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管道

林璇璟 國立臺灣大學 戲劇學系 繁星

李敏慈 國立政治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西班牙文組 繁星

許瑋媞 國立清華大學 理學院學士班 繁星

張梧詩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繁星

李亮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繁星

郭拿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分發入學

黃慧柔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繁星

陳元炫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木材科學組 申請入學

蔡佩芸 國立中興大學 興翼招生B組(文史法律) 申請入學

林承麟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繁星

邱珮甄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繁星

蔡季珊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林學組 繁星

陳宥蒨 國立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申請入學

吳承育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量子科技組(全英) 繁星

林柏豪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分發入學

侯宥薫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機械工程組 繁星

陳沛岑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 繁星

黃柏軒 國立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分發入學

葉姵岑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繁星

楊翔恩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 運動甄試

林泓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科大申請

王廷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繁星

楊子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 特殊選才

黃楠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分發入學

吳佩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分發入學

黃靜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內容科技與管理組 繁星

郭智祐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申請入學

黃瑞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繁星

邱芷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繁星

黃博森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 獨招

洪孟柔 國立高雄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 身障甄試

吳育禎 國立高雄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 繁星

李致漢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競技係 獨招

林語柔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分發入學

楊靜文 國立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日語組 分發入學

蔡馥鮮 國立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韓語組 分發入學

黃沛芸 國立臺南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繁星

陳明峻 國立臺南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分發入學

邱渝晴 國立臺南大學 英語學系 分發入學

陳佳怡 國立臺南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分發入學

林楷翔 國立臺南大學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分發入學

楊仁諄 國立臺南大學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分發入學

黃翊哲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分發入學

曾曉淳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史學系 分發入學

田芠榳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史學系 分發入學

黃弘銘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申請入學

柯昕惟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歷史學系 申請入學

陳杏淇 國立嘉義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申請入學

林庭瑜 國立嘉義大學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繁星

曾華憲 國立嘉義大學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繁星

陳紫菱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化學系 分發入學

陳群翔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分發入學

陳峻諭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歷史學系 分發入學

莊堯評 國立嘉義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分發入學

陳筑筠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分發入學

蔡姍芳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分發入學

陳柏丞 國立嘉義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分發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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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士洋 國立嘉義大學 科技管理學系 分發入學

楊智翔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分發入學

郭姿岑 國立嘉義大學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分發入學

張紋綺 國立屏東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繁星

陳宥均 國立屏東大學 會計學系 申請入學

林蓮萍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申請入學

邱昱翔 國立屏東大學 科學傳播學系 申請入學

莊珮芸 國立屏東大學 會計學系 申請入學

王竟瑜 國立屏東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申請入學

陳愷思 國立屏東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申請入學

鄭宜蓁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申請入學

黃于勛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申請入學

蘇怡瑄 國立屏東大學 不動產經營學系 申請入學

王語晨 國立屏東大學 會計學系 分發入學

劉姿儀 國立屏東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分發入學

黃信維 國立屏東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分發入學

黃致中 國立屏東大學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分發入學

鄭力瑋 國立東華大學 化學系 申請入學

沈秀秀 國立東華大學 縱谷跨域書院學士學位學程 特殊選才

朱以真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工組 繁星

林孟潔 國立東華大學 臺灣文化學系 繁星

林書辰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申請入學

吳雅盈 國立宜蘭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繁星

曾學紘 國立臺東大學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分發入學

賴冠任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分發入學

林佳佑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理組 申請入學

陳尉任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理組 申請入學

許佩渝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繁星

郭翊楓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獨招

李儒勳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獨招

吳云禎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申請入學

謝佩珊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繁星

王亭雅 國立金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繁星

曾紹剛 國立金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特殊選才

曾郁庭 國立金門大學 護理學系(願景組) 申請入學

黃楷妮 國立金門大學 建築學系 申請入學

梁育瑄 國立金門大學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申請入學

吳欣諭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申請入學

郭昕妤 國立金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申請入學

蔡雅荏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申請入學

陳心亭 國立金門大學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分發入學

林家儀 國立金門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分發入學

陳稜瑾 國立金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分發入學

賴芝蓁 國立金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分發入學

張玉賢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申請入學

黃昱博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系 獨招

薛任祐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系 獨招

李啟弘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系 獨招

王宜璇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 分發入學

王柏翰 台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系 獨招

蔣淳亦 台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系 獨招

徐仲廷 台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系 獨招

郭鈞棋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申請入學

謝志強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申請入學

周俞辰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繁星

馮守誠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繁星

林孟臻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繁星

黃崇威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科大申請

凃宇哲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不分系 國防培訓班



蔡宗哲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不分系 國防培訓班

柯智軒 空軍軍官官校 應用外語系 國防培訓班

邱立崴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航空工程科 國防培訓班

吳柏諺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航空工程科 國防培訓班

郭子豪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管理系暨航空後勤管理科 國防培訓班

顏信祐 海軍軍官官校 不分系 國防培訓班

莊柏祥 海軍軍官官校 不分系 國防培訓班

謝維恩 陸軍軍官官校 不分系 國防培訓班

李家印 陸軍專科學校 運動科學科 國防培訓班

許芷瑄 陸軍專科學校 應用外語科 國防培訓班

邱畯明 陸軍專科學校 不分系 國防培訓班

陳昱諠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消防安全科 警專

劉士誠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行政警科 警專

張妙筠 高雄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繁星

郭怡阡 中國醫藥大學 營養學系 繁星

劉家郡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繁星

徐碩祥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應用化學系 繁星

林金運 長庚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繁星

黃芳詮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繁星

王藝筑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繁星

洪書銘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繁星

郭禹辰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分發入學

陳孟軒 輔仁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繁星

陳　英 輔仁大學 歷史學系 繁星

陳冠中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申請入學

許佩芳 輔仁大學 哲學系 申請入學

謝博安 輔仁大學 化學系 分發入學

馮語安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健康管理組 分發入學

王俊智 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水資源工程組 申請入學

高佳莉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申請入學

周秉毅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繁星

薛景安 淡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繁星

羅紫軒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繁星

莊勝翔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分發入學

劉怡姍 東海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行銷與電子商務應用組) 繁星

陳可恩 東海大學 音樂學系 申請入學

莊昆霖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分發入學

朱玉琪 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分發入學

錢致嘉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分發入學

詹奕庭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分發入學

王亭崴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分發入學

陳宗玓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分發入學

朱冠毓 世新大學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繁星

張家薰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餐旅經營管理組 繁星

魏靜婷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動畫設計組 分發入學

詹景量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繁星

方彤瑀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跨境電商經營組（臺北校區） 繁星

陳偉綺 銘傳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桃園校區） 繁星

黃榆蓁 銘傳大學 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分發入學

陳宥蓁 銘傳大學 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分發入學

孫安淳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臺北校區) 繁星

吳重邑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新創旅遊與運動觀光規劃組(高雄校區) 申請入學

黃莘妙 實踐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臺北校區) 申請入學

李盈妤 實踐大學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藝術創作設計組(高雄校區) 申請入學

蔡喬羽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洗錢防制組(高雄校區) 申請入學

周勇廷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臺北校區) 分發入學

黃少瑀 逢甲大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申請入學

馮惠婷 逢甲大學 精密系統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繁星

黃韻如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繁星



凃丞輿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繁星

王湏昕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繁星

黃毓涵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繁星

邱美珊 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申請入學

賴宥伶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申請入學

黃冠霖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申請入學

樊于甄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申請入學

蔡文銘 靜宜大學 財務工程學系 申請入學

詹佳頴 靜宜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分發入學

李珮妤 中國文化大學 戲劇學系 申請入學

陳彥甫 中國文化大學 光電物理學系 繁星

陳欣誼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繁星

邱子庭 中國文化大學 會計學系 繁星

方廷原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繁星

賴坤輝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繁星

魏如雅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繁星

林書瑤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繁星

許臣沂 義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申請入學

曾翊瑄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申請入學

黃微雅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申請入學

朱建霖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申請入學

林映辰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 申請入學

莊弘昇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分發入學

何怡青 義守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分發入學

蔡妤婕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繁星

吳依璇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職業衛生組 申請入學

王信傑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數位經營組 申請入學

王瑋晟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數位經營組 申請入學

陳宣妤 長榮大學 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學士學位學程 申請入學

郭芝妤 長榮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觀光經貿組 申請入學

邱佩晴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A組 申請入學

高子茵 長榮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觀光經貿組 申請入學

黄千恩 長榮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稅務應用組 申請入學

林家愉 長榮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繁星

賴瑀岑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繁星

陳宗佑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社會組) 分發入學

王琬儀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財經法律學系 申請入學

林奇炫 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自然組 繁星

謝東樺 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社會組 繁星

黃思綺 南華大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自然組 繁星

陳昱君 南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申請入學

林嘉隆 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申請入學

張雲忠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組 申請入學

莊博翔 南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申請入學

李宜芳 南華大學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申請入學

陳儀臻 南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申請入學

楊舜宇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 分發入學

許惠恩 南華大學 傳播學系 分發入學

鍾欣怡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 分發入學

吳昀耀 大葉大學 運動健康管理學系 申請入學

蔡旻璇 大葉大學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士學位學程(動畫與影視特效組) 申請入學

黃亮維 大葉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會計管理組) 申請入學

黃啟哲 中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申請入學

蔡子凡 佛光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國際與兩岸事務組) 申請入學

蔡宜津 玄奘大學 應用心理學系 申請入學

黃瑋惀 玄奘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申請入學

莊芸綺 玄奘大學 應用心理學系 身障甄試

吳承宏 真理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組 申請入學

徐詩涵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林口校區） 科大申請



黃詩軒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嘉義校區） 科大申請

謝慧穎 文藻外語大學 翻譯系 科大申請

黃鈺智 文藻外語大學 東南亞學系 科大申請

杜俊毅 遠東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科大申請

王木樺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科大申請

黃雅方 南臺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科大申請

苟育誠 正修科技大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科大申請

謝宛妤 正修科技大學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科大申請

謝佩君 正修科技大學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科大申請

吳典鳳 崑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 科大申請

郭承祐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 科大申請

楊宥祥 崑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科大申請

楊宛蓁 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科大申請

許翊庭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科大申請

郭欣儀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科大申請

劉逸囷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科大申請

陳泓嘉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運動管理系 獨招

張金子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科大申請

洪敏貞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科大申請

嚴玉恬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製藥工程系 科大申請

林晴雯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科大申請

陳品書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 科大申請

曾詩涵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科大申請

劉小瑜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 科大申請

蘇郁婷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美容系 科大申請

蘇怡寧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科大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