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名稱 錄取管道

蒙美金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繁星推甄

陳姿妤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 繁星推甄

江美嫻 國立交通大學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繁星推甄

杜妍霖 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 繁星推甄

王諭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登記分發

蘇亮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繁星推甄

林郁珊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                          繁星推甄

簡頎晏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繁星推甄

祝弘珺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繁星推甄

林弘鈞 國立中正大學                        心理學系                          繁星推甄

黃鈺哲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繁星推甄

張宇嘉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繁星推甄

王品捷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繁星推甄

侯沛妤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繁星推甄

林宜蓁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電影創作學系                        繁星推甄

力維政 國立高雄大學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繁星推甄

陳薇雅 國立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日語組                     繁星推甄

陳睿彬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個人申請

蘇鈺婷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科技系 特殊選才

成芊穎 高雄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繁星推甄

李妍陵 高雄醫學大學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特殊選才

李岱蓉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特殊選才

吳宜珊 中國醫藥大學 藥用化妝品學系 繁星推甄

齊熙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建工校區） 四技申請

李慈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科技教育與訓練組 繁星推甄

羅品惠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繁星推甄

簡宗威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登記分發

蔡宜馨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王逢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 四技申請

張玉欣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 繁星推甄

黃靖軒 國立嘉義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繁星推甄

陳冠宇 國立宜蘭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繁星推甄

陳俊豪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 登記分發

倪郁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繁星推甄

郭晏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繁星推甄

李永仁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統計科學組(社會組) 登記分發

楊雯茜 國立東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登記分發

黃筱涵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工組 個人申請

王耀陞 國立東華大學 會計學系 登記分發

陳李昱 國立東華大學                        歷史學系                          繁星推甄

許柏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四技申請

賴琮憲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個人申請

汪裕宸 國立臺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繁星推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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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澤安 國立金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王柏鈞 國立金門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謝岱蓉 國立金門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繁星推甄

陳宜歆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 個人申請

李貞諭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個人申請

林郁淳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個人申請

李政峰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物理系光電暨材料組 個人申請

張弘旻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物理系光電暨材料組 登記分發

黎承恩 國立屏東大學 科普傳播學系 個人申請

張鈺苹 國立屏東大學 社會發展學系 登記分發

吳昭和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化學系 登記分發

陳詩云 國立屏東大學 科普傳播學系 繁星推甄

莊珀慈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繁星推甄

洪敬玟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林玅如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理組 個人申請

羅靖程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廖苡婷 國立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系 登記分發

陳幼庭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個人申請

謝秀如 國立臺東大學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個人申請

林杏宜 國立臺東大學 華語文學系 個人申請

湯晴芳 國立臺東大學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個人申請

郭雅紫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個人申請

孫珮綺 國立臺東大學 高齡健康與照護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林珈微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繁星推甄

陳釋維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個人申請

楊翔名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理組                    繁星推甄

薛振廷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登記分發

吳怡慧 國立聯合大學                        華語文學系                         繁星推甄

陳俊穎 淡江大學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應用資訊全英語組(蘭陽校園) 登記分發

邱紹華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登記分發

王信驊 淡江大學 歷史學系 個人申請

官庭慶 淡江大學 歷史學系 登記分發

鍾宜佑 淡江大學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應用資訊全英語組(蘭陽校園) 個人申請

陳柔安 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 個人申請

黃郁晴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登記分發

潘奕璇 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 個人申請

盧宥誠 淡江大學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軟體工程全英語組(蘭陽校園) 個人申請

陳少琦 淡江大學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士班(蘭陽校園) 登記分發

吳雅萱 淡江大學 商管學院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繁星推甄

伍家萱 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繁星推甄

王韻晴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施苡潔 逢甲大學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個人申請

張祐維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柳志憲 逢甲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黃彥誠 逢甲大學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個人申請

張簡小雨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B組 登記分發



吳承玹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登記分發

蔡睿元 逢甲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林若安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廖昱勛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個人申請

李維仁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個人申請

楊德祐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繁星推甄

劉育銘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繁星推甄

林威佐 逢甲大學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繁星推甄

吳友馨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登記分發

張裬娙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林儀恩 義守大學 智慧化自動控制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登記分發

陳姵瑄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潘語斌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龍育駿 義守大學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登記分發

牛雅靖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生物醫藥組 個人申請

曹仕佑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登記分發

林佑宗 義守大學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登記分發

楊亞瑄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林玟宗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房栗詳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登記分發

蔡尚恩 義守大學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李念慈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徐璽雅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李崎維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楊秉勛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財務管理組 個人申請

古怡靜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個人申請

黃雅筠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林冠佑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財務管理組 登記分發

邢智綺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陳重羽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黃俊翰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吳楷翔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登記分發

王思婷 義守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郭家瑜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謝承翰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 登記分發

吳喬因 義守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國際學院) 登記分發

陳雅婷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財務管理組 個人申請

張哲維 義守大學 國際商務學系 登記分發

陳宏丞 義守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涂宗豪 義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鄭棋元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王憶真 義守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繁星推甄

蔡子芊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繁星推甄

盧慶倫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繁星推甄

黃威翔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繁星推甄

陳沛欣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繁星推甄



陳佳儀 聖約翰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系 四技申請

邱國承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App設計組(高雄校區) 個人申請

李佑倫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航空旅運組(高雄校區) 登記分發

張莉蓁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AR/VR體感科技組(高雄校區) 登記分發

游閔榛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電腦動畫設計組(高雄校區) 個人申請

葉欣怡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個人申請

盧晨維 輔仁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繁星推甄

陳雯琳 輔仁大學                          歷史學系                          繁星推甄

張庭睿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四技申請

蔡心瑜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台北校區) 登記分發

葉家妤 銘傳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桃園） 個人申請

陳曉潔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外貿行銷管理組（臺北） 繁星推甄

余書嫻 銘傳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桃園）                    繁星推甄

鄭筑方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四技申請

曾峻修 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登記分發

黃筱晴 靜宜大學 會計學系-一般組 個人申請

劉軒慈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登記分發

王新喻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一般組 個人申請

曾緯茌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貿易與運籌組) 登記分發

黃奕綾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一般組 個人申請

呂奐萱 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一般組 個人申請

陳岱諭 靜宜大學 應用化學系-一般組 個人申請

柯雅慈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繁星推甄

黃煜庭 大葉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登記分發

王玟雅 中山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繁星推甄

顏嫚均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黃凱莉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繁星推甄

楊弦曄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個人申請

廖睿蓁 中原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繁星推甄

熊盈萱 中國文化大學 史學系 個人申請

林宥萱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智慧商務科技組) 登記分發

梁茹翔 中國文化大學 景觀學系 個人申請

楊繕臨 中國文化大學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登記分發

黃耕儀 中國文化大學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個人申請

陳俊諺 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學系 登記分發

鄭巧靖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登記分發

何家均 中國文化大學 景觀學系 繁星推甄

靳慶圓 中國文化大學 生命科學系 繁星推甄

劉柏廷 東吳大學 德國文化學系 繁星推甄

楊海音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英語專班) 個人申請

洪伯勳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繁星推甄

何庭語 元智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繁星推甄

朱育婕 文藻外語大學 應用華語文系 四技申請

林沛臻 文藻外語大學 日本語文系 四技申請

尹宥心 世新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林峻丞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餐旅經營管理組 登記分發



吳婉媃 世新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繁星推甄

吳淑君 台灣首府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師資培育學系） 個人申請

張凱萱 正修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四技申請

楊子慶 正修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四技申請

洪雁鷙 正修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四技申請

葉宇晟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四技申請

王崇維 正修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四技申請

林宜孜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內容與遊戲設計組 個人申請

簡嘉柔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科技組 個人申請

陳　忻 亞洲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服飾創意設計組) 登記分發

廖若卉 亞洲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繁星推甄

阮冠榮 明道大學 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 個人申請

陳巧凌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陳柏翰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個人申請

鄭宇晴 東海大學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登記分發

許意嫻 東海大學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登記分發

黃品榕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登記分發

黃韻蓉 東海大學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智慧經營與管理組) 個人申請

張妤雯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江鴻慈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登記分發

簡志翰 東海大學 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個人申請

錢品言 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繁星推甄

林銘德 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登記分發

虞鎮懌 長庚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自然組) 登記分發

程紫婕 長榮大學 護理學系 登記分發

黃偉嘉 長榮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登記分發

張恩銓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個人申請

張悅欣 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登記分發

陳弘穎 長榮大學 無人機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登記分發

黃偉綸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個人申請

黃冠傑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C組 個人申請

鄭毓翔 長榮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個人申請

林佩玟 長榮大學 健康心理學系 個人申請

陳韻雯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繁星推甄

劉昕芳 南華大學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個人申請

許宸菻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 個人申請

蘇育萱 南華大學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登記分發

洪咨伃 南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王彥薰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社會工作組 個人申請

許建昇 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自然組 個人申請

陳炘樺 南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個人申請

劉庭宇 真理大學 統計資訊與精算學系 登記分發

陳鵬安 中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登記分發

陳韋綸 中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登記分發

朱紹華 中華大學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材料應用組) 登記分發

陳郁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四技申請



盧芊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寵物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申請

洪玉芳 南臺科技大學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技申請

陳金純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四技申請

吳慧茹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林口校區） 四技申請

吳苙萱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嘉義校區） 四技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