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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 黎哲瑋 繁星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606 蔡岳峰 繁星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601 莊捷茹 繁星 國立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系

601 李庭安 個人申請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602 陳好彬 繁星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601 謝亞純 繁星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14屆608 姜欣育 登記分發 國立陽明大學 藥學系

601 李欣怡 繁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610 洪晟皓 單獨招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競技學系

610 劉俊廷 單獨招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競技學系

606 傅昱豪 繁星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06 王鵬程 繁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606 鄭弘祥 繁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606 范佐蔚 個人申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606 黃尹欣 繁星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606 邱鈺茹 繁星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

604 黃苡儒 繁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607 童彥文 繁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603 林冠緯 繁星 國立中正大學 哲學系

606 陳錇淇 繁星 國立中正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

610 張書齊 特殊生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604 黃苡儒 單獨招生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夜間部

601 林宛誼 繁星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608 謝崴亦 登記分發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610 莊仕丞 單獨招生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610 彭柏蒼 單獨招生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610 張宥均 單獨招生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610 游樂平 單獨招生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601 陳宜君 繁星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606 褚懿德 個人申請 國立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606 盧鈴沁 個人申請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606 葉爾庭 四技申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菁英班

601 陳樂瑜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資訊組)

603 呂佩馨 繁星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604 高詩媛 單獨招生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610 林宏曄 單獨招生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610 陳劭晴 單獨招生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610 洪晟皓 單獨招生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陸上競技學系

610 陳允得 單獨招生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陸上競技學系

610 張郁雯 甄審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601 張騏璿 繁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A組

608 周　迪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601 黃瑩縈 繁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603 黃曼萍 登記分發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605 林宜隆 特殊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608 花晟晏 登記分發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10 陳允得 單獨招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610 石祐誠 單獨招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602 黃健翔 個人申請 國立嘉義大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602 周增治 登記分發 國立嘉義大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社會組)

606 呂學皇 繁星 國立嘉義大學 水生生物科學系

606 王德蓉 繁星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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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 葉爾庭 個人申請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608 吳冠廷 個人申請 國立嘉義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603 黃曼萍 繁星 國立東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603 黃聖文 登記分發 國立東華大學 社會學系

604 劉彥廷 個人申請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4 林軒葦 個人申請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606 邱奕盛 繁星 國立東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609 李宥呈 登記分發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603 簡立翔 登記分發 國立臺南大學 國語文學系

606 翁紹剛 繁星 國立臺南大學 應用數學系

601 李昱呈 繁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電影創作學系

601 黃芷柔 繁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601 紀政廷 個人申請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應用科學系生命科學組

603 彭筱芸 登記分發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605 梁文碩 繁星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603 涂祐嘉 登記分發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學系

604 林世富 繁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601 陳佑萱 繁星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607 廖展進 個人申請 國立宜蘭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609 陳鼎中 個人申請 國立宜蘭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607 林宜潔 個人申請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

601 李錦雯 繁星 國立臺東大學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605 吳欣玲 繁星 國立聯合大學 華語文學系

605 邱晟芳 個人申請 國立聯合大學 華語文學系

605 袁雅涵 個人申請 國立聯合大學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606 吳丞鈞 繁星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606 彭祐奇 繁星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608 章嘉佑 登記分發 國立聯合大學 能源工程學系

608 劉泓佑 登記分發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乙組)

608 吳郁瑩 登記分發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甲組)

602 賀怡珊 登記分發 國立金門大學 華語文學系

604 簡明澤 繁星 國立金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604 王雅民 登記分發 國立金門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604 李端燕 登記分發 國立金門大學 運動與休閒學系

605 李昀歆 登記分發 國立金門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608 蘇于翔 登記分發 國立金門大學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605 邱凱宸 單獨招生 空軍軍官學校 飛行生

601 鄧芷芸 繁星 中國醫藥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606 王宗遠 繁星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601 張若羽 個人申請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604 邱慧琪 個人申請 長庚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

609 張巧蓁 繁星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609 鄧仟翊 繁星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601 李品誼 個人申請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603 李芝菱 登記分發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606 鄭艾雯 繁星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608 潘乙丞 個人申請 中山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608 林家甄 登記分發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609 陳宇君 繁星 高雄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601 陳皎婕 繁星 輔仁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602 閻泰州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602 孫興筠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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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胡育笙 繁星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603 陳家聖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

606 徐成宏 繁星 輔仁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組

606 謝常鈞 繁星 輔仁大學 數學系純數學組

606 謝瑋宸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化學系

608 黃楚鈞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608 徐紫絨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608 潘美妘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哲學系

609 葉沛君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哲學系

609 葉昀芸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

601 林沛辛 繁星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601 劉明真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602 蘇怡安 繁星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602 楊彩彬 個人申請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602 楊宜柔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604 呂潔伃 個人申請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605 吳佳珉 個人申請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606 黃婷鈺 繁星 東吳大學 物理學系

606 林秉華 個人申請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1 張藝薰 繁星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企業管理)

601 王麗茵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國際企業)

601 張涵渝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國際企業)

601 陳　甯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601 劉晏伶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英語專班)

602 方宏丞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2 陳仕旻 登記分發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會計)

602 陳百峻 登記分發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603 方詩晴 登記分發 元智大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603 簡嘉儀 登記分發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企業管理)

604 黃心怡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606 鍾巫成圃 繁星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06 呂柏弦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606 宋柏儒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06 楊肅戎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606 徐儷綾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7 尚詣勳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608 黃庭維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608 張宜如 登記分發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國際企業)

609 楊硯名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9 邱子宸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609 黃翎婷 登記分發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601 高瑜亭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2 許善勛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602 陳俐鈺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602 楊明威 登記分發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工商管理組

602 游思霆 登記分發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2 黃琬芩 登記分發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603 廖珍妮 繁星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工商管理組

603 廖彩如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604 蔡宇硯 繁星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服務業管理組

604 郭凱傑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604 陳柏豪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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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 李嘉泰 登記分發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服務業管理組

605 蔡誼柔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606 賴宗楷 繁星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607 廖朝輝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工程組

607 劉子睿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07 謝旻傑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607 林志宇 登記分發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608 趙嘉桐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608 任海華 登記分發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管理組

609 樊柏辰 繁星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609 余謹丞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609 陳柏翰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工程組

609 曾琬萱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609 賴薏文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工程組

609 許家偉 登記分發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609 謝昀燁 登記分發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609 張竹萱 登記分發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工程組

609 戴佩怡 登記分發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工程組

609 呂敏華 登記分發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601 許聖芳 個人申請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601 馮韻箏 個人申請 東海大學 法律學系

603 林聖偉 繁星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603 王士軒 登記分發 東海大學 歷史學系

603 鄭菩賢 登記分發 東海大學 哲學系

603 黃湘庭 登記分發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604 溫昱綸 個人申請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604 盧俊偉 個人申請 東海大學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606 朱育德 繁星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606 李玟潔 繁星 東海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奈米電子與能源技術組

607 陳政晟 個人申請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607 韓宗翰 登記分發 東海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IC設計與無線通訊組

608 馮士瑋 個人申請 東海大學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601 秦誼樺 個人申請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影組

603 洪俊益 個人申請 世新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603 張振邑 個人申請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603 朱道媛 登記分發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603 黃郃婷 登記分發 世新大學 英語學系

604 簡佑安 個人申請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網路科技組

605 孟令馨 繁星 世新大學 英語學系

607 蔡竣宇 個人申請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609 徐晟倫 個人申請 世新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609 倪雁立 個人申請 世新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601 魏莫菲 繁星 淡江大學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601 鍾昊瑋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601 劉芸竹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602 廖歆語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602 鄭朝雲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

604 林宛諭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士班(蘭陽校園)

604 胡榮華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

605 鄧　筠 繁星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605 李季謙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605 廖星豪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班級 姓名 升學管道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永豐高中105年升大學榜單

606 陳彥均 繁星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通訊組

606 林政融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光機電整合組

606 黃奕鈞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606 陳怡如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607 王晟維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607 范植崴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數學學系數學組

608 呂紹齊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608 陳威任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8 黃羿宣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化學與生物化學組

609 毛　寧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609 張正昱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工程設施組

608 傅聖翔 個人申請 大同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601 吳郁潔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601 張雅淑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601 賴采妮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602 林玉雯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桃園校區）

602 謝佳螢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2 彭惠燕 登記分發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動畫影視組(桃園校區)

602 劉乙庭 登記分發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2 劉瑞琳 登記分發 銘傳大學 新聞學系(台北校區)

602 簡筱軒 登記分發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603 游立得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桃園校區）

603 蔡敏妤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系（桃園校區）

604 鄭元智 繁星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桃園校區）

604 徐同浩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4 周璟秀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604 林立敏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604 邱瑜涵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系（桃園校區）

604 莊雅雯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604 葛宇婕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5 陳俊霖 繁星 銘傳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系（桃園校區）

605 林姿伶 繁星 銘傳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605 丁翰翔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605 唐靖崴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5 陳建宇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系（桃園校區）

605 王盼恩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5 高珮珊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605 陳郁喬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5 賴薪為 登記分發 銘傳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5 王宣恩 登記分發 銘傳大學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桃園校區)

605 許堉柔 登記分發 銘傳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系(桃園校區)

605 劉芷均 登記分發 銘傳大學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桃園校區)

607 王淳弘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607 陳韋綦 登記分發 銘傳大學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桃園校區)

607 楊鎮宇 登記分發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桃園校區)

609 張瑀綺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609 陳映璉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桃園校區）

609 戴佩怡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系（桃園校區）

609 謝宇惟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9 吳琪萱 登記分發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1 陳祖穎 繁星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602 曹詠舜 繁星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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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 陳毓祥 個人申請 逢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602 古可潔 登記分發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604 李權展 繁星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604 許嘉盛 個人申請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606 劉同軒 登記分發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都市計畫組

607 洪閔崴 個人申請 逢甲大學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607 莊帝威 個人申請 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607 熊浩延 個人申請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608 林榮暉 繁星 逢甲大學 光電學系

608 陳仕軒 個人申請 逢甲大學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608 陳煒炘 個人申請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609 莊曉娟 登記分發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A組

602 林家瑜 繁星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603 徐　暘 繁星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604 王憶凡 個人申請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高雄校區)

608 傅煒庭 個人申請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608 黃呈峻 登記分發 實踐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602 陳汎喆 個人申請 靜宜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602 劉佳文 個人申請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人力資源與創意管理組)

603 許子彥 個人申請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603 陳薇安 個人申請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603 傅　瀠 登記分發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605 林勳浩 繁星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605 呂佩珊 登記分發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商業智慧組)

607 劉家豪 個人申請 靜宜大學 應用化學系-類繁星

607 簡永承 個人申請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類繁星

607 胡心瑋 個人申請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財務工程組

607 蔡竣宇 登記分發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事業經營與創業管理組)

608 楊曜菘 登記分發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

601 鍾雅帆 繁星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602 王姵琄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戲劇學系

602 劉采雲 登記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603 黃王玨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603 林嘉瑩 登記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

603 陳語彤 登記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604 謝瀠萱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604 袁智遠 登記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5 高志融 繁星 中國文化大學 地質學系

605 李宜芳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605 吳思蓉 登記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生活應用科學系

605 駱亞沄 登記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605 簡若華 登記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606 陳浩正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607 余定洲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607 黃崇恩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607 羅章二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607 林承緯 登記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光電物理學系

607 劉柏廷 登記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607 游冠鈺 登記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紡織工程學系A組

607 廖崇佑 登記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607 鄭宏展 登記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608 余柏翰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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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 黃　萱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608 黃宣榮 登記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地質學系

608 李沛諭 登記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光電物理學系

608 蕭蓁庭 登記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609 許雅筑 繁星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609 許家偉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609 黃元俊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609 唐子傑 登記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B組

603 徐于翔 登記分發 慈濟大學 傳播學系

608 陳柔安 登記分發 慈濟大學 護理學系

601 吳允彤 繁星 義守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602 易　薇 登記分發 義守大學 電影與電視學系編導創意組

609 易宛葶 繁星 義守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609 吳宥箴 個人申請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609 邱鈺庭 登記分發 義守大學 護理學系

605 林芳儀 登記分發 開南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投資組

610 張情雯 單獨招生 開南大學 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養生療癒組

602 吳佳渝 個人申請 亞洲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時尚服裝設計組

602 謝怡庭 個人申請 亞洲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應用技術組

604 黃嘉晉 登記分發 亞洲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企業創新管理組)

604 呂郁柔 登記分發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管理組)

605 龍韻如 繁星 亞洲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組

605 簡世益 登記分發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影視媒體組)

605 陳芳琪 登記分發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媒體傳播組)

608 陳薈如 登記分發 亞洲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產業管理組)

609 陳麒文 登記分發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企業形象設計組)

601 李佳琳 個人申請 大葉大學 護理學系(公費生)

604 陳梓紜 個人申請 大葉大學 歐洲文化與旅遊學士學位學程(德語組)

607 郭秀芬 繁星 大葉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608 廖涓妏 個人申請 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602 高世昌 個人申請 真理大學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台北校區)

603 黃偉婷 個人申請 真理大學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台北校區)

603 邱　玥 登記分發 真理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台北校區)

603 金偉婷 登記分發 真理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604 林峻葳 繁星 真理大學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台北校區)

604 江佳恩 登記分發 真理大學 休閒遊憩事業學系(台南校區)

604 楊勝勳 個人申請 中華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604 邱莉雯 個人申請 中華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604 廖芳捷 個人申請 中華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商務組

604 彭昱翔 登記分發 中華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604 林莉馨 登記分發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605 李育青 登記分發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建築設計組)

607 陳少凡 個人申請 中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609 李偉誠 登記分發 中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603 李宜蓁 登記分發 康寧大學 健康照護管理學系

607 沈振豪 個人申請 康寧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605 歐陽沛 登記分發 南華大學 旅遊管理學系

610 李芷賢 登記分發 南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602 王齡悅 登記分發 玄奘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605 徐博丞 個人申請 佛光大學 傳播學系(數位媒體組)

602 張家銘 四技申請 健行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607 吳凱翔 四技申請 健行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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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 蘇家淇 四技申請 健行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607 邱冠霖 四技申請 健行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綠色能源組

609 黃偉哲 四技申請 健行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609 劉玫欣 四技申請 健行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603 曾學聖 四技申請 明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607 陳緯庭 四技申請 明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609 黃卉穎 四技申請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602 蘇湘柔 四技申請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嘉義校區）

609 韓邦美 四技申請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林口校區）

608 鄒冠廷 四技申請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

608 楊雅筑 四技申請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

609 潘鉦霖 四技申請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衛生系

609 吳宥箴 四技申請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609 張旻鈞 四技申請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602 林小燕 四技申請 景文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02 張鳳娟 四技申請 萬能科技大學 營建科技系不動產與室內設計組

607 廖朝輝 四技申請 萬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

608 徐振凱 四技申請 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工程系

608 徐詩涵 四技申請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608 戴莉萍 四技申請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609 王炫善 四技申請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風險管理與保險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