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吳辰芸 國立臺灣大學 護理學系 

李牧賢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瑋嘉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徐譽玲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唐凡真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陳怡文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呂振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游輝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系

許嬿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系

曾宣蓉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吳宜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

李鎮帆 國立中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廷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賴天祐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傅云亭  國立中正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田韻平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吳姿儀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都柏翰 國立臺北大學 中國文學系

袁之荃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吳家慧 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田韻平 臺北市立大學 陸上運動學系

許嬿樺 臺北市立大學 陸上運動學系

林承愷 臺北市立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徐盈暄  國立高雄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卓隬漢 國立高雄大學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范書安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化學系

卓隬漢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菁英班

涂芳瑋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胡大佑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李承恩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楊鎮洲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系

葉文良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系

李茗珉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系

曹晏萱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劉雨其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系

賴郁閔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何至軒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系

許嬿樺 國立體育大學 陸上運動競技系

劉家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邱加陞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巫政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廖珮涵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劉侑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永豐高中108年升大學榜單



孫　邦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楊雨禎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張明聖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邱靜妤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陳欣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蕭詩頴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游蒙恩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王芑棻  國立嘉義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黎彥頡 國立嘉義大學 食品科學系

簡安邦  國立東華大學 法律學系 

洪誠佑 國立東華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簡嘉紘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張永鴻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謝筱莙  國立臺南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謝閔全 國立臺南大學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曾子千 國立臺南大學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劉至曼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邱詩容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陳傑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房芝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

吳泓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陳　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楊竣翔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江亞萱  國立宜蘭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吳靖瑄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李晉緯 國立宜蘭大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簡睿鴻 國立宜蘭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林又陞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廖千慧  國立屏東大學 英語學系 

鄭鈺薰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楷翔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劉兆鈞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施語涵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承駿 國立臺東大學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李嘉怡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畢言甄  國立聯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鄭宇宏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池賢墩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劉雁蓉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陳雨萱 國立聯合大學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黃珉柔 國立聯合大學 華語文學系

鄧雅萍 國立聯合大學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王弘恩 國立聯合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姚翰林 國立聯合大學 華語文學系

趙翊銘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蔡千婷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劉樺渲  國立金門大學 運動與休閒學系 

黃品南 國防大學 理工學院不分系

陳昱丞 陸軍專科學校 土木工程系

王子云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嚴和筠 中國醫藥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陳昱慈  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林柏瑋 長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黃鈺芳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孔群皓  中山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鄭伃庭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系

楊俊萱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劉　婕  輔仁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邱宇潔  輔仁大學 經濟學系 

陳奕如  輔仁大學 經濟學系 

李依倫 輔仁大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

王重陽 輔仁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唐顥瑄 輔仁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林渝庭 輔仁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楊承翰 輔仁大學 經濟學系

曾仲愷 輔仁大學 化學系

梁昱傑 輔仁大學 體育系

劉芳辰 輔仁大學 體育系

劉雨其 輔仁大學 體育系

詹子逸 輔仁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陳奕如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鄭群霓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李佳璇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鄭弘宇  東吳大學 數學系

郭詮靖  元智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江若仙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孫培瑁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吳若綾  元智大學 工程學院英語學士班 

劉宇恩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吳沛儒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呂羿萱 元智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林韋辰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蔡宇晴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謝昀軒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謝欣頤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楊琇崳 元智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陳彥維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蕭逸軒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鄒立萱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王鈞杭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郭運興 元智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劉柏均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陳思妤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蕭佳盈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張昀茹 元智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莊麗平 元智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陳思穎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簡曉靖 元智大學 資訊學院英語學士班

溫棋凱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葉庭瑋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劉士綱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湯太慈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葉庭嘉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許淳嘉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齊先翔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蔡柏宇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陳沛君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楊麗芳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葉曉貞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蘇庭儀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黃雅祺  中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思美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張方盈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張嘉芸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那子晴 中原大學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陳巧螢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劉心媛 中原大學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陳懷恩 中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沛璇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陳　琦 中原大學 景觀學系

劉宜其 中原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黎思廷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胥欣妤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黎姿婷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許靜瓏 中原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王　婕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羅元廷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王森祐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慶唐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曾華威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吳佳蓉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吳岱安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陳柏昌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盧廷威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蔡欣怡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陳怡靜 中原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賴柏宇 中原大學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曾明彥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李敏絜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劉鎮宇  東海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洪子翔  東海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李晨妤 東海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許瓊文 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

羅姿尹 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

翁浚維 東海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楊同彤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陳啟揚 東海大學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張哲瑄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

田芷軒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林以軒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

唐佳希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鄭鈺薰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黃羽薇  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 

鄒雨錡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彭至偉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吳松育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李桂禎 淡江大學 商管學院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顏鸝萻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吳丞恩 淡江大學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吳宇倫 淡江大學 歷史學系

林廷毅 淡江大學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

呂睿庭 淡江大學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

惲子伶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鄭家伃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何大一 淡江大學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彭鈺展 淡江大學 歷史學系

卓品潔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張子潔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童明翊 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王力弘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蕭沛緹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游欣諺 淡江大學 歷史學系

黃乙茜 淡江大學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

陳暄淮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李力泰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林澤禹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江瑞翔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張登鈞 淡江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陳雯欣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王鈺婷 淡江大學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

劉昱辰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張明修  銘傳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系

賴詩雅  銘傳大學 會計學系



林芷暄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呂宥杰 銘傳大學 建築學系

林　真 銘傳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

譚亦軒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

林品儒 銘傳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陳品瑄 銘傳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呂侑哲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賴昱澄 銘傳大學 法律學系

蘇皓瑄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盧雨辰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謝宜庭 銘傳大學 法律學系

王悅鈞 銘傳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系

阮薏恬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吳家睿 銘傳大學 會計學系

郭俊廷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曾皇鈞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廖信承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簡廷翰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魏　齊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劉堯文 銘傳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陳翰欣 銘傳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劉芳岳 銘傳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邱佩儀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謝馨瑩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曾少辰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

吳鈞賢 銘傳大學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余昕恬 銘傳大學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邱子菱 銘傳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趙婉晴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曾歆雅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

劉棠琦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邱顯舜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品妤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邱羽彤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黃家琪  逢甲大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詹俊彥  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黃柏樺  逢甲大學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王嘉萱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古必騰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陳祐維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呂彥嶸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蘇逸仁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周妤慧  實踐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王郁婷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謝泓庭 實踐大學 餐飲管理學系

曾怡瑄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黃怡瑄 實踐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郭衣辰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

馮湘嵐  世新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謝翔宇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風庭軒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馮詩晏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林佩瑧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潘映羽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

何俊翰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林楷文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簡堉哲 世新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謝嘉禎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糸

洪鼎欽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

蔡蕙如 世新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呂承祐  大同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鍾宇冠 大同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政涓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郭宸榤 大同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葉欲生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黃郁屏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林其駿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彭子庭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朱雅蔫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林依婷 靜宜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黃姿穎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蔡佳吟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胡琪碩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劉彥宏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林子喻 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徐玉欣 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呂欣錞  中國文化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聖倫 中國文化大學 史學系

莊于萱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

徐皓宇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

劉柏任 中國文化大學 哲學系

蒙子晴 中國文化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張丞曜 中國文化大學 紡織工程學系

江耿堯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蔡鎮鴻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許嬿樺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促進系

張郁雯 中國文化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林彥杰 中國文化大學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陳明正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胡意敏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賴怡汶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陳慕帆 中國文化大學 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



賴映君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林佑洋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趙柏宇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徐羽鴻 中國文化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黃子恩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吳俊澔 中國文化大學 土地資源學系

李佳妤 中國文化大學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吳哲安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陳揚崴 中國文化大學 經濟學系

劉俊偉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劉沁璇 中國文化大學 動物科學系

吳彥鋒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系

姜碩桓 開南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蔣語唐 開南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

李榜宇 開南大學 觀光餐旅系

吳宇彤 開南大學 觀光餐旅系

王睿群 開南大學

胡瑜元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李宜芳 亞洲大學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陳亮錚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謝宜庭 亞洲大學 護理學系

黃仕權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劉樺渲 亞洲大學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許柏淳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李　鴻 中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林紹棟 中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洪連鴻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潘辰銘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黃柏勳 中華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江雅各 中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簡裎祐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柳崑德 中華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許崇毅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詹易晟 中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奕禎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

蕭妤珊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

蘇映羽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

辜靖堯 健行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林慈媗 健行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呂翌誠 萬能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吳宇彤 萬能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陳彥睿 萬能科技大學 航空光機電系

呂翌誠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健康休閒管理系

劉雨其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系

劉芳辰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曹晏萱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健康休閒管理系



葉文良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健康休閒管理系

林怡諠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簡蘊欣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楊宸恩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張議云  慈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張雅棠 慈濟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盧宥惠 慈濟大學 傳播學系

江丞謙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系

姚靜璇 義守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黃昭毅 義守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向弈陽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楊博維 長榮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李慧吟 長榮大學 醫藥科學產業學系

張聿翔 長榮大學 創新應用管理學系

邱智昱 真理大學 理財與稅務規劃學系

黃惠勤 真理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吳昇袁 真理大學 法律學系

謝予嫚 真理大學 統計資訊與精算學系

陳子歆 康寧大學 嬰幼兒保育學系

馬姿玄 康寧大學 長期照護學系

詹旻慧 南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李學雅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

王芑棻 佛光大學 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藍業翔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鍾宇冠 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黃約翰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行動科技學系

陳宗翰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詠杰 南亞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李智遠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化學系

蔡宇傑 育達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齊先翔 華南理工大學 材料工程系

廖心如 華南理工大學 材料工程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