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班級 姓名 升學管道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1 301 吳允楨 繁星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2 301 陳彥宇 繁星 國立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3 301 郭怡彤 繁星 國立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4 310 黃雅萱 繁星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5 301 林君玠 繁星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6 301 施詠耀 繁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7 301 陳侑宣 繁星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8 301 吳敏瑄 繁星 國立中央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9 307 黃瑋茹 繁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10 301 劉怡君 繁星 國立中興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1 301 黃明珠 繁星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12 307 陳哲嘉 繁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13 307 楊嘉昇 繁星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4 301 周亮宇 繁星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學系

15 307 林祐民 繁星 臺北市立大學 數學系

16 307 黃淑麒 繁星 國立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7 307 李文勝 繁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8 310 王　凱 繁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19 307 黃紫淇 繁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化學系

20 301 孔少妤 繁星 國立嘉義大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21 301 陳茂成 繁星 國立東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22 307 王湘婷 繁星 國立臺南大學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23 307 林思涵 繁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數學組

24 301 郭　惟 繁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25 307 康雅鈞 繁星 國立宜蘭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26 305 曹珮瑛 繁星 國立宜蘭大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27 307 王遵權 繁星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28 301 陳薪硯 繁星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29 305 潘君瑜 繁星 國立屏東大學 科普傳播學系

30 305 阮莉云 繁星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31 303 吳佩珈 繁星 國立聯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32 309 潘奕丞 繁星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33 307 戴玉芬 繁星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34 301 鍾皓翔 繁星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5 307 蘇芷葳 繁星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36 301 張芷若 繁星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37 307 朱亭瑄 繁星 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38 310 黃凱斌 繁星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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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304 王敏嘉 繁星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40 310 葉　襄 繁星 輔仁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41 301 康彥翎 繁星 輔仁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42 309 陳冠昀 繁星 輔仁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43 307 吳培辰 繁星 輔仁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44 301 鄭沛涵 繁星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45 308 顏美萱 繁星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46 309 邱奕凡 繁星 東吳大學 物理學系

47 308 魏　德 繁星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48 301 李采穎 繁星 元智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49 301 陳鈺玟 繁星 元智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50 301 林雨涵 繁星 中原大學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51 302 陳子晴 繁星 中原大學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52 310 朱嘉祥 繁星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53 308 林吉生 繁星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工程組

54 310 王學浩 繁星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55 311 徐語芃 繁星 東海大學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56 303 李心蜜 繁星 東海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組)

57 307 陳芯妤 繁星 東海大學 化學系化學組

58 307 黃品寧 繁星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59 307 游彥鈞 繁星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60 303 莊京妮 繁星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61 301 黃品瑄 繁星 銘傳大學 財金法律學系（臺北）

62 304 黃筱芸 繁星 銘傳大學 會計學系稅務規劃組（臺北）

63 309 李凱淯 繁星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桃園）

64 308 鄭煒霖 繁星 銘傳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

65 302 彭郁茹 繁星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66 301 陳　欣 繁星 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學系

67 310 呂美錡 繁星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68 307 何基輔 繁星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69 301 劉子筠 繁星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70 301 劉玟誼 繁星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影組

71 302 王子薇 繁星 世新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72 302 陳彥蓉 繁星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互動媒體設計組

73 307 洪唯真 繁星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

74 308 吳品嫻 繁星 靜宜大學 應用化學系

75 302 黃佳欣 繁星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76 303 王詠楨 繁星 中國文化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77 308 王羿涵 繁星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78 306 陳祈利 繁星 中國文化大學 生命科學系



79 310 張庭瑄 繁星 中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80 311 郭韋彤 繁星 慈濟大學 護理學系

81 311 姜炫甄 繁星 慈濟大學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82 310 楊于萱 繁星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83 311 邵湘婷 繁星 義守大學 護理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