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班級 升學管道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1 301 繁星 楊雅祺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2 301 繁星 張怡如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3 306 繁星 張晴安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4 304 繁星 許宗翰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5 306 繁星 王鉦豪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社會組)

6 301 繁星 陳春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

育組

7 301 繁星 吳孟璇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8 306 繁星 吳宗錡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計算與資料科學組

9 306 繁星 吳嘉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10 301 繁星 邱郁庭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11 306 繁星 黃筱喬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

12 301 繁星 陳婕寧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13 301 繁星 張　彤 國立中正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14 306 繁星 戴睿萱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15 301 繁星 陳奕萊 臺北市立大學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16 306 繁星 陳俐穎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工業管理組

17 306 繁星 黃靖喬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化學系

18 302 繁星 呂雅甄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

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19 306 繁星 黃庭妮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20 301 繁星 沈哲毅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21 301 繁星 陳巧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22 301 繁星 李政賢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23 306 繁星 游雅碩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24 303 繁星 李宇程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25 303 繁星 傅允辰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26 311 繁星 謝毓真 國立東華大學 物理學系奈米與光電科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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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306 繁星 呂宴增 國立臺南大學 材料科學系

28 301 繁星 張瑞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29 301 繁星 柯靜婷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劇場設計學系

30 301 繁星 鄧莉潔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31 301 繁星 陳雅勛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32 305 繁星 尤峻瑋 國立宜蘭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33 306 繁星 陳　羽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34 306 繁星 謝易宏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

35 302 繁星 張恒菘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36 301 繁星 黃柔綺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37 306 繁星 吳榮哲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38 306 繁星 邱冠銘 國立聯合大學 能源工程學系

39 306 繁星 吳承泰 國立金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40 310 繁星 王珈琳 國立金門大學 食品科學系

41 306 繁星 雷妤娃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42 310 繁星 賴鈞豪 中國醫藥大學 護理學系

43 304 繁星 房芝琳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44 306 繁星 李育婕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45 311 繁星 黃若詞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46 301 繁星 陳芷薰 輔仁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47 301 繁星 黎蕓慧 輔仁大學 經濟學系

48 307 繁星 韓孟宸 輔仁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49 301 繁星 黃芷莘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50 304 繁星 徐商妤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財務金融)

51 305 繁星 陳胤妤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國際企業)

52 301 繁星 張皓葳 中原大學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53 302 繁星 劉沛儀 中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54 304 繁星 曹瑜庭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工程組

55 305 繁星 蕭閎澤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56 308 繁星 蔡宗勳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57 308 繁星 吳季穎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58 307 繁星 石蘊玉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材料工程

組)

59 311 繁星 賴柏綸 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60 301 繁星 廖奕婷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61 301 繁星 廖庭萱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62 308 繁星 趙志強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通訊組

63 310 繁星 林靖璇 淡江大學 數學學系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

64 303 繁星 梁宇捷 銘傳大學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桃園）

65 307 繁星 游憲宗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計算機應用組（桃

園）

66 303 繁星 曾荺婷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67 304 繁星 李葦倫 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學系

68 301 繁星 沈婉榆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數位3D動畫設計

組(臺北校區)

69 301 繁星 張晏庭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70 303 繁星 謝菀蓁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71 307 繁星 李宜庭 大同大學 機械與材料工程學系

72 302 繁星 賴沛萱 靜宜大學 會計學系

73 303 繁星 戴郁婷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74 302 繁星 房馨妮 中國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75 302 繁星 陳思妤 中國文化大學 土地資源學系

76 304 繁星 陳文揚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77 310 繁星 陳柔涵 亞洲大學 護理學系高齡長期照護組

78 311 繁星 杜欣諭 慈濟大學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79 310 繁星 林詩雅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