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學生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307 許同學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306 李同學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社會組) 

302 陳同學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 

307 卓同學 國立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303 張同學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316 張同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316 鐘同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313 黃同學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15 蕭同學 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 

315 胡同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 

314 翁同學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 

313 劉同學 國立臺北大學 財政學系 

311 張同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314 江同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305 湯同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觀光休閒組 

311 郭同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化學系 

316 黎同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09 吳同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305 楊同學 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315 彭同學 國立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313 曾同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308 盧同學 國立高雄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316 蕭同學 國立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315 王同學 國立嘉義大學 水生生物科學系 

302 廖同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316 戴同學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10 曹同學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理組 

301 劉同學 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311 陳同學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315 曾同學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316 余同學 中國醫藥大學 護理學系 

316 陳同學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315 陳同學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314 張同學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313 張同學 馬偕醫學院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聽力組 

306 徐同學 輔仁大學 臨床心理學系 

304 高同學 輔仁大學 新聞傳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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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林同學 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13 卓同學 輔仁大學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302 高同學 輔仁大學 中國文學系 

301 劉同學 東吳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309 陸同學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13 盧同學 東吳大學 數學系 

316 簡同學 東吳大學 數學系 

303 邱同學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314 許同學 長庚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305 陳同學 長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14 高同學 長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311 洪同學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16 林同學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301 何同學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12 何同學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光機電整合組 

301 賴同學 中原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315 蔡同學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311 張同學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313 王同學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303 陳同學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管理組 

312 陳同學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09 李同學 銘傳大學 法律學系（臺北） 

304 李同學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跨境電商經營組（臺北） 

304 陸同學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 

305 郝同學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313 陳同學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304 高同學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 

308 葉同學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臺北校區) 

311 陳同學 大同大學 資訊經營學系 

311 邱同學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系 

301 葉同學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307 黃同學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312 李同學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314 謝同學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301 林同學 逢甲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 

310 陳同學 中國文化大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304 陳同學 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學系 

310 王同學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諮商與臨床心理組 

304 黃同學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諮商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