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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姓名 甄選錄取大學 甄選錄取科系 甄選管道 畢業國中

318 陳柏瑋 北京清華大學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系 國外申請 縣立雲林國中

318 蔡雨彤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私立興國高中國中部

318 謝明孝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8 柯劭侖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公費生)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5 張嘉文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5 陳冠勳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7 林士祐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市立大業國中

318 張家明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18 羅文廷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8 林秉萱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市立嘉義國中

315 吳秉璁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斗六國中

317 魏國唐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6 呂國本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獨招 市立民生國中

317 張峰瑋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獨招 私立嘉華高中國中部

318 吳翊鼎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獨招 市立北興國中

318 曾俊維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獨招 市立民生國中

317 蔡維倫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7 吳心維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繁星推薦 市立嘉義國中

306 陳昱佑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9 林晏丞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5 張宇辰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個人申請 私立同濟高中國中部

317 黃品碩 國立臺灣大學 藥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5 楊尚程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17 陳昱誠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8 鍾詠年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5 林恒緖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15 任宥齊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3 余承庭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大林國中

313 陳威宇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1 蕭易岱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18 張庭瑜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5 陳明芫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6 蕭仲綱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6 王鼎崴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7 余秉哲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5 吳禹辰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8 林旻叡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8 張喬善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斗六國中

318 許祐綾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嘉義國中

318 楊欣睿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8 楊晉佳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7 葉俊佑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南興國中

318 謝承軒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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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歐陽群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繁星推薦 市立民生國中

318 陳柏瑋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縣立雲林國中

315 張峻誠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乙組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7 李耕岳 國立清華大學 旭日招生乙組(理工、生科、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6 方烽圳 國立清華大學 旭日招生乙組(理工、生科、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06 謝明儒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一般組)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01 周十丞 國立清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5 侯貫中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13 何明翰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6 湯明哲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個人申請 市立南興國中

315 王楷翔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20 林千鈺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20 徐　靜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個人申請 市立五權國中

320 羅湘桂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20 葉怡羚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個人申請 縣立明倫國中

320 劉光珉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個人申請 縣立明倫國中

320 蔡青芸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5 何家緯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繁星推薦 市立民生國中

316 許瀚文 國立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5 陳昱銘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7 陳昱安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網路與多媒體工程組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5 陳韋霖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5 余孟勳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5 蔡岳修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17 陳泓瑋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2 李宗祐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繁星推薦 市立北興國中

313 游政儒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私立輔仁高中國中部

315 李濰揚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7 涂仁賢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07 何金融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0 李佳儒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4 張禕哲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5 郭典諭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1 蕭楚駿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7 李昀哲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建國國中

311 吳孟旂 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5 楊皓全 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2 呂弘立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昇平國中

303 郭瑞成 國立成功大學 成星招生甲組(文社) 個人申請 縣立梅山國中

309 張凱捷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07 施宇庭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玉山國中

308 蔡維廷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09 李庠宏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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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吳宗翰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梅山國中

318 謝汶諺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3 張瑋祐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白河國中

311 劉家佑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玉山國中

311 賴永健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2 劉旭祐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4 吳瑞成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4 林育任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繁星推薦 市立民生國中

304 林晏愷 國立政治大學 土耳其語文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4 邱煒薪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斗六國中

317 郭鈞睿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5 李銘翰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大林國中

316 吳秉育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特考 市立蘭潭國中

313 王子軒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繁星推薦 市立南興國中

307 馬松閱 中山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9 王靖彤 台北藝術大學 傳統音樂學系 獨招 私立東南國中

319 楊律楷 台北藝術大學 傳統音樂學系 獨招 私立東南國中

319 潘宇藏 台北藝術大學 傳統音樂學系 獨招 縣立大同國中

309 陳品溢 長庚大學 護理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01 李世傑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2 羅奕丞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5 王登其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大林國中

305 李亞寰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7 李政育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6 呂道詠 國立中山大學 社會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09 劉晉廷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9 陳羿僑 國立中山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嘉義國中

319 劉倢瑛 國立中山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東勢國中

306 周鼎軒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私立東南國中

308 蔡卓倫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私立協同高中國中部

311 林宏儒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1 林峰資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鹿草國中

312 張映晨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3 吳浩瑋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系 獨招 市立蘭潭國中

310 林國興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0 蔡承璋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建國國中

308 羅俊捷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8 黃任佑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中埔國中

312 朱家亨 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昇平國中

310 葉俊哲 國立中央大學 向日葵聯合招生乙組 個人申請 市立北園國中

308 周怡宏 國立中央大學 向日葵聯合招生甲組 個人申請 市立玉山國中

302 張瑋育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白河國中

310 王品傑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園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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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林庭徹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2 林柏詠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昇平國中

315 鄭博修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7 黃智揚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大林國中

307 何宜融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繁星推薦 市立民生國中

313 陳大立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光機電工程組 繁星推薦 市立蘭潭國中

308 黃聖文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0 林成興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4 許新宗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0 賴重叡 國立中正大學 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私立嘉華高中國中部

306 曾耑睿 國立中正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昇平國中

311 蘇世宇 國立中正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建國國中

307 李翊嘉 國立中正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建國國中

312 徐子翔 國立中正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9 吳冠渝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白河國中

312 黃名陽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6 張宸銘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忠和國中

306 謝豈侖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玉山國中

312 吳帛霖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北港國中

312 陳泓均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15 劉騏瑋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2 張昱煬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0 張凱傑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忠和國中

310 賴仕庭 國立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個人申請 私立嘉華高中國中部

314 邵品翔 國立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4 林彥勳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6 劉李建明 國立中興大學 物理學系一般物理組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6 鄭雋羲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林學組 個人申請 市立玉山國中

306 陳映圻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6 何羽祥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07 張羽璿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2 郭明翰 國立中興大學 興翼招生C組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6 吳鎧敬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繁星推薦 市立北興國中

314 吳亮緯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市立蘭潭國中

306 陳星諺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私立興華高中國中部

313 李佳駿 國立東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4 趙育暵 國立東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04 吳季倫 國立金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1 林和正 國立屏東大學 社會發展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7 李怡霈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0 王羿翔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大林國中

314 陳昱銘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環境工程組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7 林哲璋 國立高雄大學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昇平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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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姓名 甄選錄取大學 甄選錄取科系 甄選管道 畢業國中

308 張紫凡 國立高雄大學 生命科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大林國中

308 李昇叡 國立高雄大學 法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9 翁紹程 國立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義竹國中

306 呂育葦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水上國中

306 張祐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1 李帛容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2 官弦承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 四技申請 縣立太保國中

308 陳瑞義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輪機工程系 四技申請 縣立水上國中

312 劉晋睿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財務管理系 四技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1 王延易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創新設計工程系 四技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7 石裕生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四技申請 市立玉山國中

314 林冠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四技申請 市立玉山國中

311 陳品至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 四技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6 王朝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5 游明騰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財富與稅務管理系財富管理組四技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09 張宇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菁英班 四技申請 縣立北港國中

309 楊秉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菁英班 四技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4 吳沛恆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四技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11 林和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四技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2 黃郁誠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四技申請 縣立太保國中

313 鄭鈞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四技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0 陳翊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四技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4 林彥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四技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0 洪來億 國立嘉義大學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北港國中

313 蘇裕峯 國立嘉義大學 水生生物科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水上國中

301 陶俊諺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個人申請 市立北園國中

314 何鎌竹 國立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4 曾柏翔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玉山國中

306 李韋宏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太保國中

314 呂佳緯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太保國中

319 杜玗玹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嘉義國中

319 黃豊桔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嘉義國中

307 黃弼顏 國立嘉義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08 許育翰 國立嘉義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南興國中

307 陳冠任 國立嘉義大學 動物科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大林國中

302 杜紹廷 國立嘉義大學 景觀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昇平國中

306 何沛哲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1 許永貞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1 葉哲睿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1 蔡佳弘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13 林承鴻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3 洪瑋哲 國立嘉義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9 許仁禎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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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姓名 甄選錄取大學 甄選錄取科系 甄選管道 畢業國中

309 鄭云維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忠和國中

305 李定憲 國立嘉義大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3 謝侑霖 國立嘉義大學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04 黃翊銘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22 陳威融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314 林正和 國立嘉義大學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9 陳昱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私立嘉華高中國中部

309 楊秉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20 劉　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大甲國中

310 林嘉祐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中埔國中

312 郭柏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4 賴郁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2 黃柏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1 林真理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私立興華高中國中部

306 黃俊霖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私立同濟高中國中部

307 蔡永杰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諮商心理組個人申請 縣立嘉新國中

314 蘇椿博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諮商心理組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06 陳政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13 何俊毅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餐旅管理組個人申請 縣立中埔國中

312 李育成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9 簡百成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非運動專長組 個人申請 私立協同高中國中部

315 謝豐檍 國立臺北大學 財政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7 劉冠郁 國立臺北大學 財政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1 盧郁翔 國立臺北大學 中國文學系 繁星推薦 縣立昇平國中

315 鄧景丰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繁星推薦 市立嘉義國中

308 許育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四技申請 市立南興國中

320 簡秀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組 個人申請 縣立忠和國中

320 谷芳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系乙組 獨招 縣立明倫國中

320 陳筠潔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系乙組 獨招 縣立南投國中

320 謝佩儒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系乙組 獨招 縣立南投國中

320 王怡雯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系甲組 獨招 私立東南國中

320 江品融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系甲組 獨招 市立蘭潭國中

320 蘇上智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系甲組 獨招 私立東南國中

319 蘇郁捷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獨招 私立衛道高中

319 趙祈恩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獨招 市立玉山國中

320 王怡雯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新媒體 獨招 私立東南國中

320 楊宇晴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劇場設計系 獨招 縣立明倫國中

320 龔芳瑩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繁星推薦 私立東南國中

304 羅麒暐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 四技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09 陳品溢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 四技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01 蔣劼珉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4 黃嘉德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2 張毓倫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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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姓名 甄選錄取大學 甄選錄取科系 甄選管道 畢業國中

309 林科夆 國立臺南大學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大林國中

306 林晏任 國立臺南大學 材料科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06 莊峻宇 國立臺南大學 材料科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19 陳沛妤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私立東南國中

319 陳映彤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沙鹿國中

302 林鴻明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園國中

310 段以恩 國立臺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05 李紹偉 國立臺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0 葉昱辰 國立臺南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4 嚴介辰 國立臺南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3 吳柏瑲 國立臺南大學 應用數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9 陳俊翔 國立臺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市立北興國中

320 文凱蒂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20 王柏盛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個人申請 市立至善國中

320 蘇綉惇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個人申請 私立東南國中

315 謝豐檍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四技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0 何旻致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四技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3 游政儒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四技申請 私立輔仁高中國中部

308 蔡卓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四技申請 私立協同高中國中部

306 張喬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08 何權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6 蕭棫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9 邱柏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6 蕭富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園國中

308 賴建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5 姜冠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6 侯昊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8 王政凱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個人申請 縣立鹿草國中

313 劉宏祐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個人申請 縣立大林國中

314 陳立祜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個人申請 市立玉山國中

304 莊　林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2 郭勝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大林國中

313 吉家駒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梅山國中

314 趙俊凱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07 柯家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4 吳維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繁星推薦 縣立民雄國中

319 巫以諾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雲林國中

319 林愉唐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嘉義國中

319 盧依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嘉義國中

305 林藝峰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一般組)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3 黃御誌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鹿草國中

311 陳建安 國立聯合大學 建築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過溝國中

304 陳冠志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特考 市立玉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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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黃子豪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義竹國中

305 邱章哲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9 林峻賢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昇平國中

310 蔡秉恩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9 葉禮嘉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7 廖翊崴 國防大學 機械與航太工程學系 獨招 市立民生國中

306 黃芃毅 慈濟大學 護理學系(公費生)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9 侯大化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向上國中

319 潘宇藏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大同國中

316 朱仕宸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03 郭峻成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特考 市立民生國中

312 陳立洋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四技申請 縣立鹿草國中

316 吳丞哲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建國國中

317 杜伯庸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六嘉國中

306 曾世泓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應用化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8 簡以翔 文藻外語大學 日本語文系 四技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14 林子揚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4 林子揚 長庚大學 生物醫藥系 獨招 縣立新港國中

306 吳銘褘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嘉義校區） 四技申請 市立玉山國中

311 林尚德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嘉義校區） 四技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1 陳彥宇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嘉義校區） 四技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09 陳竑邑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鹿草國中

307 黃郁翔 高雄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2 許凱偉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繁星推薦 縣立民雄國中

308 陳俊安 高雄醫學大學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應用化學組 特考 市立北興國中

313 蘇玄博 慈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8 于文豪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系 四技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4 吳政哲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系 四技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11 鍾克定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四技申請 縣立忠和國中

303 蘇品樺 大葉大學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位學程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6 鄭百亨 大葉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貿易經營組)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1 林韋宏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2 林昆霖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6 賴宥丞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工程組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4 陳忠聖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19 李怡貝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工商管理組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4 黃子翔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服務業管理組 個人申請 縣立昇平國中

313 賴義鴻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1 陳柏仁 中原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7 呂緯祥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09 陳晏生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1 陳柏豪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0 賴信宏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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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蘇玟丞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3 蔡宜學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9 林義儒 中原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個人申請 縣立永慶高中

305 林奕廷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5 王俊揚 中原大學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7 楊詠傑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園國中

305 陳孟賢 中國文化大學 動物科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2 張永朋 中國文化大學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2 林秉澤 中國文化大學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4 鄭浩旻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竹崎高中國中部

314 張家銓 中國文化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7 曾昱嘉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5 陳威璁 中華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7 黃啟維 中華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3 陳昱仰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6 黃維祥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四技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10 廖宸逸 元智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12 郭瑞脩 元智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電機通訊組)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1 游弘裕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玉山國中

309 張修晢 元智大學 電機通訊學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3 鄭宇志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企業管理)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9 王靖彤 文化大學 中國音樂系 獨招 私立東南國中

319 張喬雯 文化大學 中國音樂系 獨招 市立神岡國中

319 潘宇藏 文化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 獨招 縣立大同國中

313 吳政祐 世新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1 張和霖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4 吳政修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4 劉子瑞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13 吳峻宇 世新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3 蔡智堯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個人申請 市立北園國中

312 李亞宸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遊戲設計組 繁星推薦 縣立新港國中

313 林泊欣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02 蘇星宇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1 陳偉典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08 陳柏任 東吳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06 劉兆晉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1 鍾克定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忠和國中

310 蔡秉辰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01 胡舜凱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4 葉信宏 東海大學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1 張恩齊 東海大學 法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01 賴冠睿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3 劉聖恩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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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駱肇樑 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04 蘇詮恩 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20 林紫婕 東海大學 美術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20 蔡慈慧 東海大學 美術學系 個人申請 私立東南國中

319 李羽茜 東海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清水國中

319 薛婷云 東海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嘉義國中

319 陳瓊玟 東海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嘉義國中

319 劉孟瑋 東海大學 音樂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雲林國中

304 陳　頤 東海大學 哲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07 陳凱柏 東海大學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01 廖子為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大數據與決策管理組)個人申請 私立協同高中國中部

311 王延易 東海大學 景觀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3 施柏丞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9 陳詠倫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02 王新凱 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2 蘇涌捷 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13 連毅勳 東海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奈米電子與能源技術組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5 梁嘉豪 東海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奈米電子與能源技術組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2 方偉倫 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0 林俊耀 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0 許恆纁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4 江語哲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6 王聖閔 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0 定宏諺 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09 黃耀德 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系統與晶片設計組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6 陳仲園 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通訊組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9 楊律楷 長榮大學 不動產財務金融學士學位學程不動產金融與管理組個人申請 私立東南國中

320 黃昱宸 長榮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火場鑑識組個人申請 私立東南國中

302 謝景輝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職業安全組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2 郭奕廷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社會工作組 個人申請 市立南興國中

304 李柏樺 南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個人申請 市立南興國中

323 李適均 南臺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申請

305 張匯杰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05 方祥宇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申請 市立嘉義國中

311 張維齊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申請 縣立忠和國中

322 翁唯哲 真理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個人申請

323 陳秀盈 真理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臺北校區) 個人申請

304 簡逸夫 崑山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四技申請 縣立大林國中

319 洪華恩 崑山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四技申請 市立南新國中

311 沈上傑 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水資源工程組個人申請 私立協同高中國中部

301 陳立洋 淡江大學 保險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6 徐國翔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2 黃文滔 淡江大學 商管學院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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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陳哲維 淡江大學 會計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17 吳至倫 淡江大學 會計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3 蔡明哲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大業國中

309 周孟寬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0 羅偉齊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光機電整合組個人申請 縣立中埔國中

312 伍致霖 淡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市立蘭潭國中

313 張閔凱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水上國中

302 黃士展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忠和國中

310 林遠哲 逢甲大學 光電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14 徐培倫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6 王朝立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1 顏　駿 逢甲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5 何東昇 逢甲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1 吳昭毅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4 林庭佑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9 丁崇綸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4 楊明諺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4 翟雲奕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2 曾俊維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5 游明騰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3 賴柏廷 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私立協同高中國中部

306 郭應儒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0 林宥呈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08 鄭開予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不分系榮譽班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10 蔡昇祐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不分系榮譽班 個人申請 市立玉山國中

311 柯品陞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不分系榮譽班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2 林光友 逢甲大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個人申請 私立協同高中國中部

301 李承祐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水上國中

308 李威德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9 葉耿豪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0 鄭育智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4 張伊翔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8 林宗翰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園國中

310 陳翊朋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4 游凱偉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繁星推薦 市立北興國中

301 吳明昌 義守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大林國中

302 陳渤翰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06 林志遠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3 辜宣淇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私立嘉華高中國中部

308 陳瑞義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水上國中

309 蔡宥成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1 施宇謙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管理組 個人申請 縣立永慶高中

312 董書菡 義守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國際經營組(國際學院)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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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上榜同學！！

班級 姓名 甄選錄取大學 甄選錄取科系 甄選管道 畢業國中

311 吳瑞勝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10 郭佳承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蘭潭國中

304 何俊演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11 林尚德 義守大學 護理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22 蕭承哲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應用空間資訊系 四技申請

304 陳冠志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四技申請 市立玉山國中

306 陳宣佑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高雄校區)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07 林鈺穎 實踐大學 餐飲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2 李政融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高雄校區)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19 徐梓端 輔仁大學 音樂學系器樂組 個人申請 市立嘉義國中

319 曾議嫻 輔仁大學 音樂學系器樂組 個人申請 縣立雲林國中

319 黃敬芸 輔仁大學 音樂學系器樂組 個人申請 市立嘉義國中

301 徐旻鉦 輔仁大學 哲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13 陳柏誠 輔仁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2 林志信 輔仁大學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2 龍弈帆 輔仁大學 會計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2 郭承昱 輔仁大學 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5 盧垣璋 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民雄國中

302 柯威廷 輔仁大學 歷史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3 許智皓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個人申請 市立南興國中

301 許建發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01 賴昱嘉 銘傳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個人申請 縣立永慶高中

306 蔡伯謙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計算機應用組 個人申請 縣立東石國中

304 林佐旻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臺北校區個人申請 市立民生國中

308 湯立睿 銘傳大學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桃園校區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14 張仁瀚 銘傳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個人申請 縣立新港國中

323 陳秀盈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四技申請

303 陳浚琰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私立協同高中國中部

304 陳柏豪 靜宜大學 會計學系 個人申請 市立北興國中

309 林秉徽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縣立北港國中

323 何祥靖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四技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