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賀同學表現亮眼，本榜單僅供參考，正式錄取校系仍以各大學榜單為準。(依姓氏筆畫排序)。 

107年升大學總榜單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丁子靖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設計與分析組 

丁子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學士班 

丁昭瑋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丁啟詔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丁晧恩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丁博升 長庚大學 醫學系 

孔彥傑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孔德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尤聖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尤廣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尤適御 國立中興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方紹宇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自費) 

王子境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王少群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系 

王宇辰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王旭彬 國立成功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王有緯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 

王至宇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王來政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王泓詠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 

王俊翔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王則翔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王勇傑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王威傑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王威翔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王威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王宣泯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王政傑 長庚大學 醫學系(自費) 

王昱凱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王柏皓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王重鈞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王韋凱 國立中興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王韋翰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自費) 

王家陽 國立交通大學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王浩丞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王梓旭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王翊為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王翊權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王崴漢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王景駿 東海大學 法律學系 

王琮翰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王睿安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王睿安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輔導會公費生) 

王曉萱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王懷葳 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王鐘霆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王譽翔 長庚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古允成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古允良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史昀玉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數學組 

史淳瑜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白羽丞 淡江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白昇永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學系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白修齊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丁子靖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設計與分析組 

丁子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學士班 

丁昭瑋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丁啟詔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丁晧恩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丁博升 長庚大學 醫學系 

孔彥傑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孔德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尤聖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尤廣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尤適御 國立中興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方紹宇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自費) 

王子境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王少群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系 

王宇辰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王旭彬 國立成功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王有緯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 

王至宇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王來政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王泓詠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 

王俊翔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王則翔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王勇傑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王威傑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王威翔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王威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王宣泯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王政傑 長庚大學 醫學系(自費) 

王昱凱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王柏皓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王重鈞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王韋凱 國立中興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王韋翰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自費) 

王家陽 國立交通大學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王浩丞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王梓旭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王翊為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王翊權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王崴漢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王景駿 東海大學 法律學系 

王琮翰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王睿安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王睿安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輔導會公費生) 

王曉萱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王懷葳 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王鐘霆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王譽翔 長庚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古允成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古允良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史昀玉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數學組 

史淳瑜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白羽丞 淡江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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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白昇永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學系 

白修齊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白庭瑀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白善允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白豪澤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白鎔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石博仁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不分系榮譽班乙組 

仲光一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向景亘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戎宥杰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朱泳霖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朱凱翊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朱嘉棟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學系 

朱燿彬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江仲偉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江岳勳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網路與多媒體工程組 

江承旭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江易霖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江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江亮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江品翰 國立交通大學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江懿璿 長庚大學 中醫學系 

何百川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組 

何孟遠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學系 

何秉瑋 國立高雄大學 政治法律學系 

何政垣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何書昊 國立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何浩辰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何敏哲 國立東華大學 歷史學系 

何章煒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何新皓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何權祐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資訊學士班 

余自恆 國立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余康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吳仲喆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吳安傑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吳艾倫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吳奇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吳尚恩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吳承恩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吳承諺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吳昀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吳昀叡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吳昆泰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吳明儒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大氣組 

吳易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自費) 

吳東穎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吳秉澔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吳秉儒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自費) 

吳雨辰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吳奕輖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自費) 

吳彥錚 國立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吳恆波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吳映澤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吳哲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吳庭瑋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吳庭瑋 中原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吳庭瑋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大氣組 

吳庭維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吳浩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公費)-臺北市 

吳祥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吳富騏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吳澐聖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自費) 

吳霈辰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吳燿全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呂丞祐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呂育德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呂宗翰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呂宜學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呂冠霆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呂彥霆 國立臺灣大學 哲學系 

呂彥儒 國立清華大學 醫學科學系 

呂修齊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呂哲唫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呂晉緯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呂浩瑋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呂偉誠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宋承恩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李一凡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網路與多媒體工程組 

李永順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李仲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西畫組 

李任飛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李宇洲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李宇翰 國立成功大學 藥學系 

李竹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管理學士班 

李沅翰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李育昇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李育葳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李依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李其祐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李孟達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李孟勳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李宗翰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李尚宸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李庚倫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李承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李承瑾 輔仁大學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 

李昇謙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李東霖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李泊璁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李冠佑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李奎寬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李奕濃 靜宜大學 法律學系 

李彥霆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李昭緯 國立臺灣大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 

李柏昕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林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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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李柏憲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 

李紀賢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李虹慶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李郁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國畫組 

李韋皓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李峻億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李浩丞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李唯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B組 

(光機電資訊領域) 

李國瑜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組 

李國誠 國立清華大學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乙組 

李崧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李欽彥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自費) 

李維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李維釗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杜昀儒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杜祐陞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沈上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沈書宇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自費) 

沈睿霆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卓宗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卓朕煒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A 組 

卓義敦 國立臺灣大學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卓鴻霖 國立嘉義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周士翔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周天靖 國立臺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周昀勳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周秉毅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周俊毅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周品淵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周柏君 空軍軍官學校 社會組(飛行生) 

周柏儀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周祈汎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周郁富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周浩鈞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周軒宇 輔仁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周軒宇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自費) 

周廉晉 國立中正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周毓修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周煜勛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周群倢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周薪右 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易子安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組 

易廷辰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林  錚 香港大學 數理 

林  錚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林士丞 國立嘉義大學 獸醫學系 

林子元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林子詮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林子嘉 輔仁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林文浩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物理系光電暨材料組 

林世昌 國立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永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資學士班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林玉霖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林仲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林君曄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組 

林呈彥 國防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系(軍費生) 

林廷恩 國立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林沛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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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育誠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林酉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國畫組 

林亞澤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公費生) 

林亞駿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林宗達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林宗毅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林易佐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流行音樂學士學位學程 

林杰翰 國立臺南大學 材料科學系 

林秉甫 開南大學 形象造型學程 

林雨辰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林亮余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林俊廷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設計與分析組 

林俊喆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林俊諺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林冠佑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林冠宏 亞洲大學 視光學系 

林冠騰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林則安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林則穎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林品騰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林奕辰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林奕勝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林威全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林威孝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林宣佑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林宥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設計組 

林彥丞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林政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林映宇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林昱任 國立臺灣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林柏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林祈彣 澳洲昆士蘭大學   

林郁凱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林哲宇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林家暘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林家瑋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系 

林家毅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林浚宏 中山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林浩揚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林高進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應用化學系 

林淵智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林景清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林朝揚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林詠弘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B組 

林鈞葆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林雲暘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空間資訊組 

林廉展 中山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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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林意新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林楷庭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林楷恩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林毓紘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林煜軒 國立臺灣大學 戲劇學系(男) 

林瑋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林瑞奕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林稜凱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林稟程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A 組 

林聖期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林裕珽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林農祥 國立陽明大學 護理學系 

林靖恆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學系 

林嘉祐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林潮篁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甲組一般組) 

林澤達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林諺瓏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邱信瑋 國立臺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邱彥廷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邱彥誠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邱律維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第 2組 

邱昱程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邱郁翔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邱暐幄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邱楚云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邱肇中 國立臺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邱鴻昇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邱耀威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邵蕎荄 國防醫學院 牙醫系(軍費生) 

侯宏奇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侯信甫 東海大學 法律學系 

凃少麒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凃昕彤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施廷灝 國立交通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施彥涵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施柏彥 國立臺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施庭鎮 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 

施純陽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施純陽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管理學士班 

施晴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系電子物理組 

柯仲遠 國立清華大學 旭日招生乙組(理工、生科、原科) 

柯伯昇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柯秉志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柯庭翔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柯晏淩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自費) 

柯景智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柯琮源 國立交通大學 旋坤揚帆招生甲組(電機資訊) 

柯鴻綦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洪子朋 國立高雄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 

洪子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洪忠揚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洪承毅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洪柏誠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洪禹程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洪郁旂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洪晟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洪偉峻 國立臺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洪啟洋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洪晨瑋 國立清華大學 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洪梓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洪聖博 中山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洪鈺凱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洪嘉駿 國立臺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洪榮棕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洪維辰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甲組 

洪維浩 國立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 

紀文傑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紀佐澄 國立高雄大學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紀佐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紀廷翰 國立嘉義大學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紀冠仲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紀柏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紀棨翔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紀詠皓 東海大學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胡清宇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胡凱喆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范綱宸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B 組 

唐辰蓀 國立嘉義大學 植物醫學系 

唐偉哲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唐康耘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孫昭霖 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學系 

徐立安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 

徐李冠廷 高雄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徐敏榮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聽力組 

徐廉勝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殷銓謄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 

翁瑞澤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袁恩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馬維昭 國立清華大學 清華學院學士班丙組(不分系招生-創新設計) 

高弘哲 亞洲大學 護理學系臨床照護組 

高宇謙 馬偕醫學院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聽力組 

高况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高偉翔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高涵毅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高富聖 國立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高傳傑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高碩彥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高震鴻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統計科學組(社會組) 

康庭維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張云榮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以承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張兆安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張光承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光機電工程組 

張至慶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張佑齊 國立中正大學 物理學系 

張言駿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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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張侑勛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甲組 

張承瀚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公費生) 

張欣蕾 實踐大學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高雄校區) 

張俊杰 國立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張奕陽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張恒致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軍費生) 

張恒嘉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甲組 

張洋瑞 高雄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張郁暉 警察大學   

張倍銘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 

張哲源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張哲瑋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張家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張家豪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張家豪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張恩睿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張恩齊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聽力組 

張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張晉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晏清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張晏銘 國立臺北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張書豪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張浩銘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張祐綸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張惟荏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張凱傑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張凱翔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張凱鈞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張勝彥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張博凱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張博鈞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張皓瑜 國立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 

張皓瑜 國防理工學院 化學及材料工程系(軍費生) 

張程皓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張翔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張鈞茗 中國文化大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張雅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張毓展 中山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張毓融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張靖晟 東海大學 法律學系 

張碩麟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張維𡧛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電子物理組 

張慕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張曆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國畫組 

張曉昀 國立屏東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造形藝術組 

張簡元甫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張謦文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 

曹家熏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梁子軒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梁世詮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梁俊凱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章承皓 香港城市大學   

莊友乾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聽力組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莊永清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光機電工程組 

莊立勝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 

莊松霖 中山醫學大學 視光學系 

莊凱中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莊凱丞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莊博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莊詠森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莊賀鈞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莊鈞元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莊匯吾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原國

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工程系 

莊曜亘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莊曜瑋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莊鎮澤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莊驊軒 美國密涅瓦大學   

許仕儒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許正宜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許成翔 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 

許育維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許恒儒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許洸誠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系 

許哲維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許哲維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許宸睿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許晉綱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乙組 

許浚霆 國立高雄大學 法律學系 

許祐晟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許祐嘉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公費) 

許智佳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許智堯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許智皓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許嘉城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許穎傑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許翰齊 國立成功大學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許瀚升 東吳大學 微生物學系應用微生物組 

連明哲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郭力嘉 賓州大學   

郭子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郭文祐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學系 

郭沛茹 國立嘉義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郭佳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郭沿佐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郭芳綸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郭勁強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郭庭綱 慈濟大學 醫學系 

郭效綸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郭鈺沺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郭濬睿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郭濬睿 高雄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郭瀚翔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甲組 

陳允執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陳友晞 國立高雄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陳世浩 國立清華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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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仕廷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陳仕昕 國立清華大學 工學院學士班 

陳宇倫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陳佑泰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况愷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陳劭安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 

陳宏宇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陳廷宜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陳志茂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陳志臻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陳沛聞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陳佳陽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陳典咤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陳孟澤 Emory University 不分系 

陳季廷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陳宗賢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陳宜銘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陳明閎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陳泊均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泓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肯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組 

陳亭云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陳亮州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俊廷 國立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陳俐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國畫組 

陳信智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冠升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陳冠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組 

陳冠文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陳冠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陳冠宗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冠維 國立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陳冠維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陳冠儒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陳冠儒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陳冠穎 東海大學 應用數學系(B組) 

陳品全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林學組 

陳品昇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陳品洋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陳品豪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奕叡 中原大學 建築學系 

陳威志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陳威璉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陳彥臣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陳彥廷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陳彥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陳彥誠 國防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系(中科院代訓生) 

陳彥維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陳思翰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陳政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陳政佑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 

陳昱昇 國立東華大學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陳昱翔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陳昶瀚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陳柏任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陳柏旭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柏諺 長庚大學 護理學系 

陳羿熹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陳苡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陳韋丞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韋諺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哲安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家富 比利時魯汶大學 商業行政系 

陳峻磊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庭裕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陳軒唯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陳偉弘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陳崇祐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凱勛 國立高雄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陳博翔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甲組 

陳揚哲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陳詠臨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 

陳傳欣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陳愷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煒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瑞豐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陳稟元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陳聖閔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陳鈺太 輔仁大學 中國文學系 

陳嘉佑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網路與多媒體工程組 

陳漢祥 國立高雄大學 法律學系 

陳漢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陳睿翔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系 

陳毅安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陳毅鴻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陳震昌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璟佳 東吳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陳錕詮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孺彰 國立成功大學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陳駿翔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 

陳贈元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陳鵬年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陳耀明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陳騰睿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陳鶴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陶政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菁英班 

麥日韋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傅仕璁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傅仕璁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軍費生) 

傅凱雍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傅群耀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 

傅靖皓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彭立璿 國立臺南大學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彭冠儒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彭昱維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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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揚 國立清華大學 醫學科學系 

曾向榕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曾怡甄 中山醫學大學 視光學系 

曾玟閎 輔仁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曾亮軒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曾亮傑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曾奕崴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曾思誠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自費) 

曾昱樵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 

曾柏堯 輔仁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曾哲軒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曾崑源 國立臺南大學 材料科學系 

曾得嘉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曾富隆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曾群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國畫組 

曾誠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温閔衍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游云震 國立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 

游日辰 東海大學 建築學系 

游淙瑋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軍費生) 

游博任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游博凱 國立臺灣大學 哲學系 

游漢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湯崇岳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程冠衡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程冠諭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程學謙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 

童冠傑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童冠豪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系 

童鐏廣 國立交通大學 旋坤揚帆招生乙組(工程) 

鈕愷夏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黃子益 國立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黃友則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黃世明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學系 

黃屴穎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黃合彰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自費) 

黃宇志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黃行雲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黃伯恩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黃明瀧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黃泓鈞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黃亭諺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黃俊奕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 

黃俊維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學系 

黃信誠 長庚大學 醫學系 

黃冠瑋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冠維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黃冠融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黃勇誌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黃宥澄 逢甲大學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黃建智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學系 

黃彥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黃彥誠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黃律銘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黃昱翔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黃柏維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黃柏諭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資訊管理組 

黃禹翔 香港中文大學 社科院 

黃致程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郁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戲劇系 

黃書堯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黃浩睿 香港中文大學 會計系 

黃浩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學士班 

黃紹源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黃凱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管理學士班 

黃博偉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黃景鴻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黃暘程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黃歆堯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黃煒竣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黃鈺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黃鈺傑 國立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系 

黃嘉賢 國防管理學院 法律學系(軍費生) 

黃爾群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黃睿展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黃維坪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黃懷林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黃瀚德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乙組 

楊心宇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楊宇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楊育陞 國立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楊宗翰 長庚大學 醫學系(自費) 

楊承烜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楊承儒 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楊承儒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楊承叡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A組 

楊承叡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A組 

楊承翰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楊承𡌅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楊昀澔 國立成功大學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楊秉洋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社會組 

楊奕邦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楊奕儒 國立嘉義大學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楊哲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 

楊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文學創作組 

楊得群 國立高雄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楊紹裘 長庚大學 醫學系 

楊富喬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楊皓宇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楊詔亦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楊澤綱 國立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楊濬緒 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楊豐遠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楊鎛瑋 長庚大學 護理學系 

葉羽剛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葉芃居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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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葉昌儒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葉明翰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葉奕辰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葉書瑋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葉偉竹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葉瑞豪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木材科學組 

葉豐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詹之丞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詹晏丞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詹騰清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賈禪立 國立東華大學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廖九令 國立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廖久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原國

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廖弘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廖先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 

廖全泰 國立中山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廖行寬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劇場設計學系 

廖育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廖明楷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統計科學組 

廖俊彥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廖冠至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B組 

廖冠承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廖政華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廖政毓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廖昱承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廖玹閔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廖科恩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廖致賢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廖韋丞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廖原圻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廖振嘉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廖晉毅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廖祐笙 臺北市立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廖耿輝 國立嘉義大學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廖唯辰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廖堅貴 國立臺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廖祥廷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廖紹宏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廖翊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廖華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廖錦祥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熊祖 建國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趙志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趙羿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趙晟凱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系 

趙純沛 國立臺灣大學 哲學系 

趙旌宇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劉丁文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劉正傑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劉宇凡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學系 

劉至軒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劉育儒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劉昀松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劉昀叡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學系 

劉欣睿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劉俊杰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劉冠成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劉冠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劉品良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劉奕承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劉柏宏 高雄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劉洧綸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劉洸宇 國立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劉韋呈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劉修丞 國立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劉修志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劉修志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劉家銘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劉宸睿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林學組 

劉峻煜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劉恩佑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劉書愷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劉祐丞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劉紘與 國立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劉章偉 中原大學 建築學系 

劉震野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劉瀚濎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劉耀翔 國立中正大學 歷史學系 

歐維紳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 

潘士涵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潘仁傑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潘甫翰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潘祥昕 國立成功大學 藥學系 

蔡子翔 輔仁大學 化學系 

蔡丞威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蔡名翔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蔡宇冠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蔡沛軒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蔡育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蔡侑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蔡奇恩 東吳大學 哲學系 

蔡孟維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蔡孟儒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蔡宜勳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蔡岳呈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蔡忠浩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蔡承佑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蔡承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蔡承航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蔡承隆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蔡承遠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蔡承翰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B組 

蔡昀儒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不分系榮譽班 

蔡東諺 臺北市立大學 數學系 

蔡耿欣 東海大學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智慧經營與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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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蔡皓程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蔡翔恩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蔡煜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化學系 

蔡瑜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蔡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國畫組 

蔡韻琦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蔡譯霆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蔣永誠 香港大學   

蔣佳蓁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蔣承庭 澳洲昆士蘭大學   

鄧兆傑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鄧凱鴻 中華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商務組 

鄧媃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國畫組 

鄧智豪 國立臺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鄧濬澤 日本早稻田大學 政治經濟學部 

鄭比綸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鄭仲為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鄭兆恒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鄭匡廷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鄭安廷 國立中正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鄭旭廷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鄭聿程 國立陽明大學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鄭明奇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鄭青宇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鄭冠滋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鄭彥澤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鄭紀為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鄭韋智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鄭晉懿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鄭唯均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鄭傑文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鄭景澤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鄭晴陽 東海大學 建築學系 

鄭皓云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電子物理組 

鄭竣鴻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鄭瑞彰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鄭豪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黎育銓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黎亮頡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盧宗佑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盧則翰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蕭力維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蕭天鴻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蕭沛翎 國立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蕭承軒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蕭昱承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蕭堯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蕭楚澔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蕭煥禹 國立臺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蕭聖諺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賴子元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賴中原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賴君翰 國立臺灣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賴廷瑄 逢甲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A 組 

賴依婷 亞洲大學 商品設計系 

賴季謙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賴金寶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賴俊嘉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賴俊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學校輔導與諮商組 

賴信宏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賴冠宇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賴冠維 國立嘉義大學 植物醫學系 

賴冠豪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賴品翰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賴威竣 國立臺北大學 財政學系 

賴威翔 國立屏東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賴宥承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賴彥霖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 

賴柏叡 國立交通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賴致成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賴逸儒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賴聖文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遲雅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西畫組 

駱劭展 國立臺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駱俊嘉 國立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戴晟恩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戴紹捷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矯其臻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繆沛汯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薛元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薛承明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薛竣元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謝仲嘉 逢甲大學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謝佑澤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謝沛諳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謝育修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謝孟勳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謝宗佑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軍費生) 

謝宗叡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謝旻峰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謝昀辰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謝昆庭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大氣組 

謝明峰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謝明翰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謝杰倫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謝東霖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謝秉澔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謝崇志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謝博任 中國文化大學 音樂學系 B組 

謝楚樑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謝德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鍾丞越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鍾名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鍾家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鍾振文 警察大學   

鍾博丞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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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鍾富濬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簡平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學系 

簡浩晅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簡紹恆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簡嘉俊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簡肇亨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 

藍御齊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顏廷宇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魏千竣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學士班 

魏玄宇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魏劭𡟜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魏呈宇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魏亞立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魏湧致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魏愷宏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魏愷宏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 

魏楷倫 國立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羅宇辰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羅晧哲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羅梓豪 日本早稻田大學 國際教養學部 

羅笙瑀 國立臺南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譚定群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嚴定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嚴裕清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語言治療組 

蘇名偉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蘇孟霖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公費生) 

蘇孟霖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軍費生) 

蘇厚嘉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蘇品誠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蘇宥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蘇柏昇 日本早稻田大學 國際教養學部 

蘇柏郡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蘇楷勛 國立清華大學 英語教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