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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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升大學總榜單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丁羿涵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尤時雨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尤敬凱 國立高雄大學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毛靖懿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王 逸 國立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王 瓖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王又陞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商業大數據組 

王上恩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王子豪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王友廷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王文彥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學系 

王志軒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第 1組 

王志愷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王俊傑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王冠傑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自費) 

王宥翔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王政文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設計與分析組 

王昱仁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王柏程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王柏鈞 國立中興大學 農藝學系 

王洋瑾 中國醫藥大學 護理學系 

王禹翔 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 

王竑竣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王重又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王晟祐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歷史學系 

王泰皓 國立清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王凱揚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甲組 

王順鴻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王煥欽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王裕順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 

王鉦傑 逢甲大學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王靖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王鼎皓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王銘儁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王騏皓 東海大學 應用數學系 

王懷謙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王繹喆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王顥程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王灝融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古士杰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乙組) 

古穎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田明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白哲瑋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白紹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白鈞丞 國立清華大學 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白楷駿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伍家睿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伍鈞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伍灝軒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全昕 長榮大學 護理學系 

朱承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朱奕威 義守大學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朱彥儒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朱政青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机禹豪 國立成功大學 成星招生丁組(工) 

江子沛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江孟達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江宗致 國立清華大學 清華學院學士班甲組(不分系招生-音樂) 

江昊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化學系 

江明倫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 

江冠霆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江冠霆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系 

江展榮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江浩瑋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江翊誠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江銓耀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何甘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何佳臻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系 

何佾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何承恩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何昀陽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何東穎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何東翰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何冠德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何彥鋕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何衍其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何御廷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何貫綸 國立交通大學 旋坤揚帆招生丁組(管理) 

何澄頡 國立聯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何駿逸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余承恩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自費) 

余承蔚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余信德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吳又成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吳公佐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自費) 

吳公佑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吳正元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吳丞韜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吳吉恩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計算與資料科學組 

吳宇哲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吳宇翔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吳宇澤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吳有勝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吳佳儒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學系 

吳協翰 國立交通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吳宗翰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吳宜峻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吳承侑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吳承諺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吳旻鴻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 

吳昇鴻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吳昊遠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吳武峰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APCS組) 

吳泊諺 國立臺灣大學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吳秉叡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吳秉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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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吳俊彥 輔仁大學 醫學系 

吳冠熠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吳建賢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吳政軒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吳昱霆 國立政治大學 韓國語文學系 

吳柏慶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吳柏翰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吳炳良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吳紋魁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甲組 

吳意昭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吳榕憲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吳維晉 國立臺北大學 財政學系 

吳緯倫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吳霈承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吳鎧亦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化學系 

呂仲平 國立清華大學 理學院學士班 

呂信融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呂冠賢 國立中興大學 農藝學系 

呂益銘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自費) 

呂靖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呂翰霖 國立臺灣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呂鑫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宋仲勉 國立嘉義大學 動物科學系 

宋長霖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宋冠璋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宋彥霆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乙組 

宋哲頤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太空組 

巫孟軒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巫縉弘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李 凌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李仁廷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 

李仁偉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李丞翔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李兆烜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李在軒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李宇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李宇量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李旭智 國立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李有朋 香港城市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系 

李至翔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李沅儒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李宗祐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李宗澤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李宗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李定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李承翰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李昀丞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李昀育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李明哲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李明澤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學系 

李冠翰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李冠頤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李奕寬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李奕儒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李彥辰 國立清華大學 英語教學系 

李彥龍 國立中興大學 農藝學系 

李皇澤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李竑緯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化學系 

李庭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李健豪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李帷嘉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李清駿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李祥維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李翊平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李雲深 美國芝加哥藝術大學 產品設計系 

李群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管理學士班 

李靖智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杜昕霖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汪廷鈞 國立聯合大學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汪牧德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學院學士班 

沈弘祥 長庚大學  醫學系  

沈永緒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乙組 

沈名謋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沈有璿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沈家維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阮柏愷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卓相妘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卓棣祥 國立臺灣大學 昆蟲學系 

周正翰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周育賢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周言翰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周冠渝 國立交通大學 旋坤揚帆招生甲組(電機資訊) 

周彥佑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周韋恩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周煜城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周煜翔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官 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資學士班 

林大偉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系財法 

林子耘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林子傑 國立嘉義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子寓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國際金融管理組（臺北校區） 

林子翔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不分系中科院代訓生 

林子維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林文德 國立交通大學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林仕桓 中原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林平鈺 國立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 

林正霖 
新南威爾斯大學 

(UNSW)  
Computer Science 

林正霖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林立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林聿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林至長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林伯奕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林佑杰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林佑樺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林宏叡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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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廷亦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林育生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系 

林佳煒 淡江大學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軟體工程全英語組(蘭陽校園) 

林協志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語言治療組 

林咏翰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林定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林承宇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林承孝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乙組(智慧奈米系統組) 

林承翰 國立陽明大學 藥學系 

林承濬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林昌泓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林明璋 香港科技大學   

林明璟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林俊瀚 國防醫學院 牙醫學系自費生 

林冠頡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林奕霆 國立臺灣大學 哲學系 

林威承 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林建嘉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林建賢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 

林建融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 

林彥霆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遊戲設計組 

林彥儒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林政東 國立臺灣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林昱廷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林柏丞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林柔霈 中國文化大學 美術學系 

林致豪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林致寬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林郁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國畫組 

林哲緯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林宸嘉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林容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學士班 

林展霆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乙組 

林峻淳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系 

林峻楷 逢甲大學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林庭聿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林庭緯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林晉毅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學系 

林晏靖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林泰騰 國立交通大學 旋坤揚帆招生甲組(電機資訊) 

林祐任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林祐宏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林祐琪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學系 

林祐德 中山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林新祐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林楨棠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楷庭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自然組) 

林毓盛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林煜仁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 

林煜凱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林煜霖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林雋哲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林靖淵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林睿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林緒清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林毅憲 國立交通大學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甲組 

林緯豪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林學慶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林憲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化學系 

邱子誠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邱孟韋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邱玠澂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 

邱秉辰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邱品誠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邱傑義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 

邱酩壬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邱鉦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自費) 

邵子維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邵勸明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侯宇任 日本早稻田大學 國際教養學部 

侯宇彥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侯聖新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凃芷柔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凃皓雲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姚東岦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姚彥廷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人工智慧學系 

姚思楷 臺北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姚柏任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A組) 

姚致安 國立嘉義大學 植物醫學系 

施子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施宇飛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施冠廷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施柏安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施胤丞 香港科技大學 科技與管理學系 

施維哲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柯廷勳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柯廷曄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柯沛成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柳  灝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柳凱耀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洪乙心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洪乃丞 長庚大學 醫學系 

洪文博 逢甲大學 美國普渡大學電機資訊雙學士學位學程 

洪兆志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洪兆昇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洪宇翰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洪怡瑋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洪偉誠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洪崇瑋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洪祥祐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乙組 

洪聖鈞 國立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洪鼎鈞 國立陽明大學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洪嘉佑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洪漢哲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洪穎安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洪駿翔 大葉大學 空間設計學系(建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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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升大學總榜單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禹昊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紀承泰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紀孫愷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紀善祐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胡峻維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胡晉碩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系 

胡銘哲 輔仁大學 化學系 

范洧豪 義守大學  醫學系 

倪宇辰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倪楷恩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A組 

倪靖揚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倪麒豐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唐延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菁英班 

孫沂寬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孫浚偉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 

孫敏皓 長庚大學 醫學系 

孫瑋澤 國立交通大學 旋坤揚帆招生丙組(理學生科) 

宮 郢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徐子瀚 國立交通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徐子灝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徐振嘉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徐振維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徐堃維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徐崇晏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徐紹恩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系 

徐翊宸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涂峻銓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涂晉維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物理系物理組 

翁上侒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翁宇呈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翁健棋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翁惟量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軍費生 

翁睿呈 國立成功大學 會計學系 

馬丞楷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 

高旭霆 東海大學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高聿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高承恩 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 

高浚祐 淡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高皓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高遠哲 中山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崔家銜 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康培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張 量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張子揚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張子麟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張允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張文昇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張丘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不分系中科院代訓生 

張以雨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張正昕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立函 國立中正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 

張存誠 國立清華大學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張宇承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張成德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張羽彤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張育浚 國立交通大學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乙組) 

張育瑋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張育誠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張承淼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 

張明濰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張松棠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張芷僮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張冠崙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乙組 

張品傑 國立成功大學 會計學系 

張柏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張洺愷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張家瑞 國立高雄大學 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張庭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張晉翔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張晉瑋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張晉誠 國立中正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張晉嘉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張晉銨 國立陽明大學 護理學系 

張書維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張書豪 國立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張桓睿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張桔源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張祚榮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公費) 

張茗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張軒瑋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張唯瑄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系 

張紹宸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張凱翔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張凱翔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軍費生 

張晰鈞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張智惟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朝量 國立臺北大學 財政學系 

張棨翔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張焜程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張皓翔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張竣凱 國立成功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張翔智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張詠晴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張匯吾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張嵩禾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張愷驛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張暐翔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嘉佑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張嘉恩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張嘉麟 世新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張睿 長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豪君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商業空間組) 

張龍全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張顒顯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張耀鑫 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張馨予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B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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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戚凱源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 

曹云寬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學系 

曹宇程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曹祖豪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梁耕祐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梁皓程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梁廣奎 國立成功大學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粘展睿 東吳大學 心理學系 

莊子姈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莊子霆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 

莊庭睿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莊凱孟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莊翔程 國立東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許云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西畫組 

許元士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許弘奕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許光梧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許志煒 國立嘉義大學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許育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國畫組 

許宜竣 國立清華大學 工學院學士班 

許尚恩 國立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 

許珉揚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許晟煒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許清昊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許盛崴 國立陽明大學 藥學系 

許凱傑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許博逸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許景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 A組 

許懷方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連 奕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郭子瑜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郭天樞 國立中興大學 物理學系一般物理組 

郭亦杰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智慧機械組) 

郭孟昕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郭欣豪 東海大學 法律學系 

郭炘杰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大氣組 

郭亮均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郭彥呈 國立臺灣大學 農藝學系 

郭哲志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郭家平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郭展誌 長庚大學 醫學系 

郭庭瑋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郭博瑢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郭景泰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郭睿鏞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陳 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西畫組 

陳士傳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陳大鈞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陳元培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陳天富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右朋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陳弘翊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陳永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陳伯丞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陳伶瑋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陳佐文 國立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陳佑宇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陳佑庭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陳佑楷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 

陳均瑋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不分系軍費生 

陳廷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陳廷祐 國立交通大學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陳廷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陳材津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陳沅瑋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 

陳沛新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陳育廷 國立臺南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陳享縢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陳佳儀 東海大學 美術學系 

陳宜佑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岱蒙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承鍇 國立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陳泊境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乙組 

陳泓任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系 

陳炘茹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陳亮宇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陳亮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 

陳俊安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俊成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史學系 

陳俊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俞安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電子物理組 

陳冠如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陳冠宇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陳冠宏 國立臺灣大學 獸醫學系 

陳冠緯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太空組 

陳冠儒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陳冠衡 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品元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 

陳品均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陳品宏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自然 A組) 

陳品玲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陳奕璁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陳威同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宥廷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宥林 國立臺灣大學 藥學系 

陳建樺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陳彥之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測量與資訊組 

陳思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陳政良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陳映丞 國立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 

陳映羽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陳昭宇 長庚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陳昭宏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陳昱安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陳昱瑋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陳昱滕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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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升大學總榜單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陳柏丞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陳柏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陳柏瑋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陳柏翰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陳柏翰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陳柏融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陳盈圖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陳禹恩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陳禹嘉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陳羿樺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陳胤均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陳致程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陳衍佑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陳家洛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陳展仰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甲組(低碳綠能組) 

陳晉安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陳浩翊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甲組(低碳綠能組) 

陳祐瑋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陳富中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尊鐸 世新大學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陳詠澤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陳塘潤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陳毓珅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陳毓恩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陳毓龍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陳煦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陳瑋均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陳頎威 國立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陳漢宇 國立交通大學 旋坤揚帆招生甲組(電機資訊) 

陳維謙 國立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陳諭宸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陳燦仁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瀚埕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陳顗安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黄泓量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傅子杰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自費) 

傅鴻佾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學系 

彭弘儒 國立成功大學 藥學系 

彭泓翔 中國文化大學 應用數學系 

曾宇辰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曾東晏 義守大學 廚藝學系中西廚藝組 

曾品翰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曾宥翔 中國醫藥大學 運動醫學系 

曾建豪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曾昱瑋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曾浩丞 香港中文大學 工商管理系(商學院) 

曾啟峰 上海交通大學 機械類 

曾理揚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曾楚翰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 

曾鈺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曾耀寬 國立交通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游世輝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游承緯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游承翰 東吳大學 哲學系 

游亮謙 臺北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游哲宇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湯承恩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甯安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童子懿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公費) 

童則銘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隋孟佑 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雲采軒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馮立榕 中國文化大學 大氣科學系 

黃一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黃于肇 國立嘉義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 

黃士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黃子恆 淡江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黃子睿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自然組) 

黃文諺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黃永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黃立誠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黃如鋒 僑光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宇辰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黃宇恩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黃宇翔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黃克崴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黃廷恩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系 

黃京駿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黃治瑄 國立臺北大學 財政學系 

黃泓愷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黃泓璋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黃泓叡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黃邵陽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黃亮穎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動畫學系 

黃俊霖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黃冠凱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黃冠智 國立臺灣大學 藥學系 

黃勁瑋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黃政為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 

黃政勛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昱凱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昱豪 國立中正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黃柏仁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黃柏傑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黃柏凱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黃柏毓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黃祈惟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黃振遠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黃浚瑋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黃浩誠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敏軒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黃晧洋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黃淳揚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黃翊展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黃凱敦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黃閔聖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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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升大學總榜單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黃暐博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黃煜鈞 國立臺灣大學 農藝學系 

黃聖文 國立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黃道均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黃鈺博 中國文化大學 經濟學系 

黃鉑霆 國立嘉義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黃趙德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黃熹炫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塗昱賢 國立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塗崇佑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楊子諒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楊壬霆 大葉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車輛科技與綠色能源組) 

楊曰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楊沅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楊育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楊辰彬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楊佳峻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楊承昇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楊承軒 國立政治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楊承燊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測量與資訊組 

楊青霖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甲組 

楊修齊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楊梓鑫 國立中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楊淇証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楊淳竣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楊富存 逢甲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楊景翔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公民教育組 

楊智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西畫組  

楊皓為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楊賀証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溫昕雨 國立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溫宥翔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葉宇馳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葉奕承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葉柏佑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葉耘青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葉馥寬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詹晁鈞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詹棋智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詹皓翔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詹竣傑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 

詹鈞凱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詹開心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甲組(低碳綠能組) 

詹謹鴻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廖子逸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廖宜誠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廖松毅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廖泓博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廖泓硯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學系 

廖宥霖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廖若宸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廖英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廖哲昀 國立交通大學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廖桓毅 中國文化大學 紡織工程學系 

廖祐霆 德國法蘭克福大學 金融管理學院商業管理學系 

廖偉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廖景鑫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甲組(數學組) 

廖華恩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廖瑞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廖麒翔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管心慈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蒲慶瑋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趙子豪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趙允廷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學系 

趙承灝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趙昱媛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趙翊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趙嘉宏 國立中正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趙睿騏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劉  寬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劉人翰 國立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劉仁傑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劉丞晉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劉至聞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劉言甫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劉邦彥 國立成功大學 牙醫學系 

劉佳忞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劉承瀚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劉昀翰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劉泓逸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系法學組 

劉秉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劉冠佑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乙組 

劉冠宏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劉政彥 國立臺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劉展宇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劉峻豪 國立臺灣大學 戲劇學系 

劉恩齊 國立交通大學 旋坤揚帆招生甲組(電機資訊) 

劉書瑋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乙組(智慧奈米系統組) 

劉祖維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劉紘佑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劉紹弘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自費) 

劉紹恩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劉裕緯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學系 

劉維恕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丙組 

劉鳳祈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劉耀聰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歐相爾 國立中興大學 農藝學系 

歐翌聖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乙組 

歐陽宏岳 國立臺灣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潘文意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潘孟廷 國立臺灣大學 農藝學系 

潘昱文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潘昱仰 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潘凱恩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潘穎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蔡一鳴 國立清華大學 工學院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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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蔡元熙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甲組 

蔡正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蔡立平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蔡宇洹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資訊組(男) 

蔡宇翔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蔡妙廣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蔡宗祐 臺北市立大學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蔡岱融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學系 

蔡岳峻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蔡承哲 國立陽明大學 藥學系 

蔡承軒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設計與分析組 

蔡承叡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蔡旻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男) 

蔡旻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蔡明哲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蔡東翰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組 

蔡泓恩 國立臺灣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蔡牧軒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蔡秉睿 中國文化大學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蔡秉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蔡宥瑾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蔡紹宇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蔡凱程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鄭元翰 國立嘉義大學 景觀學系(自然組) 

鄭以瑞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鄭安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鄭牧庭 臺北市立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鄭宥銘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鄭巽之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男) 

鄭欽鴻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黎昊翰 國立中興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黎豪正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盧柏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盧菉和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盧霆謙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B組 

蕭 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國畫組 

蕭子祥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蕭文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蕭亦呈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自費) 

蕭仲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蕭泓佐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蕭宥羽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蕭淇元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蕭傅謙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蕭詠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蕭羣諺 國立高雄大學 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蕭維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賴仁凱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賴文詠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賴正鎧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賴廷彥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賴念楨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賴承昊 國立臺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賴承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賴東圻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賴冠廷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 

賴奕丞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賴奕霖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賴建宇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賴昱維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賴柏翰 國立清華大學 理學院學士班 

賴炳紳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賴琮翰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賴麒文 國立臺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錢雨杭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駱道衡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龍柏瑞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戴允辰 國立中興大學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戴光豪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戴偉翔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戴晨洋 國立交通大學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乙組)  

戴瑋呈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繆承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薛哲宇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薛清遠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謝宇冠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謝羽羿 中山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謝言鼎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謝佳呈 國立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系 

謝其澔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謝卓均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謝宗成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謝宗哲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謝承泰 國立成功大學 會計學系 

謝旺霖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 

謝旻諺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謝明學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乙組天文物理組) 

謝牧謙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謝耕源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謝詠軒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 

鍾沛烜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鍾鎔蔚 東海大學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韓佳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韓承霖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簡子容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簡安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簡劭銘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簡杏安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簡秀倩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簡資烜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簡謙益 法國高等工程學院 預備班 

藍建智 國立東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藍從瑜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財務金融) 

顏丞宇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顏宇呈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顏佑岷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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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升大學總榜單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顏均穎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顏宏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顏宏庭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光機電工程組 

顏聖軒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顏聖瑀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顏嘉呈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顏嘉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學系 

羅千育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羅子恆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羅仁鈞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羅以耀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羅立丞 國立成功大學 成星招生丁組(工) 

羅宇騰 國立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羅昱棠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羅柚翔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自費) 

羅韋宗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羅偉嘉 早稻田大學 政治經濟學部 

羅雅馨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嚴紹文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嚴翊彰 長庚大學 醫學系 

蘇上元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蘇炫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蘇修平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蘇晉毅 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鐘靖鈞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