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錄取學校 錄取校系 姓名 錄取學校 錄取校系

丁○○ 國立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王○○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自費)

丁○○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

放射科學學系
王○○ 國立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丁○○ 國立臺灣大學 法律學系財經法學組 王○○ 國立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于○○ 國立交通大學 運輸與物流管理學系 王○○ 國立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尤○○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王○○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人工智慧組)

尤○○ 國立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學系 王○○ 國立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尤○○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王○○ 國立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方○○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王○○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

方○○ 國立臺灣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王○○ 國立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方○○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系醫師組 王○○ 國立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毛○○ 國立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王○○ 國立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王○○ 國立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王○○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王○○ 國立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 王○○ 國立中山大學 應用數學系

王○○ 國立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王○○ 國立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王○ 國立交通大學 運輸與物流管理學系 王○○ 國立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王○○ 國立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王○○ 國立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王○○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王○○ 國立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王○○ 馬偕醫學院
聽力暨語言治療學系

聽力組
王○○ 東吳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王○○ 中國醫藥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王○○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王○○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王○○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自費)

王○○ 國立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王○○ 國立中央大學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王○○ 國立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王○○ 國立交通大學
奈米科學及工程

學士學位學程

王○○ 國立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王○○ 國立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王○○ 國立政治大學 法律學系 王○○ 國立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王○○ 長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古○○ 中國醫藥大學 護理學系

王○○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古○○ 東海大學 景觀學系

109年升大學總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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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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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國立臺灣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江○○ 國立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甘○○ 國立中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江○○ 國立中山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申○○ 國立臺北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江○○ 國立成功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白○○ 國立中正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江○○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學校輔導與諮商組

白○○ 國立中山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乙組 何○ 國立臺灣大學 昆蟲學系

白○○ 國立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何○○ 國立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白○○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余○○ 國立成功大學 材料科學及工程學系

白○○ 國立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 余○○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資學士班

石○○ 國立臺灣大學 地理環境資源學系 余○○ 國立政治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石○○ 國立臺灣大學 法律學系財經法學組 余○○ 中國醫藥大學 運動醫學系

安○○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余○○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余○○ 國立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力

資源發展學系
余○○ 國立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朱○○ 國立成功大學 材料科學及工程學系 吳○○ 國立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朱○○ 國立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吳○○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朱○○ 長庚大學 醫學系(自費) 吳○○ 國立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朱○○ 國立中興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吳○○ 國立臺灣大學 護理學系

江○○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軟體工程組)
吳○○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江○○ 國立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吳○○ 國立臺北大學 會計學系

江○○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吳○○ 國立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江○○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理系 吳○○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江○○ 國立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吳○○ 國立政治大學 法律學系

江○ 國立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

不分系(自然組)
吳○○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江○○ 國立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吳○○ 東吳大學 法律學系

江○○ 國立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社會組 吳○○ 國立成功大學 材料科學及工程學系

江○○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吳○○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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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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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國立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呂○○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吳○○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呂○○ 國立清華大學 數學系甲組(數學組)

吳○○ 國立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呂○○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

吳○○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呂○○ 國立高雄大學 應用物理學系

吳○○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呂○○ 國立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吳○○ 國立中興大學
興翼招生D組

(化材電資暨工程)
呂○○ 國立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理學系

吳○○ 國立臺灣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宋○○ 輔仁大學 心理學系

吳○○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巫○○ 國立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光機電工程組

吳○○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巫○○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材料及資源工程系材料組

吳○○ 長庚大學 化工與材料工程學系 巫○○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吳○○ 國立臺北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巫○○ 國立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吳○○ 國立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李○○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

設計與營運學系

吳○○ 國立成功大學 數學系 李○○ 國立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吳○○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李○○ 國立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

吳○○ 國立清華大學 材料科學工程學系 李○○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吳○○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李○○ 國立清華大學 醫學科學系

吳○○ 國立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李○○ 國立臺南大學 應用數學系

吳○○ 國立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李○○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吳○○ 國立金門大學 海洋與邊境管理學系 李○○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吳○○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學院學士班 李○○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輪機工程學系能源應用組

吳○○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動畫學系 李○○ 國立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吳○○ 中國文化大學 美術學系 李○○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心理與諮商學系

呂○○ 國立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資訊工程組)
李○ 國立政治大學 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

呂○○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自費) 李○○ 國立臺灣大學 法律學系財經法學組

呂○○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李○○ 國立清華大學 理學院學士班

呂○○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李○○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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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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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 國立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李○○ 國立中正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李○○ 國立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李○○ 長庚大學 醫學系(公費生)

李○○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李○○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李○○ 國立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李○○ 國立政治大學 法律學系

李○○ 國立臺灣大學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李○○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

李○○ 國立宜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李○○ 國立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李○○ 國立臺南大學 材料科學系 李○○ 國立清華大學 旭日招生戊組(電資院)

李○○ 長庚大學 職能治療學系 李○○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李○○ 國立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李○○○ 長庚大學 醫學系(自費)

李○○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李○○ 國立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資訊工程組)

李○○ 國立臺東大學 華語文學系 李○○ 國立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李○○ 國立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李○○ 國立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國際組

李○○ 國立臺灣大學 希望組丁組(電資) 李○ 國立臺灣大學 數學系

李○○ 國立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李○○ 國立清華大學 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李○○ 國立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李○○ 國立臺北大學 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李○○ 國立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 李○○ 國立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

李○○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汪○○ 國立臺灣大學 法律學系司法組

李○○ 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汪○○ 國立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測量與資訊

組

李○○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汪○○ 長榮大學 醫藥科學產業學系

李○○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系(公費生) 沈○○ 國立清華大學 動力機械工程學系甲組

李○○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沈○○ 國立中興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李○○ 國立清華大學
物理學系物理組

(甲組一般組)
沈○○ 國立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李○○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應用語言

組(桃園校區)
沈○○ 國立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李○○ 國立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 沈○○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化學系

李○○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卓○○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水墨畫組

李○○ 國立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卓○○ 國立中興大學 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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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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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國立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林○○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應用化學系

卓○○ 國立成功大學 數學系 林○○ 國立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卓○○ 國立中興大學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林○○ 國立清華大學
清華學院學士班丁組

(不分系招生-創新領導)

卓○○ 國立清華大學 工學院學士班 林○○ 國立臺灣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周○○ 國立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林○○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周○○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林○○ 國立成功大學 測量及空間資訊學系

周○○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自費) 林○○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周○○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水墨畫組 林○○ 逢甲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周○○ 東海大學 法律學系 林○○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工程組

周○○ 國立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林○○ 淡江大學 數學學系數學組

周○○ 國立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林○○ 國立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周○○ 國立臺北大學 法律學系財經法組 林○○ 輔仁大學 會計學系

周○○ 國立嘉義大學 電子物理學系 林○○ 國立中央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周○○ 國立東華大學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林○○ 國立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季○○ 國立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林○○ 國立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於○○ 國立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林○○ 國立中央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易○○ 國立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林○○ 國立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林○○ 國立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林○○ 國立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林○○ 國立中興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林○○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水墨畫組

林○○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林○○ 國立臺北大學 中國文學系

林○○ 國立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林○○ 國立臺灣大學 化學系

林○○ 國立臺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林○○ 國立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林○○ 國立臺灣大學 化學系 林○○ 國立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林○○ 國立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 林○○ 國立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林○○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林○○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林○○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林○○ 國立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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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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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 國立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理學系 林○○ 國立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林○○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林○○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林○○ 國立清華大學 數學系乙組(應用數學組) 林○○ 中國醫藥大學 營養學系

林○○ 中國文化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林○○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林○○ 國立聯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A組) 林○○ 國立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林○○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林○○ 國立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林○○ 國立交通大學
電子物理學系

光電與奈米科學組
林○○ 國立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學系

林○○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林○○ 國立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林○○ 國立政治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西班牙文組 林○○ 國立中興大學
應用數學系

數據科學與計算組

林○○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工程學士班 林○○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數位內容科技與管理組

林○○ 國立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林○○ 國立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林○○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理組 林○○ 國立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林○○ 輔仁大學 醫學系 林○○ 國立臺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林○○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電影創作學系 林○○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林○○ 國立中興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林○○ 國立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

林○○ 國立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林○○ 國立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林○○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林○○ 國立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林○○ 國立交通大學
旋坤揚帆招生甲組

(電機資訊)
林○○ 國立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林○○ 國立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林○○ 國立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林○○ 國立交通大學
旋坤揚帆招生甲組

(電機資訊)
林○○ 國立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林○○ 國立臺灣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林○○ 國立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林○○ 臺北醫學大學 醫學系 林○○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

林○○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林○○ 國立臺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林○○ 國立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林○○ 國立嘉義大學 電子物理學系

林○○ 國立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林○○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林○○ 國立成功大學 成星招生乙組(管理) 林○○ 國立政治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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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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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 輔仁大學 食品科學系 姚○○ 國立高雄大學 金融管理學系

林○○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劇場設計學系 施○○ 國立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林○○ 臺北市立大學 衛生福利學系 施○○ 國立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林○○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施○○ 國立成功大學 法律學系

林○○ 國立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施○○ 銘傳大學
經濟與金融學系

應用經濟組(桃園校區)

林○○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施○○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林○○ 國立清華大學 工學院學士班 施○○ 國立成功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林○○ 國立中央大學 化學學系 施○○ 國立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林○○ 國立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 施○○ 臺北市立大學 資訊科學系

林○○ 國立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施○ 國立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林○○ 國立成功大學 醫學系 施○○ 國立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林○○ 國立臺北大學 會計學系 柯○○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林○○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 柯○○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林○○ 國立清華大學 材料科學工程學系乙組 柯○○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

林○○ 國立聯合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柯○○ 國立臺灣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林○○ 臺北醫學大學 藥學系臨床藥學組 柯○○ 國立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林○○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工業設計組 洪○○ 國立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邱○○ 輔仁大學 數學系資訊數學組 洪○○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邱○○ 國立中正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洪○○ 國立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邱○○ 國立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洪○○ 國立清華大學 數學系甲組(數學組)

邱○○ 國立中正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洪○○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邱○○ 國立政治大學
東南亞語言與文化

學士學位學程
洪○○ 東海大學 美術學系

邱○○ 大葉大學 空間設計學系(建築組) 洪○○ 國立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邱○○ 國立政治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洪○○ 國立中正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邱○○ 國立聯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洪○○ 國立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俞○○ 國立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洪○○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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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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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 翁○○ 大同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洪○○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翁○○ 國立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紀○○ 國立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袁○○ 國立臺北大學 會計學系

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馬○○ 國立中興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胡○○ 東吳大學 法律學系 高○○ 國立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胡○○ 臺北市立大學
應用物理暨化學系

電子物理組
高○○ 國立成功大學 醫學系

胡○○ 國立交通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商○○ 國立清華大學 材料科學工程學系

范○○ 國立臺灣大學 工商管理學系企業管理組 康○○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范○○ 國立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范○○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張○○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唐○○ 國立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張○○ 國立臺南大學 經營與管理學系

唐○○ 國立臺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 國立臺灣大學 植物病理與微生物學系

夏○○ 國立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第2組 張○○ 長庚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姬○○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資學士班 張○○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孫○○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張○○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孫○ 國立清華大學 旭日招生丁組(工學院) 張○○ 國立嘉義大學 獸醫學系

徐○○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張○○ 國立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徐○○ 國立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張○○ 國立政治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社會組

徐○○ 國立臺灣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張○○ 國立交通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殷○○ 國立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普渡雙聯組)
張○○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甲組

涂○○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張○○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烏○○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張○○ 國立清華大學 科技管理學院學士班

祝○○ 國立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理學系 張○○
嘉藥學校財團法

人嘉南藥理大學
藥學系

秦○ 國立臺灣大學 數學系 張○○
美國加州大學

爾灣分校
大一不分系

秦○○
嘉藥學校財團法

人嘉南藥理大學
藥學系 張○○ 國立高雄大學 生命科學系

秦○○ 國立中央大學 工學院學士班 張○○ 國立清華大學 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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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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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國立嘉義大學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張○○ 國立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張○○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張○○ 國立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張○○ 國立成功大學 歷史學系 張○○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張○○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 張○○ 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張○ 國立臺灣大學 地理環境資源學系 張○○ 國立中央大學 理學院學士班

張○○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B組 張○○ 國立成功大學 材料科學及工程學系

張○○ 國立中山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乙組 張○○ 國立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張○○ 淡江大學
管理科學學系

(事業經營組)

張○○ 國立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張○○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

放射科學學系

張○○ 淡江大學 數學學系數學組 張○○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丙組

張○○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張○○ 國立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張○○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A組 張○○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社工心理雙專業組)

張○○ 臺北市立大學 教育學系 張○○○ 國立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張○○ 國立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張○○ 國立成功大學 交通管理科學系

張○○ 國立臺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 國立臺灣大學 法律學系司法組

張○○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張○○ 逢甲大學 應用數學系A組

張○○ 國立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張○○ 國立中央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張○○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 國立嘉義大學 動物科學系

張○○ 國立中興大學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張○○ 國立交通大學 電子物理學系電子物理組

張○○ 國立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張○○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材料及資源工程系材料組

張○○ 國立臺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系 張○○ 中國醫藥大學 營養學系

張○○
紐約大學

阿布達比分校
大一不分系 張○○ 國立臺南大學 行政管理學系

張○○ 國立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張○○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張○○ 中山醫學大學 護理學系 張○○ 國立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張○○ 國立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張○○ 國立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張○○ 長庚大學 醫學系 張○○ 國立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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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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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許○○ 臺北市立大學 英語教學系(公費生)

曹○ 國立交通大學 百川學士學程 許○○ 大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曹○○ 國立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許○○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數學系

梁○○ 國立政治大學 哲學系 許○○ 國立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梁○○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許○○ 國立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梁○○ 臺北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許○○ 國立陽明大學 藥學系

梁○○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許○○ 國立成功大學 心理學系

梁○○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許○○ 國立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梁○○ 國立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許○○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梁○○ 國立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許○○ 國立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梁○○ 東海大學
國際學院國際經營

管理學位學程
許○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梅○○ 國立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連○○ 國立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粘○○ 國立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郭○○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系(自費)

莊○○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水墨畫組 郭○○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莊○○ 國立臺北大學 財政學系 郭○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莊○○ 國立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郭○○ 國立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莊○○ 國立清華大學 材料科學工程學系 郭○○ 國立清華大學 材料科學工程學系乙組

莊○○ 國立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郭○○ 國立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莊○○ 國立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郭○ 國立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學系

莊○○ 國立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陳○○ 國立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力資源發展

學系
陳○○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許○○ 臺北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陳○○ 國立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許○○ 義守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陳○○ 國立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日語組

許○○ 國立政治大學 應用數學系 陳○○ 國立中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許○○ 國立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陳○○ 國立成功大學 醫學系(公費)

許○○ 國立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 國立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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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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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國立臺北大學 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陳○○ 國立政治大學 金融學系

陳○○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陳○○ 國立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陳○○ 國立臺灣大學 心理學系 陳○○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陳○○ 國立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資訊工程組)
陳○○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軍費)

陳○○ 逢甲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A組 陳○○ 國立中央大學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 國立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 國立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陳○○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陳○○ 國立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資訊工程組)

陳○○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陳○○ 國立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 臺北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陳○○ 國立中正大學 社會福利學系

陳○○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公民教育組
陳○○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陳○○ 國立高雄大學 應用數學系 陳○○ 國立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陳○○ 長庚大學 醫學系 陳○○ 國立嘉義大學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陳○○ 國立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化學系

陳○○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自費) 陳○○ 輔仁大學 醫學系(自費)

陳○○ 國立清華大學 化學系 陳○○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水墨畫組

陳○○ 國立臺北大學 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陳○○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數學系

陳○○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設計組
陳○○ 國立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陳○○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陳○○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系醫師科學家組

陳○○ 國立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陳○○ 國立中山大學 材料與光電科學學系乙組

陳○○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工業設計組 陳○○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軍費)

陳○○ 國立高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 國立中央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陳○○ 國立臺灣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 國立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陳○○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陳○○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物理學系物理組

陳○○ 國立中央大學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 國立清華大學 醫學科學系

陳○○ 國立成功大學
能源工程國際學士學位

學程
陳○○ 長庚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陳○○ 國立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陳○○ 國立中興大學 農藝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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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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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中山醫學大學 視光學系 陳○○ 國立中正大學 法律學系法制組

陳○○ 國立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 陳○○ 國立嘉義大學 木質材料與設計學系

陳○○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陳○○ 國立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陳○○ 國立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陳○○ 中原大學 心理學系 陳○ 國立臺灣大學 歷史學系

陳○○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資電工程組)
陳○○ 國立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 國立聯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陳○○ 國立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數學系數學組 陳○○ 國立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陳○ 國立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陳○○ 國立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陳○○ 國立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陳○○ 中原大學 化學系材料化學組

陳○○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 陳○○ 國立成功大學 護理學系

陳○○ 國立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陶○○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軟體工程與管理學系

陳○○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數學系 麥○○ 臺北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陳○○ 東海大學 美術學系 傅○○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陳○○ 國立政治大學 應用數學系 彭○ 國立清華大學 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系

陳○○ 國立中央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學系 彭○○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

陳○○ 國立清華大學 計量財務金融學系乙組 曾○○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

陳○○ 國立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學系
曾○○ 國立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理學系

陳○○ 國立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曾○○ 國立政治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陳○○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曾○○ 國立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社會組

陳○○ 逢甲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曾○○ 國立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數學系 曾○○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陳○○ 國立臺北大學 法律學系司法組 曾○○ 國立臺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 東海大學 法律學系 曾○○ 國立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 國立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曾○○ 長庚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陳○○ 國立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乙組

(智慧奈米系統組)
曾○○ 國立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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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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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國立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黃○○ 國立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曾○○○ 國立交通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甲組 黃○○ 國立臺北大學 法律學系財經法組

温○○ 國立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黃○○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游○○ 國立臺灣大學 地理環境資源學系 黃○○ 國立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游○○ 國立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乙組

(智慧奈米系統組)
黃○○ 國立臺北大學 法律學系財經法組

游○○ 國立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黃○○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系

游○○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 黃○○ 國立中山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乙組

湯○○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化學系 黃○○ 國立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甯○○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黃○○ 東吳大學 法律學系

舒○○ 國立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黃○○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APCS組)

賀○○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材料工程學系 黃○○ 國立臺北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馮○ 國立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黃○○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黃○○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 黃○○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黃○○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歷史學系 黃○○ 國立陽明大學 護理學系

黃○○ 國立成功大學 交通管理科學系 黃○○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黃○○ 國立政治大學 法律學系 黃○○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黃○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組)
黃○○ 國立臺灣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黃○○ 國立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黃○○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黃○○ 國立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 國立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黃○○ 國立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黃○○ 國立中央大學 化學學系

黃○○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系醫師組 黃○○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黃○○ 國立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黃○○ 國立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光機電工程組

黃○○ 國立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黃○○ 國立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黃○○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資訊管理組 黃○○ 國立中正大學 物理學系

黃○○ 國立成功大學 法律學系 黃○○ 國立臺灣大學 地理環境資源學系B組

黃○○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繪畫組 黃○○ 國立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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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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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水墨畫組 楊○○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 逢甲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楊○○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學校輔導與諮商組

黃○○ 國立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不分系

社會組
楊○○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理學系

黃○○ 國立成功大學 數學系 楊○○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 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學系林學組 楊○○ 國立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資訊工程組)

黃○○ 逢甲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楊○○ 國立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

黃○○ 國立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楊○○ 南華大學 民族音樂學系

黃○○ 國立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葉○○ 輔仁大學 心理學系

黃○ 國立政治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德文組 葉○○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公費)

楊○○ 國立臺灣大學 法律學系法學組 葉○○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楊○○ 國立臺灣大學 植物病理與微生物學系 葉○○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楊○○ 國立成功大學 材料科學及工程學系 葉○○ 國立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楊○○ 國立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甲組

(低碳綠能組)
葛○○ 逢甲大學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楊○○ 國立交通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董○○ 國立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楊○○ 國立中興大學 應用數學系應用數學組 詹○○ 國立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楊○○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詹○○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楊○○ 臺北醫學大學 醫學系(自費) 詹○○ 國立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乙組

(智慧奈米系統組)

楊○○ 國立嘉義大學 獸醫學系 詹○○ 國立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普渡雙聯組)

楊○○ 中山醫學大學 護理學系 詹○○ 國立臺灣大學 歷史學系

楊○○ 國立臺灣大學 化學系 詹○○ 國立中正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楊○○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詹○○ 國立交通大學
旋坤揚帆招生甲組

(電機資訊)

楊○○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詹○○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楊○○ 國立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鄒○○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楊○○ 臺北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廖○○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力

資源發展學系

楊○○ 長庚大學 醫學系 廖○○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楊○○ 國立清華大學 數學系甲組(數學組) 廖○○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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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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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國立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劉○○ 國立中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廖○○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劉○○ 國立聯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廖○○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化學系 劉○○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廖○○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劉○○ 國立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廖○○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劉○○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物理學系

廖○○ 國立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 劉○○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廖○○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設計組
劉○○ 國立臺灣大學 物理學系

廖○○ 國立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劉○○ 國立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廖○○ 國立臺灣大學 人類學系 劉○○ 逢甲大學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廖○○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劇場設計學系 劉○○ 國立中正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廖○○ 國立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劉○○ 國立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廖○○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劉○○ 國立臺北大學 法律學系法學組

廖○○ 國立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劉○○ 國立臺北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廖○○ 國立中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劉○○ 國立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廖○○ 國立臺灣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劉○○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廖○○ 國立政治大學 法律學系 劉○○ 國立臺灣大學 昆蟲學系

廖○○ 國立高雄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劉○○ 國立高雄大學 財經法律系

管○○ 國立成功大學 藥學系 劉○○ 國立成功大學 成星招生丁組(工)

翟○○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劉○○ 國立成功大學 會計學系

趙○○ 國立中央大學 物理學系 劉○○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女)

趙○○ 國立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劉○○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趙○○ 國立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劉○○ 國立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趙○○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地理學系 劉○○ 國立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劉○○ 國立政治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社會組 劉○○ 長庚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自然組)

劉○○ 國立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資訊工程組)
劉○○ 國立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劉○○ 國立政治大學 應用數學系 標○○ 國立清華大學 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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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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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國立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鄧○○ 國立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歐○○ 國立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鄧○○ 國立陽明大學 藥學系

歐○ 國立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鄧○○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潘○○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自費) 鄧○○ 國立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潘○○ 國立中興大學 農藝學系 鄧○○ 國立嘉義大學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蔡○○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臺北校區) 鄧○○ 國立中央大學 化學學系

蔡○○ 大葉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動態媒體組)
鄭○○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蔡○○ 國立成功大學 牙醫學系 鄭○○ 國立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蔡○○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 鄭○○ 國立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蔡○○ 國立中興大學 應用數學系應用數學組 鄭○○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蔡○○ 國立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鄭○○ 國立嘉義大學 應用數學系

蔡○○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鄭○○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數位科技設計學系

蔡○○ 國立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鄭○○ 國立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蔡○○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鄭○○ 國立臺北大學 法律學系法學組

蔡○○ 國立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鄭○○ 國立中央大學 物理學系

蔡○○ 靜宜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一般組 魯○○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數位內容科技學系

蔡○○ 長庚大學 醫學系 盧○ 東海大學 法律學系

蔡○○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 蕭○○ 國立嘉義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蔡○○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數學系 蕭○○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蔡○○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蕭○○ 國立聯合大學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蔡○○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 蕭○○ 國立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蔡○○ 國立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蕭○ 國立中興大學 法律學系

蔡○○ 國立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蕭○○ 國立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蔡○○ 國立清華大學 化學系 蕭○○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蔡○○ 國立成功大學 材料科學及工程學系 蕭○○ 長榮大學
醫藥科學產業學系

醫學科學組

蔡○○ 國立臺北大學 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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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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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 浙江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院 戴○○ 國立中央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蕭○○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大數據分析

與市場決策組
戴○○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蕭○○ 國立中興大學 物理學系光電物理組 戴○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管理與財務金融

學系資訊管理組

賴○○ 國立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謝○○ 國立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賴○○ 國立臺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謝○○ 國立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賴○○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謝○○ 國立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賴○○ 國立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謝○○ 國立成功大學 醫學系

賴○○ 中央警察大學 謝○○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賴○○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男) 謝○○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賴○○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音樂學系 謝○○ 國立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賴○○ 國立成功大學 數學系 謝○○ 國立東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賴○○ 國立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謝○○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賴○○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 謝○○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賴○○ 國立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謝○○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學士班

賴○○ 國立臺灣大學 化學系 謝○○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賴○○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

食品與生物技術組
謝○○ 高雄醫學大學 呼吸治療學系

賴○○ 國立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謝○○ 國立成功大學 醫學系(自費)

賴○○ 國立中山大學 材料與光電科學學系乙組 鍾○○ 國立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賴○○ 中原大學 化學系材料化學組 鍾○○ 臺北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賴○○ 國立中興大學 植物病理學系 鍾○○ 國立中央大學 數學系數學科學組

賴○○ 國立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設計與分析組
韓○ 國立成功大學 法律學系

賴○○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簡○○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賴○○ 慈濟大學 醫學系(自費) 簡○○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錢○○ 國立臺灣大學 法律學系法學組 簡○○ 國立臺灣大學 物理學系

鮑○○ 長庚大學 呼吸治療學系 簡○○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戴○○ 國立清華大學 動力機械工程學系乙組 簡○○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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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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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APCS組) 嚴○○ 逢甲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簡○○ 國立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蘇○○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歷史學系

簡○○ 臺北市立大學 衛生福利學系 蘇○○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簡○○ 國立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蘇○○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水墨畫組

簡○○ 國立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蘇○○ 臺北市立大學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簡○○ 國立清華大學 材料科學工程學系 蘇○○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軟體工程組)

藍○○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蘇○○ 國立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自費)

藍○○ 國立臺北大學 會計學系 蘇○○ 國立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顏○○ 國立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 蘇○○ 輔仁大學 物理學系物理組

顏○○ 國立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光機電工程組
蘇○○ 國立臺灣大學 心理學系

魏○○ 長庚大學 中醫學系 蘇○ 國立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魏○○ 國立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學系
鐘○○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系醫師工程師組

魏○○ 淡江大學 歷史學系 鐘○○ 國立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羅○ 國立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龔○○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

羅○○ 國立交通大學 應用數學系 龔○○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羅○○ 國立成功大學 數學系 巖○○ 臺北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羅○○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 林○○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軍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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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