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名稱 學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普三勝 呂○儀 國立臺灣大學 藥學系

普三勝 張○安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普三勝 程○璿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普三勝 辛○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普三勝 林○恩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普三利 吳○澤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普三勝 于○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英三德 余○恩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普三勝 黃○蓉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普三勝 李○澤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普三勝 陳○昀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廣三善 邱○晴 國立臺北大學進修部 社會工作系

廣三善 曾○哲 國立臺北大學進修部 不動產與城鄉管理學系

普三勝 黃○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普三勝 陳○涵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普三勝 劉○庭 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普三禮 盧○依 國立嘉義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普三禮 謝○ 國立嘉義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商三勤 王○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觀三雅 吳○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廣三真 何○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廣三善 劉○琪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家具木工產學訓練專班

多三聖 陳○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訊三敬 劉○彤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訊三敬 周○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英三德 石○伶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廣三真 張○筠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廣三善 吳○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廣三善 徐○靖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英三慧 洪○穎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英語系

英三慧 黃○瑄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英三慧 蔡○安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英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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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三德 張○儒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英語系

觀三實 吳○潔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

觀三實 林○安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

觀三實 洪○均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觀三實 張○茜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英三慧 陳○毅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應用外語系

英三德 林○瑄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應用外語系

廣三真 宋○文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廣三善 黃○瑞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品創意經營系

廣三善 江○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品創意經營系

貿三慈 黃○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學系

貿三慈 黃○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商三勤 涂○莉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商三勤 章○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商三勤 黃○瑜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商三勤 尤○勳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統計系

商三勤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三勤 呂○隆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商三勤 呂○錦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商三勤 藍○顥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電三同 李○恩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三心 李○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英三慧 陳○曦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中文系

廣三真 陳○涵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廣三善 邱○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中文系

貿三慈 洪○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貿三慈 黃○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會計系

貿三慈 蔡○雅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貿三慈 余○靖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運籌管理系

訊三業 敖○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

訊三業 黃○皓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金融資訊系

英三慧 林○晨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德語系

英三慧 陳○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英三慧 游○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英三德 張○瑄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班級名稱 學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天主教振聲高中108年升大學總榜單 (108.08.14)

英三德 林○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觀三實 余○軒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廣三真 朱○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普三勝 李○葳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化學系

普三勝 沈○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普三勝 潘○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設計組

普三勝 謝○婕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普三勝 黃○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貿三慈 呂○萱 國立屏東大學 會計學系

貿三慈 呂○安 國立屏東大學 會計學系

貿三慈 劉○翰 國立屏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商三勤 陳○蓉 國立屏東大學 不動產經營學系

電三同 林○淮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電三心 游○凡 國立屏東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電三心 李○緯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電三心 陳○嘉 國立屏東大學 不動產經營學系

訊三業 林○涵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觀三雅 吳○甄 國立屏東大學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普三利 陳○翰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普三勝 張○晴 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商三勤 陳○均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商三勤 買○琍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電三心 張○瑜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普三成 曾○平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學系

商三勤 吳○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商三勤 林○妤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電三同 王○佳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電三同 吳○賓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三同 黃○寧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訊三敬 沈○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訊三敬 高○倫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訊三敬 游○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訊三敬 黃○聖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訊三敬 賴○皓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訊三業 李○聖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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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三慧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廣三真 彭○芮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事業系

貿三慈 王○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電三心 王○菁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訊三敬 李○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訊三業 盧○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英三慧 莊○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廣三真 林○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普三勝 李○諺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普三利 葉○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商三勤 黃○娟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商三勤 趙○儀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電三心 邱○瑄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電三心 郭○翔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訊三敬 廖○誠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訊三業 江○偉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普三利 吳○棠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普三利 陳○崴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普三成 陸○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普三成 簡○澤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訊三敬 李○昇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訊三業 許○翔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普三勝 陳○琳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普三利 陳○綾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普三成 徐○鳳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化學及奈米科學組

英三德 胡○淯 國立國防大學 政治作戰學院國際關係組

廣三善 羅○雯 國立國防大學 藝術學系

廣三善 陳○呈 國立國防大學 新聞學系

普三成 許○騏 國立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 理工

英三德 許○ 國立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 通信電子(兵器組)

普三成 陳○賢 國立陸軍專科學校 化學工程

英三德 簡○翰 國立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警察專科

貿三慈 邱○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貿三慈 張○薽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商三勤 蕭○涵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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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三心 宋○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訊三業 陳○宇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資訊管理科

觀三雅 許○瑄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餐旅管理科

普三成 黎○均 國立金門大學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貿三慈 葉○君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訊三業 胡○堯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英三慧 黃○安 國立金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商三勤 廖○平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電三同 林○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電三心 傅○恩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訊三敬 田○嘉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英三慧 馬○緒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觀三實 郭○詒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普三勝 李○穎 臺北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普三勝 陳○婷 臺北醫學大學 食品安全學系

普三勝 王○蓉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普三勝 邱○銘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

普三利 莊○毅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普三利 王○瑄 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環境工程組

普三利 吳○豐 淡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普三成 陳○昊 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化學與生物化學組

普三成 陳○儒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普三明 羅○琪 淡江大學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普三禮 游○柔 淡江大學 商管學院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普三禮 郭○諺 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水資源工程組

普三廉 王○萱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普三廉 李○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廣三真 許○鈞 淡江大學 日文系

普三勝 莊○榆 東吳大學 德國文化學系

普三勝 劉○慈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普三利 錢○洋 東吳大學 數學系

普三成 黃○瑄 東吳大學 物理學系

普三成 李○翰 東吳大學 物理學系

普三勝 陳○澔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普三成 林○均 東海大學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班級名稱 學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天主教振聲高中108年升大學總榜單 (108.08.14)

普三成 莊○君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生化工程組)

普三成 吳○展 東海大學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

普三成 陳○霖 東海大學 化學系化學組

普三勝 李○婷 輔仁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普三勝 翁○茹 輔仁大學 社會學系

普三利 邵○筑 輔仁大學 經濟學系

普三利 陳○安 輔仁大學 音樂學系應用音樂組

普三利 李○叡 輔仁大學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普三成 徐○翎 輔仁大學 化學系

普三明 馮○淳 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

普三禮 陳○瑄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

英三慧 詹○暄 輔仁大學 義大利語文學系

普三利 王○晴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普三利 許○萱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普三成 戴○臣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普三功 汪○安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普三禮 呂○絃 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學系

普三禮 周○緯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電三心 王○民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訊三業 羅○晴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訊三業 陳○閔 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普三勝 黃○瑾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

普三勝 洪○璿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普三勝 邱○真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普三利 李○穎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普三利 陳○彤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工商管理組

普三利 陳○均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工商管理組

普三利 呂○錩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普三利 許○升 中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普三利 游○川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普三成 張○筠 中原大學 化學系化學組

普三成 陳○汝 中原大學 化學系化學組

普三成 許○東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工程組

普三成 陳○佐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生化工程組

普三成 陳○文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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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三功 王○熹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商三勤 蔣○珊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電三同 曾○豪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普三勝 胡○庭 元智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普三勝 黃○泰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普三勝 曾○彬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普三勝 廖○奇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普三利 胡○瑜 元智大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普三利 陳○漪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普三利 黃○育 元智大學 電機通訊學院英語學士班

普三成 汪○儒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普三成 吳○睿 元智大學 工程學院英語學士班

普三成 陳○尉 元智大學 工程學院英語學士班

普三功 白○文 元智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普三明 吳○儀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普三禮 吳○蓁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普三禮 黃○翊 元智大學 工程學院英語學士班

英三德 莊○惠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科技組

普三勝 張○祈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普三利 金○恩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普三利 張○庭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文創組

普三利 許○綾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普三利 蔡○芸 銘傳大學 財金法律學系

普三利 羅○庭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普三利 林○硯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商務與觀光組

普三利 黃○勳 銘傳大學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普三利 賴○語 銘傳大學 財金法律學系

普三成 邱○竑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食品生技組

普三成 康○宇 銘傳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普三成 張○智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計算機應用組

普三功 胡○瑄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商務與觀光組

普三功 徐○涵 銘傳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普三功 陳○潔 銘傳大學 金融科技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普三功 郭○廷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

普三功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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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三功 黃○予 銘傳大學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普三功 蘇○修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普三明 呂○霖 銘傳大學 動漫文創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普三明 李○慧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

普三明 陳○妙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應用統計組

普三明 林○毅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行動商務管理組

普三明 楊○霆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電子商務與創新創業組

普三明 熊○霆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行動商務管理組

普三明 魏○源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大數據管理組

普三禮 周○絜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健康產業管理組

普三禮 詹○瑄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普三禮 賴○文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普三禮 許○元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大數據管理組

普三禮 鄭○辰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

普三廉 宋○瑩 銘傳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普三廉 李○穎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

普三廉 蘇○萱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行動商務管理組

普三廉 王○霖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大數據管理組

普三廉 林○源 銘傳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系應用經濟組

普三廉 袁○博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計算機應用組

普三廉 陳○昌 銘傳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系應用經濟組

普三廉 黃○滔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

訊三業 王○宇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訊三業 紀○瑋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訊三業 黃○瑀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訊三業 詹○宇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英三德 周○立 銘傳大學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觀三實 廖○ 銘傳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廣三善 張○臻 銘傳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普三勝 黃○勳 中國文化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普三利 王○倢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學系

普三利 林○秀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普三利 邱○雯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智慧商務科技組)

普三功 康○嫺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普三功 廖○增 中國文化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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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三功 鄭○璇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普三明 沈○頡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普三禮 陳○柔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普三禮 陳○潔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普三禮 林○勳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普三禮 張○程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普三禮 陳○彤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普三禮 葉○宇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系

普三廉 施○慈 中國文化大學 經濟學系

普三廉 莊○萱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學系

普三廉 陳○雪 中國文化大學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普三廉 程○恩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普三廉 吳○育 中國文化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普三廉 吳○均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普三廉 許○弘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

訊三業 吳○陞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多三聖 陳○蓉 中國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普三勝 李○甯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普三利 王○涵 世新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普三利 楊○鋐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普三成 吳○萱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普三功 楊○傑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普三明 吳○漩 世新大學 英語學系

普三利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普三功 王○筠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普三功 黃○耀 靜宜大學 生態人文學系(人文組)

普三明 王○溱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普三明 楊○語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類繁星組

普三明 邱○瑋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普三明 羅○恩 靜宜大學 財務工程學系

普三禮 桂○琳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普三廉 賴○俞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