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科系
12年仁班 范O芯 國立臺灣大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 

綜高353 鍾O婕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工業設計組

12年仁班 張O均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自然組 

12年仁班 林O暘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2年仁班 陳O潔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12年仁班 黃O庭 國立中正大學 哲學系 

12年仁班 顏O彣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2年仁班 林O葳 國立國防大學 電機電子工程學系

12年仁班 葉O宏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12年仁班 胡O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12年智班 劉O芬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12年仁班 黃O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科技教育與訓練組 

12年義班 陳O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12年智班 林O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12年仁班 葉O華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12年禮班 陳O軒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12年仁班 吳O威 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

12年仁班 巫O杰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綜高381 謝O心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

綜高383 黃O瑤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綜高391 賴O慈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烘焙管理系

綜高391 范O文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西餐廚藝系

綜高391 林O涵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

綜高391 蔡O萁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運管理系

綜高391 許O慈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綜高391 李O儒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綜高391 林O業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中餐廚藝系

綜高391 謝O彤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12年仁班 賴O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12年仁班 彭O安 國立東華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綜高383 蔣O宇 國立東華大學 族群文化與關係 學系

12年仁班 吳O洛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綜高372 吳O榮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資源學院原住民專班

綜高373 林O萱 國立宜蘭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2年仁班 曾O維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2年義班 陳O名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12年禮班 彭O凱 國立聯合大學 化學工程系

資訊321 黃O傑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系

資訊321 林O任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系

資處341 姚O鈞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綜高353 鄭O萭 國立聯合大學 室內設計進修學士班

綜高394 邱O欣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綜高394 陳O淮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12年義班 張O澔 國立金門大學 建築學系 

汽車313 賴O慶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資處341 王O霖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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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科系
綜高371 張O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綜高373 連O欣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綜高374 林O彤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綜高374 姜O珊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資訊321 陳O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綜高373 高O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資訊321 張O允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資訊321 劉O恩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資訊321 黃O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323 張O綾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

資處342 范O紘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企管系

綜高373 朱O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資處34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綜高391 彭O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遊憩系

12年義班 黃O仁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資訊321 鄭O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321 阮O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321 林O欽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處341 鍾O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2年義班 陳O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應用物理系光電暨材料組 

汽車311 李O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車輪工程系

資處342 吳O聖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資管系

綜高373 曾O宗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綜高373 邱O瑜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綜高373 李O紝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金融系

綜高374 陳O傑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12年智班 常O玲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資處341 鄭O傑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2年仁班 國立廣州暨南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12年仁班 柯O凱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資訊322 韓O佑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刑事警察科

資訊322 郭O欣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行政警察科

電子331 林O翔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12年智班 鍾O希 陸軍專科學校

資訊323 卓O鉦 陸軍專科學校 電子工程科

綜高374 傅O瑄 陸軍專科學校

綜高395 周O銘 陸軍專科學校 動力機械科

綜高392 林O弘 陸軍專科學校 車輛工程科

綜高392 王O尹 陸軍專科學校

綜高332 李O朋 陸軍官校 工學組

綜高332 朱O彥 陸軍官校 工學組

資處341 程O維 陸軍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