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學生 學校
12年仁班 黃O睿 國立清華大學 

12年義班 邱O庭 國立政治大學 

12年仁班 陳O君 國立成功大學 

應日371 黃O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2年義班 葉O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處343 吳O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2年義班 古O宇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資處343 陳O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2年仁班 雷O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2年仁班 黃O澄 國立中山大學

12年義班 羅O芸 國立中山大學 

12年仁班 魏O廷 國立中央大學

12年仁班 洪O瑋 國立中央大學 

12年仁班 楊O晟 國立中正大學 

12年禮班 池O學 國立中正大學 

12年仁班 何O筠 國立中興大學 

12年義班 邱O毓 國立臺北大學

資訊321 劉O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幼保361 劉O依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處341 范O旎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多媒352 溫O媗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2年仁班 黃O樺 國立東華大學

12年義班 江O芮 國立東華大學 

餐飲391 林O汶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2年仁班 黃O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381 陳O恩 臺北市立大學

12年仁班 胡O采 臺北市立大學 

12年禮班 洪O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2年智班 張O博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處343 張O株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綜高372 陳O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2年仁班 黃O軒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2年智班 范O庭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資處343 林O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資處343 馮O恩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綜高372 石O宓 國立體育大學

資處343 白O熙 國立體育大學

資處343 陳O恩 國立體育大學

綜高372 楊O瑋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資處343 張O翔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資訊321 賴O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321 盧O彤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日371 鄒O宏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日371 林O蓉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日371 黃O瑄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日371 黃O恩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日371 王O柔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391 周O玲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391 陳O蓁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391 鄭O翰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391 鄭O茵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391 游O祺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觀光381 蒲O瑞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資處341 周O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322 易O浩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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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餐飲管理系

旅館管理系

烘焙管理系

旅館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智慧生產應用系

應用日語系

應用日語系

應用日語系

應用日語系

旅館管理系

烘焙管理系

經濟球類學系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資訊管理系

光電工程系

應用日語系

電機工程學系 

音樂學系

圖文傳播學系

圖文傳播學系

適應體育學系

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運動藝術學系

數學系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體育系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資訊管理系

商業設計管理系

電機工程學系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觀光休閒與餐飲管理系

科技學院學士班 

電機工程學系 

財經法律學系

農藝學系 

經濟學系

資訊工程系

嬰幼兒保育系

國文學系

體育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電機工程學系全英語組

國際經營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理學院學士班 

物理學系物理組(乙組天文物理組) 

統計學系(社會組)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體育系



資處341 王O蕙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處341 簡O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處341 夏O喬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處341 黃O皓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觀光382 連O琪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綜高373 彭O峰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綜高373 趙O兒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觀光381 施O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321 古O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處341 楊O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處343 張O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綜高372 郭O君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綜高372 黃O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綜高372 葉O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綜高373 王O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日371 廖O霖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日371 劉O良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綜高372 李O軒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處341 余O杰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處343 張O豪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飲391 龍O寬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2年仁班 謝O安 國立宜蘭大學

12年仁班 羅O寧 國立宜蘭大學

12年仁班 戴O璟 國立宜蘭大學

12年義班 吳O睿 國立宜蘭大學 

12年禮班 楊O昊 國立宜蘭大學

12年智班 郭O彤 國立金門大學 

12年智班 邱O程 國立金門大學

12年仁班 翁O宇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321 張O珊 國立屏東大學 

資處343 張O竹 國立屏東大學 

應日371 李O頣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322 陳O儒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資處341 林O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363 鄭O雯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2年仁班 鄧O璿 國立嘉義大學

12年義班 洪O彤 國立嘉義大學

12年義班 蔣O琦 國立嘉義大學 

12年禮班 林O恩 國立嘉義大學

12年禮班 國立嘉義大學

12年義班 鄭O暐 國立臺東大學 

12年智班 朱O葶 國立臺東大學

12年智班 林O頤 國立臺南大學

資處343 邱O洋 國立臺南大學

12年仁班 王O丞 國立聯合大學

12年仁班 謝O毅 國立聯合大學 

12年仁班 羅O均 國立聯合大學

12年智班 陳O竹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331 陳O廷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331 葉O豪 國立聯合大學

綜高332 溫O筌 國立聯合大學

12年智班 宋O婕 陸軍專科學校

資訊321 黃O傑 陸軍專科學校

資訊管理

電機工程學系

動力機械工程科

機械工程系

應用英語學系

體育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B組)

財務金融學系

電子工程

資訊管理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

英美語文學系 

美術產業學系

音樂學系

農企業管理系

電腦與通訊系

農企業管理系

時尚設計與管理

應用化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華語文學系 

建築學系

應用物理系光電暨材料組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管理系

應用外語系

餐旅管理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財務經融系

應用英語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海洋遊憩系

應用外語系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應用中文系

應用英語系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會計資訊系

金融學系

運籌管理系

應用統計系

會計資訊系

應用資訊日語技優領航專班

應用統計系

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應用日語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