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錄取國立大學榮譽榜

普31 陳遠嘉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普31 連禹登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普31 洪子朋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系 

普31 李品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普31 涂丞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 

普33 陳彥博 國立臺南大學 國語文學系

普31 張哲維 國立臺南大學 材料科學系 

普31 朱奕誠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普33 劉久華 國立東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普31 蔡勻捷 國立臺東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普32 許舒捷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普31 李佳遵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理組 

普31 方維暖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應31 葉伊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電影創作學系

106學年錄取國立科技大學榮譽榜

觀31 王容權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電31 吳亞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電31 李忠穎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應31 呂偲瑜 國立屏東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應32 吳芳瑩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觀31 王宜家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

觀31 吳育萱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106學年錄取優質大學榮譽榜

普31 陳嘉黛 中山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普31 卜哲培 高雄醫學大學 不分系招生（薪火C組）

普31 游馥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普31 陳瑋呈 元智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普31 林漢祐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 

普31 林宏樺 逢甲大學 精密系統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普31 梁庭娟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普31 吳仁彬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普32 莊名捷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普31 王軒凱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普32 陳韋廷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普32 葉容君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 

普31 秦于琁 輔仁大學 新聞傳播學系 

普33 張郁旻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普32 陳俊良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普31 許修銘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普32 許湘翎 中國文化大學 教育學系

普33 葉凭芳 中國文化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普32 吳品毅 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普31 蔡宸樺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普31 張瓈云 東海大學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 

普33 高聖焙 中華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工業設計組

普31 張亦中 大同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普33 蔡承佑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普32 鄭文琇 銘傳大學 法律學系（臺北校區） 

應31 王家薇 義守大學 國際商務學系

應31 蔡宜玹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普31 呂和謙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普32 呂尚纮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普32 張育禎 義守大學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餐旅管理組(國際學院)

普32 莊道衡 義守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普32 劉士葆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普33 林莒潢 義守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普33 曾冠瑜 義守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普33 王千謙 義守大學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國際學院)

普33 林洵帆 義守大學 娛樂事業管理學系影視娛樂組(國際學院)



106學年錄取優質大學榮譽榜

普33 陳予綺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普31 王彥云 義守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普31 吳培至 義守大學 營養學系 

普32 陳彥嘉 實踐大學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高雄校區)

普32 路心妤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國際商務組(高雄校區)

普32 路心彣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高雄校區)

應31 陳佳妍 長榮大學 東南亞文化暨產業學士學位學程產業與商貿組

普31 朱恆生 長榮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普32 林　顏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電子商務組

觀33 胡馨心 長榮大學 互動設計學系美學與資訊設計應用組

觀34 賴睿婕 長榮大學 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會展規劃管理組

普31 曾怡婷 長榮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普33 陳婕瀅 南華大學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普32 林宥劭 南華大學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普33 賴穎慧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視覺傳達暨數位媒體設計組)

普33 黃宇萱 佛光大學 歷史學系

普33 夏以樂 明道大學 精緻農業學系

普33 劉玉翎 明道大學 休閒保健學系



106學年錄取優質科技大學榮譽榜

幼31 張宜婷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普31 楊雅婷 文藻外語大學 日本語文系

普31 蔡勻捷 文藻外語大學 法國語文系

應32 陳幼錞 文藻外語大學 應用華語文系

普33 林洵帆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普32 林宜臻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普32 陳冠任 健行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普32 吳宥霆 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普33 陳敬維 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普33 黃允銘 正修科技大學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普33 謝家印 正修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普33 許薰綝 正修科技大學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普33 陳婕瀅 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普33 顏珮惠 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普33 陳予綺 正修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普33 林峪嶔 正修科技大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幼31 張雅雯 正修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普33 張雅涵 大仁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應31 王薇綾 文藻外語大學 法國語文系

應31 饒博毅 文藻外語大學 應用華語文系

應32 余季錫 文藻外語大學 法國語文系

資31 李紋向 正修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資31 吳承翰 正修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資31 李伯益 正修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資31 劉岳綸 正修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資31 蕭宣心 正修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應32 黃伂沄 正修科技大學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應31 江艾璉 南臺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應32 黃羿潔 南臺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應32 吳蕙君 南臺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美31 蔡瑩靜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美31 葉怡萍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應32 孫孟琳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31 陳德順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資31 傅誠政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數位創新應用組

應32 李伊恬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應32 蕭幃澤 樹德科技大學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美31 王煜心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