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德高中 106學年度大學申請成績亮眼
序號 錄取大學 學系(組)名稱 姓名

1 國立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陳O蓉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能源應用組 穆O鳴

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邱O豪

4 國立東華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余O凌

5 國立嘉義大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丁O佐

6 國立嘉義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趙O渲

7 國立聯合大學 能源工程學系 賴O瑄

8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高O翔

9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蘇O愷

10 國立臺南大學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蔡O穎

11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胡O玲

1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陳O伶

13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彭O綸

14 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 郭O瑋

15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健康管理組 李O閎

16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李O維

17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賴O鈺

18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陳O綾

19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徐O辰

20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鄭O倫

21 東海大學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鄭O容

22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林O豪

23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楊O新

24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林O萱

25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張O霖

26 東海大學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杜O維

27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劉O緯

28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魏O煒

29 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張O安

30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生化工程組) 游O宇

31 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陳O吟

32 東海大學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陳O心

33 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劉O毓

34 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呂O真

35 元智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陳O玟

36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科技組 孫O勛

37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莊O皓

38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鄭O芳

39 元智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張O瑄

40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黃O緯

41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張O韶

42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陳O禾

43 逢甲大學 精密系統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謝O森

44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蘇O維



45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都市計畫組 彭O如

46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林O杰

47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邱O廷

48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陳O祥

49 中原大學 化學系材料化學組 黃O涵

50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工商管理組 羅O瑜

51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羅O逸

52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范O恩

53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蔡O綸

54 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學系 李O宣

55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曾O璇

56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楊O玉

57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傅O翔

58 中國文化大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莊O霖

59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李O展

60 中國文化大學 應用數學系 徐O哲

61 中國文化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郭O森

62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醫療數據資訊組（桃園校區）陳O婷

63 銘傳大學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桃園校區） 楊O姝

64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健康產業管理組（桃園校區）吳O芸

65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林O如

66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張O瑋

67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健康產業管理組（桃園校區）徐O瑜

68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桃園校區） 楊O閎

69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桃園校區） 藍O庭

70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桃園校區） 蔡O婷

71 實踐大學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高雄校區) 徐O丞

72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湯O晴

73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林O勳

74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鄭O育

75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林O翰

76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廣播組 楊O榮

77 長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周O雅

78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林O妤

79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許O睿

80 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范O承

81 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陳O凱

82 靜宜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葉O忠

83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古O綾

84 靜宜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陳O萱

85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遊戲設計組) 許O誠

86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曾O紘

87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劉O誼

88 靜宜大學 應用化學系 張O凱

89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數位遊戲設計組 陳O華

90 亞洲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時尚精品設計組 謝O莉



91 亞洲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企業創新管理組 陳O崴

92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創意商品設計組 胡O綾

93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企業形象設計組 陳O儀

94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影視媒體組 陳O蓉

95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投資理財組 尹O君

96 亞洲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組 謝O茗

97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數位遊戲設計組 張O毓

98 中華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商務組 林O孜

99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建築設計組 陳O睿

100 中華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吳O予

101 中華大學 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學系 曾O薇

102 中華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烘焙創業組 楊O元

103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蘇O云

104 中華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梁O傑

105 中華大學 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 劉O紹

106 中華大學 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學系 戴O呈

107 中華大學 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 朱O瑜

108 中華大學 景觀建築學系 莊O媛

109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學系 彭O瑄

110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環境規劃與管理組 金O豪

111 中華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葉O駿

112 中華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霍O成

113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組 官O霖

114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林O婕

115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學系 洪O舲

116 中華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餐飲經營組 陳O彤

117 中華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商務組 劉O沁

118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洪O沅

119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智慧自動化組 許O嘉

120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曾O峻

121 中華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商務組 葉O杰

122 中華大學 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學系 鄧O為

123 玄奘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涂O樺

124 玄奘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楊O群

125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數位媒體組 陳O濠

126 玄奘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簡O丞

127 玄奘大學 應用心理學系 史O平

128 玄奘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日語組 林O瑋

129 長榮大學 數位內容設計學系遊戲與APP應用組 婁O開

130 大葉大學 視光學系 吳O程

131 大葉大學 護理學系 連O涵

132 大葉大學 視光學系 李O諭

133 大葉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車輛科技與綠色能源組) 夏O廷

134 開南大學 會計學系 陳O宏

135 開南大學 行銷學系數位行銷組 陳O言

136 開南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鄭O青



137 開南大學 會計學系 鄭O皓

138 開南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徐O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