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升學方式 畢業國中 畢業國小

林沁儒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個申 北興國中 林森國小

郭建均 國立中正大學 哲學系 繁星 嘉華中學 大林國小

賴柏妤 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 繁星 嘉華中學 嘉北國小

陳祥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個申 民生國中 大同國小

陳沛諭 國立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蘭潭國小

黃睿菁 國立嘉義大學                              農產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獨招 嘉華中學 蒜頭國小

楊宜靜 國立嘉義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崇文國小

林家煇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工業管理組                                                              個申 嘉華中學 僑平國小

莊佩慈 國立臺東大學                              華語文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民和國小

盧俊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管理學士班 科大 民生國中 興嘉國小

盧俊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科大 民生國中 興嘉國小

盧俊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運籌管理系 科大 民生國中 興嘉國小

張凰茹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應用德語系 科大 嘉華中學 蘭潭國小

張凰茹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蘭潭國小

陳宥儒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維多利亞

賴子瑄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民雄國小

李尚錞 中國文化大學                              生活應用科學系                                                                    個申 太保國中 太保國小

蔡齡玉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繁星 嘉華中學 縣大同

蔡昕妤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民和國小

張凰茹 輔仁大學                                德語語文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蘭潭國小

呂柏翰 輔仁大學 社會學系 繁星 嘉華中學 崇文國小

莊佩慈 輔仁大學                                中國文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民和國小

曾子瑜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垂楊國小

賴彥宏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個申 民生國中 志航國小

吳泓漢 淡江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博愛國小

沙云筠 中原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特選 嘉華中學 民族國小

楊宜靜 中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崇文國小

蔡昕妤 中原大學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民和國小

吳泓漢 中原大學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博愛國小

李沛珊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商業設計組                                                                個申 嘉華中學 興嘉國小

吳泓漢 東海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博愛國小

何宜蓉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志航國小

楊宜靜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崇文國小

張凰茹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蘭潭國小

莊佩慈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民和國小

蔡昕妤 逢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民和國小

羅右安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個申 嘉華中學 文雅國小

何宜蓉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志航國小

沙云筠 逢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特選 嘉華中學 民族國小

曾子瑜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垂楊國小

劉乙萱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縣大同國小

賴子瑄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民雄國小

陳宥儒 靜宜大學                                寰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個申 嘉華中學 維多利亞

劉乙萱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縣大同國小

第一類組(文、法、商、社會、教育、管理)



羅右安 銘傳大學 建築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文雅國小

蔡宛芸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跨境電商經營組 個申 嘉華中學 朴子國小

林郁瑾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繁星 嘉華中學 和興國小

李沛珊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興嘉國小

李尚錞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文教產業組                                                                個申 太保國中 太保國小

李尚錞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幼教師資組                                                                個申 太保國中 太保國小

許綺芸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個申 嘉華中學 育人國小

張閔茹 義守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個申 南興國中 宣信國小

蔡宛豫 義守大學                                國際商務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崇文國小

蔡宛豫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崇文國小

陳郁方 長榮大學                                健康心理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南新國小

吳詠瑄 長榮大學                                台灣文創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特選 嘉義國中 蘭潭國小

黃冠棋 南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新港國小

何彥廷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                                                                  個申 興華中學 竹崎國小

賴家葳 南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個申 民雄國中 民雄國小

楊秉修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                                                                  個申 民雄國中 世賢國小

詹岱叡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                                                                  個申 嘉華中學柳溝疊溪國小

許珈箖 慈濟大學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繁星 民生國中 垂楊國小

呂亞榛 慈濟大學                                傳播學系                                                                       個申 嘉義國中 嘉大附小

張印杰 開南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個申 南興國中 宣信國小

許綺芸 開南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育人國小

林郁喬 明道大學                                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                                                                  個申 大業國中 大新國小

張凰茹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醫務管理系醫療產業管理組 科大 嘉華中學 蘭潭國小

李承恩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寵物照護與美容系 科大 嘉華中學 崇文國小

張環玫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財經法律學系                                                                     個申 嘉新國中 南新國小

羅右安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科大 嘉華中學 文雅國小





柳溝疊溪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