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升學方式 畢業國中 畢業國小

黃梃家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繁星 嘉華中學 嘉大附小

郭馥瑄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繁星 嘉華中學 興嘉國小

林思妤 國立陽明交通大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繁星 嘉義國中 崇文國小

李浩維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繁星 建國國中 北辰國小

陳亮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繁星 嘉華中學 蘭潭國小

陳信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太保國小

賴品蓁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繁星 嘉華中學 水上國小

尹駿瑋 國立中正大學                              嘉星招生甲組(工)電機                                                                   個申 嘉華中學 興中國小

蔡英助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繁星 嘉華中學 秀林國小

張宸豪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量子科技組(全英)                                                              個申 嘉華中學 崇文國小

陳信旻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個申 嘉華中學 太保國小

楊俊宏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繁星 嘉華中學 林森國小

謝宗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蘭潭國小

童椿祐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繁星 嘉華中學 世賢國小

張博翔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社口國小

尹駿德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特選 大吉國中 興中國小

黃泳瑜 國立東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民族國小

郭宥毅 國立嘉義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特選 嘉華中學 頂六國小

羅偉嘉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繁星 嘉華中學 同仁國小

侯賢澤 國立屏東大學                              科學傳播學系                                                                     個申 輔仁中學 興嘉國小

陳信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太保國小

陳宥東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大同國小

黃煜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繁星 嘉華中學 僑平國小

段奕臣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資學士班 科大 嘉華中學 太保國小

余典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資學士班 科大 嘉義國中 前峯國小

周欣諺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科大 嘉華中學 博愛國小

周欣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資源組 科大 嘉華中學 博愛國小

張宸豪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學士班 科大 嘉華中學 崇文國小

周欣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菁英班 科大 嘉華中學 博愛國小

張宸豪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菁英班 科大 嘉華中學 崇文國小

陳竽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科大 嘉華中學 東榮國小

黃泳瑜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科大 嘉華中學 民族國小

陳祥輝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個申 民生國中 大同國小

吳予維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科大 興華中學 嘉北國小

黃泳瑜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生化工程組                                                                個申 嘉華中學 民族國小

張宸豪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崇文國小

吳婉綺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繁星 嘉華中學 祥和國小

盧知群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個申 蘭潭國中 縣福樂

張博翔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社口國小

陳信旻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太保國小

陳宥東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大同國小

陳竽璇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材料工程組                                                                個申 嘉華中學 東榮國小

吳予維 東吳大學                                化學系                                                                        個申 興華中學 嘉北國小

林凱傑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個申 嘉華中學 嘉大附小

第二類組(理、工、資訊)



林福勝 元智大學 工程學院英語學士班 繁星 嘉華中學 新港國小

張宸豪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個申 嘉華中學 崇文國小

吳尹韶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祥和國小

林翔弘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App設計組                                                個申 民生國中 興嘉國小

謝宗祐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計算機應用組 個申 嘉華中學 蘭潭國小

侯冠竹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祥和國小

侯劼儒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申 東石國中 大同國小

邱喬怜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組) 繁星 嘉義國中 崇文國小

高佩慈 東海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申 民雄國中 民雄國小

林凱傑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個申 嘉華中學 嘉大附小

高佩慈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個申 民雄國中 民雄國小

高佩慈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甲組                                                                 個申 民雄國中 民雄國小

張宸豪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個申 嘉華中學 崇文國小

張博翔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個申 嘉華中學 社口國小

謝宗祐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甲組                                                                 個申 嘉華中學 蘭潭國小

張博翔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個申 嘉華中學 社口國小

陳宥東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個申 嘉華中學 大同國小

陳竽璇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東榮國小

黃筱晴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繁星 嘉華中學 梅北國小

簡鈺沂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大林國小

楊啟裕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特選 嘉華中學 維多利亞

蔡宛芸 靜宜大學                                財務工程學系                                                                     個申 嘉華中學 朴子國小

吳宗諺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申 民生國中 志航國小

林冠亨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申 蘭潭國中 林森國小

林翔弘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個申 民生國中 興嘉國小

許伯任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個申 蘭潭國中 嘉大附小

謝宗祐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系 個申 嘉華中學 蘭潭國小

葉彥佐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申 協同中學 博愛國小

林翔弘 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組                                                                個申 民生國中 興嘉國小

賴鳴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科大 嘉華中學 民族國小

王毓珊 健行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運動績優 興華中學 博愛國小

涂沅呈 健行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運動績優 嘉華中學 民雄國小

賴煥中 崑山科技大學 智慧機器人工程系 科大 嘉華中學 社口國小

林柏宇 吳鳳科技大學 消防系 科大 嘉華中學 蘭潭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