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名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別 項目 入學國中

資訊三仁 劉碩爵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科技校院繁星 雲林縣立雲林國中

98畢業生 蔡奇霖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技優 雲林縣立北港國中

汽車三信 蘇家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技優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資訊三仁 陳怡瑄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科技校院繁星 私立永年高中國中部

綜合三孝 呂秀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際專案管理學位學程 登記分發 雲林縣立東明國中

綜合三忠 林芷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學系 技優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餐飲三義 朱威龍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技優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綜合三仁 王右廷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運動績優 台南縣立學甲國中

綜合三忠 林芷慧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技優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愛 鄭硯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運動績優 私立正心高中國中部

資料三仁 李宛諮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金融系 科技校院繁星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資料三仁 王昕薇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登記分發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孝 李品慧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金融系 推甄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綜合三孝 張譽譯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登記分發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綜合三孝 羅美珊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登記分發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資訊三仁 張言郝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登記分發 雲林縣立二崙國中

綜合三孝 翁彗慈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國際貿易系 技優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綜合三孝 王佳筠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應用中文系 登記分發 雲林縣立大埤國中

廣告三仁 李靜宜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室內設計系 技優 彰化縣立福興國中

餐飲三仁 陳源永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中餐廚藝系 推甄 私立正心高中國中部

綜合三仁 曾柏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體育系 運動績優 彰化縣立和美國中

綜合三仁 簡宏峻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體育系 運動績優 台中縣立東新國中

綜合三仁 柯委承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系 運動績優 彰化縣立和美國中

汽車三信 李政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系 技優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資料三仁 劉怡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技優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資訊三仁 吳旻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技優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資訊三仁 蔡政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推甄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綜合三仁 黃永全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登記分發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綜合三仁 李典軍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登記分發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綜合三孝 張佳如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綜合三孝 張炳晟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登記分發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綜合三愛 張巧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登記分發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資料三仁 葉育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登記分發 私立永年高中國中部

綜合三孝 林佩琴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推甄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綜合三孝 林雋詠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綜合三孝 邱馨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褒忠國中

綜合三孝 王譽儒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登記分發 台北縣立永和國中

綜合三愛 陳薏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推甄 雲林縣立大埤國中

資訊三仁 沈哲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技優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綜合三愛 廖貞雅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登記分發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資料三仁 籃雅鳳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商用英文系 技優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資料三仁 邱惠俐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應用日語系 登記分發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資料三仁 張舜裕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登記分發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綜合三仁 蔡紋軒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電腦與通訊系 登記分發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綜合三孝 黃佳誼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應用英語系 推甄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資料三仁 蔡正泰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綜合三孝 張欣雅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推甄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綜合三孝 黃煒舜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登記分發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綜合三仁 廖家振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推甄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美容三仁 劉芳君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化妝品應用科 推甄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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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三仁 張文耀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資訊管理科 登記分發 雲林縣立斗南高中國中部

綜合三忠 陳慧珊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 美容科 登記分發 雲林縣立斗南高中國中部

資料三仁 林亭汝 南台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聯登 雲林縣立莿桐國中

資訊三仁 廖健昇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資訊三仁 蔡明維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資訊三仁 李岳璋 南台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雲林國中

綜合三孝 黃千芳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孝 周孟禹 南台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聯登 花蓮縣立富里國中

綜合三愛 蔡喬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推甄 私立東南國中

綜合三愛 許紋甄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推甄 雲林縣立麥寮國中

餐飲三仁 陳建豪 南台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餐飲三仁 吳苡璇 南台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雲林國中

餐飲三仁 劉郁琪 南台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綜合三義 藍振乾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科技校院申請入學 南投縣立集集國中

綜合三義 王詠勝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科技校院申請入學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義 徐銘鴻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科技校院申請入學 雲林縣立西螺國中

綜合三義 周政融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科技校院申請入學 高雄縣立三民國中

綜合三義 陳泓翔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科技校院申請入學 私立永年高中國中部

汽車三忠 張淙閔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推甄 雲林縣立林內國中

資料三仁 梁翰丞 崑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斗南國中

資料三仁 吳育蘅 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推甄 私立維多利亞國中部

資料三仁 鄭雅君 崑山科技大學 不動產經營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資訊三仁 王章憲 崑山科技大學 電腦與資訊系 推甄 私立永年高中國中部

資訊三仁 林至諭 崑山科技大學 電腦與資訊系 推甄 私立揚子高中國中部

資訊三仁 丁慈豪 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資訊三仁 吳尚峰 崑山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資訊三仁 洪尉嘉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聯登 彰化縣立花壇國中

資訊三仁 溫嘉航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資訊三愛 顏鴻鈞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推甄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資訊三愛 吳俊穎 崑山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聯登 雲林縣立二崙國中

資訊三愛 胡宗瑋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聯登 私立文興女中國中部

資訊三愛 陳信麒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古坑國中

資訊三愛 蘇有文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綜合三仁 周柏豪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淵明國中

綜合三義 鐘英豪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推甄 彰化縣立北斗國中

綜合三義 詹曜榮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推甄 彰化縣立田尾國中

綜合三義 歐哲輝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聯登 雲林縣立斗南高中國中部

綜合三仁 周裕景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推甄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資料三仁 蔡馨儀 明新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資料三仁 廖若潔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推甄 雲林縣立崙背國中

資料三仁 鄭智文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推甄 私立東南國中

資料三仁 李嘉叡 朝陽科技大學 會計系 聯登 雲林縣立雲林國中

資料三仁 蔡正泰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綜合三仁 黃柏偉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推甄 雲林縣立東勢國中

綜合三仁 周立翔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孝 周柏良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忠 朱鵬蘋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綜合三愛 林芳帆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綜合三愛 林思妤 文藻外語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 推甄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綜合三愛 陳韻如 文藻外語學院 外語教學系 推甄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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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三愛 胡方綺 文藻外語學院 傳播藝術系 推甄 彰化縣立北斗國中

綜合三愛 劉冠妙 文藻外語學院 傳播藝術系 推甄 台北縣立石牌國中

綜合三愛 沈怡伶 文藻外語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綜合三愛 王維嘉 文藻外語學院 傳播藝術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愛 余文馨 文藻外語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綜合三愛 廖芊雅 文藻外語學院 英國語文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資料三仁 翁郁雯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資料三仁 黃怡云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推甄 彰化縣立溪州國中

資料三仁 鄭雅君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推甄 私立東南國中

綜合三仁 張弘穎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綜合三孝 王冠之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綜合三孝 陳瑜婕 嶺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綜合三孝 鍾慧盈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推甄 雲林縣立西螺國中

綜合三孝 陳郁如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綜合三愛 吳東明 嶺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推甄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資料三仁 吳幸勳 僑光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資料三仁 王珮珊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孝 周怡君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華語文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綜合三仁 陳俊瑋 大業大學 體育系 運動績優 彰化縣立和美國中

綜合三信 羅月昀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師資培育學系) 推甄 雲林縣立斗南國中

餐飲三仁 陳弘驊 明道大學 精緻農業系 推甄 台北縣立溪崑國中

餐飲三忠 蔡佳丞 明道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推甄 彰化縣立埤頭國中

綜合三愛 林峻賢 南華大學 社會工作系 獨招 雲林縣立雲林國中

資訊三仁 廖唯辰 真理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大學申請 私立永年高中國中部

綜合三仁 葉子賢 台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推甄 彰化縣立埤頭國中

綜合三仁 張伸嚨 台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信 林伯蓉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信 翁怡潔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信 陳玉琴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信 程詩婷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聯登 雲林縣立麥寮高中國中部

綜合三信 黃怡蓁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聯登 台北縣立新莊國中

綜合三信 黃思嘉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信 蔡佳璇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聯登 私立文生高中國中部

廣告三仁 黃雅恩 台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推甄 彰化縣立成功國中

廣告三仁 歐乙品 台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推甄 雲林縣立雲林國中

餐飲三仁 陳貞妮 台南科技大學 餐飲系 推甄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餐飲三仁 尤韋程 台南科技大學 餐飲系 聯登 雲林縣立東明國中

餐飲三仁 詹朝森 台南科技大學 餐飲系 聯登 彰化縣立竹塘國中

餐飲三仁 李長霖 台南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聯登 雲林縣立建國國中

綜合三仁 侯富翔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推甄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仁 李俊慶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綜合三信 彭佩琪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推甄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綜合三信 周聯蘋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資料三仁 趙瑞君 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行銷與流通組 推甄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資訊三乙 賴世庭 大仁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系 聯登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資訊三愛 王俊傑 大仁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廣告三仁 郭楹筑 大仁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聯登 雲林縣立四湖國中

餐飲三乙 楊耀宗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飲料管理組 推甄 彰化縣立二林國中

資料三忠 陳偉筑 中華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褒忠國中

美容三仁 李佳倩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推甄 私立東南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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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三仁 柯柔妙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推甄 私立永年高中國中部

美容三仁 李佳玟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聯登 彰化縣立和群國中

美容三仁 施郁欣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聯登 彰化縣立成功國中

美容三仁 柯姿吟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聯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美容三仁 詹雅雯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聯登 彰化縣立成功國中

美容三仁 謝佩純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綜合三義 王文成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推甄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義 謝勝隆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推甄 雲林縣立斗南國中

美容三仁 張桂芬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資料三仁 劉郁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雲林國中

資料三仁 溫家誼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資訊三仁 蘇揚倫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推甄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資訊三仁 丁慈豪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推甄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資訊三仁 葉書瑋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推甄 南投縣立延和國中

資訊三忠 蔡孟翰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環境資源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林內國中

資訊三愛 廖柏喬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推甄 雲林縣立崙背國中

電子三甲 楊順潘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應用空間資訊系 推甄 私立文生高中國中部

綜合三信 陳紫函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推甄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餐飲三仁 沈昭汶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資料三仁 趙瑞君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資料三仁 顏楟萓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資料三仁 鍾騰寬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私立永年高中國中部

資料三忠 廖振瑋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褒忠國中

資訊三忠 黃憲揚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環境資源管理系 推甄 彰化縣立明倫國中

綜合三忠 許雅綺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聯登 雲林縣立大埤國中

綜合三信 張詩婷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餐飲三仁 陳姿穎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餐飲三仁 陸樹弘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餐飲三仁 魏鳳儀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聯登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資訊三忠 陳偉龍 輔英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資訊三愛 王富侖 輔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學位學程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資訊三愛 邱正榮 輔英科技大學 應用化學及材料科學系 聯登 雲林縣立元長國中

資訊三愛 黃柏建 輔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學位學程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電子三甲 李偉誠 輔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綜合三仁 蔡旻廷 輔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聯登 私立文生高中國中部

綜合三仁 黃俊偉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淵明代用國中

餐飲三仁 謝依庭 輔英科技大學 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義 賴俊杰 遠東科技大學 能源應用工程系 科技校院申請入學 雲林縣立雲林國中

汽車三信 吳政翰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建國國中

美容三信 蘇煒婷 遠東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資訊三忠 沈育隆 遠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與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資訊三愛 張育強 遠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雲林國中

資訊三愛 黃昱竣 遠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資訊三愛 劉家賓 遠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淵明國中

綜合三忠 許鏸予 遠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與管理系 推甄 私立宏仁女中國中部

綜合三義 許鶴騰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淵明國中

餐飲三仁 張育慈 遠東科技大學 旅遊事業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二崙國中

餐飲三仁 王志鴻 遠東科技大學 旅遊事業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餐飲三仁 李偉志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聯登 私立正心高中國中部

餐飲三忠 謝以秀 遠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崙背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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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仁 王嘉瑋 樹德科技大學 金融與風險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麥寮高中國中部

資訊三愛 王明傳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推甄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資訊三愛 黃正安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推甄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綜合三忠 李宗霖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推甄 私立巨人高中國中部

綜合三忠 李思婷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推甄 雲林縣立石榴國中

綜合三忠 陳芷盈 樹德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餐飲三仁 陳少凌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資料三仁 鍾佩容 中臺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推甄 私立東南國中

資料三仁 翁郁雯 中臺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信 張郁涵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資訊三仁 洪子恩 元培科技大學 放射技術系 推甄 彰化縣立竹塘國中

資訊三愛 林昌佑 元培科技大學 視光系 聯登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綜合三仁 洪晨祐 元培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推甄 彰化縣立竹塘國中

資訊三愛 李修賢 高苑科技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崙背國中

電子三甲 張凱筌 高苑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聯登 雲林縣立西螺國中

電子三甲 陳正凱 高苑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聯登 彰化縣立竹塘國中

電子三甲 黃凱裕 高苑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綜合三仁 李昀潤 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崙背國中

綜合三仁 許哲誌 高苑科技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系 聯登

綜合三忠 鍾詩盈 高苑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西螺國中

綜合三忠 伍芝螢 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聯登 南投縣立延和國中

綜合三忠 林怡君 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聯登 私立永年高中國中部

汽車三忠 陳志泓 吳鳳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推甄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資訊三乙 林俊傑 吳鳳科技大學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推甄 南投縣立鹿谷國中

資訊三乙 張家華 吳鳳科技大學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推甄 南投縣立竹山國中

資訊三乙 黃鼎順 吳鳳科技大學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資訊三丙 徐世鴻 吳鳳科技大學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推甄 南投縣立南投國中

資訊三丙 劉鼎悟 吳鳳科技大學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東和國中

資訊三丙 陳易宏 吳鳳科技大學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褒忠國中

資訊三忠 李建霖 吳鳳科技大學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推甄 南投縣立大成國中

商資三信 林宗憲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宜梧國中

商資三信 林宜賢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商資三信 林美君 吳鳳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聯登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商資三信 張佳豪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元長國中

商資三信 廖紫涵 吳鳳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聯登 雲林縣立二崙國中

資料三乙 邱孟姿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褒忠國中

資料三忠 丁弘羽 吳鳳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聯登 雲林縣立麥寮高中國中部

資料三忠 王逸豪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口湖國中

資料三忠 林韋辰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數位媒體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資料三忠 陳翊斌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四湖國中

資料三忠 陳雅竺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資料三忠 林旻儀 吳鳳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資料三忠 林勇維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淵明國中

資料三忠 王德勝 吳鳳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聯登 雲林縣立口湖國中

資訊三仁 林至諭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聯登 私立揚子高中國中部

資訊三丙 官明鋒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西螺國中

資訊三丙 陳逸民 吳鳳科技大學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聯登 彰化縣立溪湖國中

資訊三忠 王哲崇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聯登 私立文生高中國中部

資訊三愛 張哲源 吳鳳科技大學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資訊三愛 王麒琳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口湖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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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三愛 陳建達 吳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愛 筱萱.羅幸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聯登

綜合三義 王健宇 吳鳳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北港國中

餐飲三乙 蔡閔中 吳鳳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聯登 彰化縣立二林高中國中部

餐飲三仁 張哲源 吳鳳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水林國中

餐飲三仁 陳琮舜 吳鳳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餐飲三忠 陳建達 吳鳳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斗南高中國中部

餐飲三信 江蕙如 吳鳳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餐飲三信 邱祐倫 吳鳳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餐飲三信 廖丹紫 吳鳳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雲林國中

餐飲三義 曾志遠 吳鳳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元長國中

餐飲三義 蕭勝陽 吳鳳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崙背國中

資訊三乙 洪瑜俊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彰化縣立芳苑國中

資訊三丙 林義雄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聯登 彰化縣立二林國中

資訊三愛 廖育凱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西螺國中

資訊三愛 蔡耀武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褒忠國中

資料三乙 張昀軒 東南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聯登 雲林縣立麥寮高中國中部

資訊三乙 鄒雅萍 東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南投縣立大成國中

資訊三愛 林裕健 東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綜合三義 朱益志 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科技校院申請入學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汽車三乙 何明鐘 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聯登 雲林縣立莿桐國中

汽車三乙 許崇豪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聯登 南投縣立水里國中

汽車三丁 張維倫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聯登 南投縣立南崗國中

資料三忠 洪淑億 南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聯登 台中縣立光正國中

資訊三仁 蕭至宏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聯登 南投縣立名間國中

綜合三忠 張莉婷 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推甄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汽車三乙 陳建璋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聯登 彰化縣立原斗國中

資訊三愛 王政琮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元長國中

綜合三忠 林宥伶 建國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聯登 彰化縣立竹塘國中

美容三信 高儀婷 美和科技大學 美容系 聯登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餐飲三仁 鍾政皓 美和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二崙國中

綜合三仁 蔡旻廷 清雲科技大學 應用空間資訊系 推甄 私立文生高中國中部

資料三仁 顏楟萓 景文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推甄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孝 黃翊涵 景文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資料三忠 張巧芸 環球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台西國中

資訊三仁 劉錫坤 環球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綜合三忠 洪郁淳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推甄 雲林縣立雲林國中

綜合三忠 陳正佑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推甄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美容三信 袁雅祺 環球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科 聯登 雲林縣立莿桐國中

美容三信 廖翊辰 環球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科 聯登 雲林縣立雲林國中

商資三信 李嘉峰 環球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資料三乙 蔡憲文 環球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麥寮高中國中部

資訊三乙 石佳民 環球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資訊三丙 林佑謙 環球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資訊三忠 王建湧 環球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資訊三忠 黃松傑 環球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資訊三忠 莊慕義 環球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西螺國中

資訊三愛 朱俊益 環球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資訊三愛 吳尚禮 環球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科 聯登 雲林縣立石榴國中

綜合三忠 李晨華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崙背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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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三忠 陳喬琪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聯登 雲林縣立斗南高中國中部

綜合三忠 鄭郁薰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聯登 雲林縣立東和國中

綜合三忠 黃健祐 環球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聯登

廣告三仁 黃明峰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聯登 雲林縣立馬光國中

廣告三仁 賴蕙伶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聯登 雲林縣立斗南高中國中部

餐飲三仁 陳政祺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聯登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餐飲三忠 林俊宏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科 聯登 雲林縣立東明國中

餐飲三忠 林瑩軒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餐飲三信 徐傳智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科 聯登 雲林縣立大埤國中

電子三甲 林家德 南榮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綜合三忠 伍巧眉 南榮技術學院 數位創意行銷學位學程 聯登 雲林縣立斗南高中國中部

餐飲三仁 顏韶慧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餐飲三忠 吳舜德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四湖國中

餐飲三義 楊家芑 南榮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莿桐國中

餐飲三義 蔡霈茵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林內國中

餐飲三義 蘇姵云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資料三乙 陳加怡 大同技術學院 數位內容設計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資料三乙 錢柔君 大同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聯登 雲林縣立莿桐國中

廣告三仁 余士雄 大同技術學院 流行創意商品設計學位學程 聯登 南投縣立南崗國中

廣告三仁 陳美琴 大同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餐飲三乙 簡俊杰 大同技術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旅遊事業組 聯登 南投縣立南崗國中

餐飲三仁 王怡庭 大同技術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推甄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餐飲三忠 林禎雅 大同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聯登 雲林縣立東勢國中

餐飲三信 楊詠州 大同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推甄 雲林縣立西螺國中

餐飲三信 陳冠惟 大同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餐廳及飲務管理組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餐飲三信 廖婉羽 大同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餐廳及飲務管理組 聯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資料三甲 陳美霞 大華技術學院 應用外語系 聯登 雲林縣立褒忠國中

資訊三丙 林建燁 中州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西螺國中

資訊三甲 林宏謚 中州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聯登 彰化縣立二林國中部

資訊三愛 朱秀鴻 中州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綜合三忠 陳政宇 中州技術學院 視訊傳播系 聯登 私立揚子高中國中部

資訊三乙 錢泓唯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莿桐國中

資訊三愛 蔡政霖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餐飲三義 周賢程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餐飲三仁 丁維聖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休閒系 推甄 雲林縣立台西國中

綜合三仁 劉智維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淡水校區) 聯登 雲林縣立東勢國中

餐飲三義 吳俞慧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旅運經營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口湖國中

美容三乙 蘇怡齊 永達技術學院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東勢國中

資料三乙 林慧 永達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企業管理組 聯登 雲林縣立口湖國中

資料三忠 林恒如 永達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商資三信 吳芳郁 和春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口湖國中

商資三信 姚乙林 和春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商資三信 張巧涵 和春技術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崙背國中

資料三乙 黃毓惠 和春技術學院 物業管理系 聯登 南投縣立名間國中

資料三忠 陳昇達 和春技術學院 應用外語系日語商務組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餐飲三信 王奕智 和春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土庫國中

廣告三仁 林潔瑩 東方技術學院 美術工藝系 推甄 雲林縣立崙背國中

美容三信 李婉韶 東方設計學院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崙背國中

餐飲三仁 王辭閔 致理技術學院 應用日語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綜合三仁 連健亨 修平技術學院 資訊網路技術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淵明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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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三仁 蔡鐙興 修平技術學院 化學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餐飲三仁 王嘉琪 修平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資料三乙 廖家賢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數位商務系 聯登 雲林縣立西螺國中

餐飲三忠 王貴弘 臺灣觀光學院 餐飲管理科 聯登 雲林縣立崇德國中

餐飲三忠 楊孟學 臺灣觀光學院 餐飲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餐飲三忠 廖宏瑋 臺灣觀光學院 餐旅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餐飲三忠 沈翊華 臺灣觀光學院 餐飲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虎尾國中

餐飲三義 何怡薇 臺灣觀光學院 渡假休閒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斗六國中

綜合三仁 張祥義 德霖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崙背國中

資訊三忠 蔡憲岳 黎明技術學院 資訊科技系 聯登 雲林縣立西螺國中

餐飲三義 蔡宗嶧 親民技術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聯登 雲林縣立二崙國中

資訊三甲 林維則 蘭陽技術學院 電腦應用工程系 聯登 雲林縣立大埤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