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姓名 前往方式 錄取學系

A1 張亦甯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傳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1 黃詩晴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廣告學系（台北校區）

A1 許淯淳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廣播電視學系（台北校區）

A1 陳詩宜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新聞學系（台北校區）

A1 林子筠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廣告學系（台北校區）

A1 詹謦如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廣播電視學系（台北校區）

A1 陳逸轅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傳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1 曾郁雅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1 陳　穎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1 鍾欣余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1 鄭喬云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1 陳璟萱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1 邱雅苓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1 張巧佩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1 翁上捷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1 蔡孟君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2 何亭儀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會計學系（台北校區）

A2 詹璧瑜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會計學系（台北校區）

A2 蔡瀞葶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會計學系（台北校區）

A2 顏劭瑄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會計學系（台北校區）

A2 蔡宜潔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會計學系（台北校區）

A2 王靖雰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會計學系（台北校區）

A2 蕭安妤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會計學系（台北校區）

A2 王怡淳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會計學系（台北校區）

A2 陳品儒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會計學系（台北校區）

A2 林雨欣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會計學系（台北校區）

A2 魏耀誠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2 黃芊蓉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2 江芷嫻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2 陳雅方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2 陳亭宏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2 劉孟維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3 胡家珊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國際企業學系（台北校區）

A3 夏冠宇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國際企業學系（台北校區）

A3 蔡童仁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國際企業學系（台北校區）

A3 李明鑽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國際企業學系（台北校區）

A3 陳俊愷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國際企業學系（台北校區）

A3 曹欣琪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國際企業學系（台北校區）

A3 黃詩棋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國際企業學系（台北校區）

A3 廖翌妙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3 劉頤靜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3 周采柔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3 林冠妤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3 林姵君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3 王曉琪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3 簡佑玲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3 鄭琬馨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3 趙嬿禎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觀光學院（桃園校區）

A4 徐晧元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商品設計學系 （桃園校區）

A4 廖又儀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商品設計學系 （桃園校區）

A4 賴靖婷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商品設計學系 （桃園校區）

A4 陳薇云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A4 黃思嘉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商品設計學系 （桃園校區）

A4 林謙容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商品設計學系 （桃園校區）

A4 吳昀蒨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A4 林睿恩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商品設計學系 （桃園校區）

A4 彭芷琳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A4 周子傑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A4 劉純岑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A4 宋思齊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A4 張嘉瑋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A4 吳雅雯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A4 許惠晴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A4 王筠心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A5 郭政諺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5 朱韋融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5 林昀潔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5 方柔雅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5 余尚宸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5 郭品慈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5 楊士寬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5 江書瑜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5 柯思妘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5 蔡　欣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5 沈佳霖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5 林宜靜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5 吳方琦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5 丁姵雯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5 張嘉勝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5 許雅媗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6 廖文銓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A6 馮麗姍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財金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A6 楊　欣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A6 廖韋傑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財金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A6 呂佳恩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財金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A6 林宣汶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A6 林以姍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A6 陳宥妍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A6 洪瑋澤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A6 謝聿涵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商業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A6 楊士奇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商品設計學系 （桃園校區）

A6 范顥臻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商業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A6 陳韻淇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商業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A6 陳依萱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A6 邱駿強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商業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A7 王瀞萱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7 林芷芸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7 蘇怡年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7 洪紹瑜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7 楊佳綺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7 林怡君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7 劉晉誠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7 羅偵綺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A7 方淳毅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7 何英顥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7 陳心瑜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7 江美霖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7 黃孟盉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7 魏　珩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7 黃慧緣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7 王薏婷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8 郭　璈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國際企業學系（台北校區）

A8 高筠絜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國際企業學系（台北校區）

A8 林芯如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國際企業學系（台北校區）

A8 黃嘉玟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國際企業學系（台北校區）

A8 張安萱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國際企業學系（台北校區）

A8 蔣維真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國際企業學系（台北校區）

A8 羅芳庭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國際企業學系（台北校區）

A8 童裕盛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8 何佳穎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8 劉相筠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8 賴亭均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8 呂衍蓁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8 張家芸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8 呂冠妍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8 楊云葳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8 王瓏涵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A9 蘇莘育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9 褚沿錡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9 周紹哲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9 高婉茜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9 蔡睿哲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9 徐于崴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9 黃台伶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9 江新程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9 黃媛園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9 周承駒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9 許晉維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9 何宣儀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9 尤誠緯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9 沈古芯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9 游舒婷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9 吳冠儀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10 盧泰玉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10 謝欣穎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10 李家寧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10 陳昭伃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10 劉政君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10 張智翔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10 曾煜倫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10 許孟宸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10 吳新鋐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A10 吳昀倢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10 蔡承哲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10 謝佳芸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10 劉宣玟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10 鍾仁惠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10 洪懿美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A10 詹欣怡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B1 張堰茹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B1 張豐麒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B1 葉宇傑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B1 張祐誠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B1 劉子豪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1 曾洋宇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1 黃靖亭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1 張天英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1 林俊廷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1 蔡勝豐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1 劉季幸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B1 陳柔昀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B1 黃迺芳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B1 呂思穎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B1 邱筠涵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B1 郭彥伶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B1 吳玟蒨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B1 蔡明秀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B2 蔡淑雯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財務金融學系（台北校區）

B2 卞　瑋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財務金融學系（台北校區）

B2 賴玟璇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財務金融學系（台北校區）

B2 陳雅琪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財務金融學系（台北校區）

B2 黃郁蓁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財務金融學系（台北校區）

B2 陳潔瑩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財務金融學系（台北校區）

B2 邱子玲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財務金融學系（台北校區）

B2 羅良瑄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B2 游玉瑄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B2 許之菱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B2 張筑涵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B2 林彥文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B2 鄭仙志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B2 陳國源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B2 林子純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B2 張承暄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B2 馬　雙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B3 陳萱慈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B3 許奕然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B3 楊承翰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B3 林慶安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B3 陳姿蘋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B3 陳繪元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B3 江昕蓓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B3 侯勝元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B3 吳宛真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B3 李佳怡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B3 許為棟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桃園校區）

B3 張琇淳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桃園校區）

B3 梁家琪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桃園校區）

B3 呂　婕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桃園校區）

B3 吳晨瑜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桃園校區）

B3 陳玟卉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桃園校區）

B4 王嘉一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經濟學系（桃園校區）

B4 楊竣婷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經濟學系（桃園校區）

B4 何宜玶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經濟學系（桃園校區）

B4 杜欣芸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經濟學系（桃園校區）

B4 陳芳芳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經濟學系（桃園校區）

B4 陳　顥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經濟學系（桃園校區）

B4 黃富愉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經濟學系（桃園校區）

B4 劉揚宣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經濟學系（桃園校區）

B4 劉孟妍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經濟學系（桃園校區）



B4 陳妍宇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B4 任　庭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B4 鍾沂芬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B4 陳怡樺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B4 陳予婕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B4 侯采辰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B4 李　緹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B4 陳思寰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B5 黃頌雯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5 蘇才豪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5 江綵璿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5 莊鴻文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5 袁偉盛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5 李宛庭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5 王湛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5 黃翊軒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電子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5 李承翰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電子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5 尤尹宏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電子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5 吳柏緯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電子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5 楊琪均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B5 馮婉琪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B5 高天穎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B5 梁仁騫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B5 詹昭彥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B5 陳宛暄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B5 黃曉彤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B6 林暉堯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電子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6 楊宛蓉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電子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6 王家豪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電子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6 謝皓評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電子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6 周聖傑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電子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6 余志鵬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電子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6 陳彥融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電子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6 楊皓宇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電子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6 黃顗澄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電子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6 陳秉緯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電子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6 李振宇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6 蘇元佑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6 廖俞婷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6 李柏徹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6 李浩誠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6 陳　平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B7 林琦媜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B7 原仲廷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B7 桂學寧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B7 劉士瑜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B7 盧姝羽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B7 鄧雅如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B7 詹佳臻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B7 張倫培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B7 林辰霙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B7 王鈺祺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B7 張紋鳳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B7 陳姵君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商業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B7 曾琬庭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商業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B7 李昭儀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商業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B7 游士靚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商業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B7 許家綸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商品設計學系 （桃園校區）

B8 謝昕芸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B8 曾怡珊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B8 李宥靜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B8 周　臻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B8 陳怡樺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B8 葉書廷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B8 林雨若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B8 梁心瑜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B8 劉宇玲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B8 陳羿靜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B8 賴楷澔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桃園校區）

B8 陳奕笙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桃園校區）

B8 朱元玉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桃園校區）

B8 何宇庭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桃園校區）

B8 洪心慈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桃園校區）

B8 潘思璇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桃園校區）

B8 傅　婷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桃園校區）

B9 徐士驊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台北校區）

B9 董婕如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台北校區）

B9 林冠廷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台北校區）

B9 李雪雯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台北校區）

B9 薛筑芯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台北校區）

B9 馬嘉欣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台北校區）

B9 簡宏諺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台北校區）

B9 郭　荃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台北校區）

B9 林汶萱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台北校區）

B9 李佳勳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B9 邱顯力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B9 賴妍蓁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B9 廖鈺柔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B9 黃培桓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B9 張雅茹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B9 游佳雯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公共事務學系（桃園校區）

B9 周克誠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公共事務學系（桃園校區）

B10 周敏燁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建築學系（桃園校區）

B10 李冠儒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建築學系（桃園校區）

B10 黃苡禎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建築學系（桃園校區）

B10 鍾子涵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建築學系（桃園校區）

B10 許皓媛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建築學系（桃園校區）

B10 蔡欣妤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建築學系（桃園校區）

B10 黃韋翔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建築學系（桃園校區）

B10 鄒秉辰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建築學系（桃園校區）

B10 李學怡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建築學系（桃園校區）

B10 吳佳倩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桃園校區）

B10 蔡承儫 專車接送8:30劍潭捷運站２出口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桃園校區）

B10 蘇玟菁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桃園校區）

B10 黃瑋倢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桃園校區）

B10 陳怡汝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桃園校區）

B10 陳冠伶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桃園校區）

B10 袁迪祺 自行前往9:30前到觀光語文大樓P101或P102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桃園校區）

B10 王雯琳 專車接送9:10桃園火車站統領百貨前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桃園校區）











畢業高中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

臺北市立木柵高工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新北市私立金陵女中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國立苗栗高中

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私立華盛頓高中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桃園縣國立陽明高中

私立達人女中

國立苑裡高中

南投縣國立中興高中

桃園縣國立陽明高中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新北市私立金陵女中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私立新興高中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新北市立泰山高中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私立南山高中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中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中

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臺北市立中崙高中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新北市立海山高中

新北市私立金陵女中



宜蘭縣國立蘭陽女中

桃園縣立南崁高中

桃園縣國立陽明高中

桃園縣國立陽明高中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中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新北市立秀峰高中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

桃園縣國立內壢高中

私立恆毅高中

宜蘭縣國立羅東高中

桃園縣立大園國際高中

桃園縣國立內壢高中

桃園縣立大溪高中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新竹縣國立竹北高中

桃園縣立大園國際高中

私立慈濟高中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中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臺北市立南港高工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中

臺中市私立弘文高中

基隆市國立基隆女中

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中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私立靜修女中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新北市私立及人高中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中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

新北市私立金陵女中

新北市私立光仁高中

國立竹北高中

國立花蓮女中

國立臺東女中

臺東縣國立臺東高中

基隆市國立基隆女中

基隆市國立基隆女中

私立崇光女中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臺北市立松山家商

桃園縣立大園國際高中

私立治平高中

私立辭修高中

新北市私立竹林高中

私立立志高中

宜蘭縣國立蘭陽女中

桃園縣立永豐高中

私立辭修高中

桃園縣國立內壢高中

私立忠信高中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國立岡山高中

花蓮縣國立花蓮女中

桃園縣立大園國際高中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中

新北市私立光仁高中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

私立祐德高中

宜蘭縣國立蘭陽女中

桃園縣國立桃園高中

桃園縣立南崁高中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桃園縣國立內壢高中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中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宜蘭縣國立蘭陽女中

私立三育高中

私立磐石高中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國立基隆高中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基隆市國立基隆高中

私立聖功女中

私立及人高中

明德女中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

基隆市國立基隆女中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中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

桃園縣國立陽明高中

桃園縣立壽山高中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中

桃園縣私立育達高中

雲林縣國立虎尾高中

新北市私立光仁高中

桃園縣國立陽明高中

私立啟英高中

私立新興高中

私立大華高中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臺北市立松山家商

花蓮縣國立花蓮女中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桃園縣國立內壢高中

臺中市立后綜高中

桃園縣國立桃園高中

苗栗縣國立卓蘭實驗高中

花蓮縣國立花蓮女中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高雄市立褔誠高中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私立磐石高中

臺南市私立聖功女中

私立育達高中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私立正義高中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中

私立樹德家商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中

新北市私立竹林高中

基隆市國立基隆女中

桃園縣立南崁高中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中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中

國立豐原高中

臺北市私立達人女中

私立恆毅高中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

新北市私立光仁高中

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新竹縣國立竹東高中

國立水里商工

桃園縣國立陽明高中

桃園縣立大園國際高中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中

私立治平高中

臺中市國立大甲高中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中

臺北市私立大同高中

基隆市國立基隆女中

基隆市國立基隆女中

國立北門農工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

高雄市立福誠高中

桃園縣私立大華高中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私立振聲高中

國立鹿港高中

新竹縣國立竹東高中

新北市私立辭修高中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中

臺北市私立達人女中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中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臺北市立木柵高工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中

新竹縣國立竹東高中

臺中市立新社高中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中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

宜蘭縣國立蘭陽女中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中

桃園縣立大園國際高中

桃園縣立大園國際高中

新竹縣國立竹東高中

新北市立秀峰高中

桃園縣國立武陵高中

私立治平高中

國立楊梅高中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花蓮縣國立花蓮女中

立人高中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中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

國立基隆高中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國立陽明高中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私立曙光女中

私立聖功女中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中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桃園縣私立大華高中

桃園縣立南崁高中

桃園縣私立育達高中

新竹縣國立竹東高中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私立淡江高中

私立宜寧高中

桃園縣私立育達高中

桃園縣國立陽明高中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

新北市私立光仁高中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中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臺北市立木柵高工

新竹市立成德高中

臺中市立新社高中

新竹縣國立竹東高中

私立金陵女中

私立華盛頓高中

國立虎尾高中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私立崇光女中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中

新北市私立金陵女中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

臺北市私立文德女中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

新北市私立光仁高中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中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中

桃園縣私立育達高中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中

基隆市國立基隆高中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臺北市私立達人女中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中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中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中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私立達人女中

新北市私立辭修高中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中

新北市立石碇高中

桃園縣國立楊梅高中

新竹縣國立竹北高中

新竹縣國立竹東高中

私立格致高中

私立光啟高中

臺中市國立大甲高中

桃園縣立大園國際高中



私立揚子高中

臺中市立忠明高中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私立立人高中

臺中市立東山高中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新竹市國立新竹女中

新竹縣國立竹北高中

屏東縣立枋寮高中

花蓮縣國立花蓮高中

花蓮縣國立花蓮女中

私立瀛海高中

私立東海高中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中

臺北市立松山家商

國立龍潭農工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中

苗栗縣國立苑裡高中

國立卓蘭實驗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