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場別 場地 人數 序號 班級座號 姓名 模擬面試學校 模擬面試科系
1 30223 陳曄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2 30315 林昕傑 國立臺北大學 中國文學系

3 31205 余昀承 國立政治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4 校友 曹榮祐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5 30316 林品叡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6 32305 江惇硯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 32507 洪安旭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2 32047 蘇朝明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3 32301 丁子恩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4 31237 楊皓翔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學校組)

5 31503 朱方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系

1 30318 施易鏵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學系

2 32032 黃秉程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學系

3 31207 吳俊毅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系法學組

4 32011 周彥宏 私立東海大學 法律學系

5 30305 石曜綸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6 32324 錢政宇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

1 31431 陳詔暐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系

2 31633 黃子豪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3 31416 邱政舜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4 32307 吳昕愷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5 31239 詹凱揚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1 30519 張國軒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系

2 31202 王士瑋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3 31217 林承彥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4 30613 林堅壬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5 30228 廖建程 私立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6 32007 吳國源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7 31242 戴爾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1 30323 陳汎奇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2 30220 莊秉珈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3 30719 邱彥禎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4 31902 王丰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5 30943 蘇皇睿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6 32316 曹嘉成 國立台灣大學 會計系

7 31607 李岩 國立清華大學
清華學院學士班不分系丁組-創新領

導組（商學相關）

1 31707 江德裕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2 32309 邱德晏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 31614 林榆茗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組

4 31816 林彥廷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5 30715 林彥宇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6 31336 廖于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學系

7 32315 張睿祐 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8 31032 黃子恩 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9 30307 吳哲瑋 國立台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 31435 黃彥傑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APCS組）

2 31514 林承瀚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3 31238 詹侑晟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4 32041 謝皓青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5 31940 賴光禹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 30835 劉翰廷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7 32040 鄭栩安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8 30501 王柏諺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系

9 30615 邱柏瑞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系

10 31329 曾昭銘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資訊管理

組

11 30233 藍昱昕 私立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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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商學院3
明心館1樓

生涯教室

(八)資工資管1
科學館4樓

物理實驗室1

(四)法律政治
敬業樓2樓

資優教室

(五)商學院1
明心館3樓

團體諮商室

(六)商學院2
明心館3樓

團體教室

(一)文史哲
敬業樓2樓

歷史專科教室

(二)心理社會
敬業樓2樓

公民專科教室

(三)法律
敬業樓2樓

數學專科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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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1910 姬杭澐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2 30617 馬停偉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 30612 林柏辰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4 31916 郭昀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5 31539 歐祐辰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 30925 陳彥亨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7 32027 陳彥呈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8 30614 林琨祐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9 31013 周彥綸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10 31119 柯師為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1 30714 林宗勳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 32145 羅宥均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2 30405 李彥岑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3 31509 李植雋 國立清華大學 旭日招生戊組（電資院）

4 31446 鐘敬堯 國立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5 30603 白宇辰 國立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6 30935 楊甯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7 31524 梁少遠 私立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8 30538 嚴光中 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9 31021 張宸睿 中央大學 向日葵聯合招生丁組(工程)

10 30601 王星諭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11 31909 施皓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1 31101 王聖勛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2 31427 陳名翔 國立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 31708 吳彥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4 31026 梁惠傑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5 30610 林又嘉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6 30402 王祥宇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7 31927 黃廷暉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8 32024 許佑杰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9 31531 黃少禹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10 31417 殷振翔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11 31807 李紹墉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2 31924 陳致翰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 31931 楊恆昱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2 32223 簡瑀鋅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3 30437 賴柏穎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4 30422 張誌宇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系

5 30742 蔡頡弘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

6 30838 蕭翔駿 國立交通大學 理學院學士學位丙組（主修應化）

7 31325 陳永恩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8 31031 陳駿東 台北市立大學 應用物理暨應用化學系

9 32029 陳昰佑 國立清華大學
旭日招生丁組（工學院）—偏材料

系

1 31425 郭翔曜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工程學系

2 30415 施宇澤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3 30704 王廷嘉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4 31102 白宗民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5 31515 林柏佑 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1 32320 游士弘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2 30841 戴昕宇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3 32303 石晟鐸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暨環境資源系

4 31401 于定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系

5 31434 黃元廷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6 30524 許力文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7 32116 施威聿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8 30534 劉騰勻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9 30508 於念淨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10 31630 陳稔文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11 31406 吳秉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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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館3樓

生物實驗室1
(十三)環工相關

(十四)地理地質
科學館2樓

化學實驗室1

(十)電機機工1
科學館4樓

物理實驗室3

(十一)電機機工2
科學館4樓

物理實驗室4

(十二)化學材料
科學館4樓

電子物理實驗室

(九)資工資管2
科學館4樓

物理實驗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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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2035 楊裕翔 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系

2 31640 賴宇辰 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系

3 31424 張維仁 國立嘉義大學 動物科學系

4 31818 林峰暉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5 30929 陳龍昇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6 31209 李育棠 國立清華大學 醫學科學系

7 31839 劉晉宇 國立臺灣大學 昆蟲學系

8 30908 李柏毅 國立臺灣大學 昆蟲學系

1 31835 廖彥閔 國立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

2 31116 俞政佑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3 31715 林正驊 國立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

4 30926 陳羿勳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5 30433 潘詩鎬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林學組

6 31609 李懿弘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7 30907 李明諺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8 32034 黃睦尊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9 32112 林佑恩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 32204 李祥宇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2 32212 張博勛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3 32419 陳淳益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4 32209 林維德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5 校友 陳宥廷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6 31019 洪嘉和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7 校友 吳東穎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8 31918 陳泓宇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1 32414 鐘彥丞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醫師工程師組

2 31020 高鹏宜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3 31526 郭天翔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4 31933 葉侑哲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5 31608 李致霖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公費生)

6 校友 林昌泓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公費)

7 校友 羅昱棠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8 30812 林昱安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1 校友 張竣凱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2 校友 林奕仲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3 31243 謝佳芃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4 31635 楊凱翔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5 32217 蔡杰辰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6 32017 林詳鈞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7 32102 王廷睿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1 30710 李承諺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2 31802 尤靖文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3 31432 傅鈞序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4 校友 呂仲平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5 30818 洪譽銓 國防大學 醫學系

6 31540 鄧力豪 國防大學 醫學系

7 31638 蕭郁軒 國防大學 醫學系

1 32406 鄧有榆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2 30740 蔡秉桓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3 32423 賴彥均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4 32202 王昱翔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5 32227 黃仕茵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6 30702 方凱毅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7 30909 李國瑋 長庚大學 醫學系

1 31845 簡子耕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2 31730 陳亮宏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3 校友 張書維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4 31710 呂辰軒 國防大學 醫學系（自費）

5 31326 陳俊旻 國防大學 醫學系

6 校友 王銘賢 國防大學 醫學系

7 31501 王兆駿 高雄醫學大學 原住民公費生醫事人員 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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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醫學6
科學館B1

生命科學教室

(十九)醫學3
科學館1樓

多功能資優教室

(二十)醫學4
科學館1樓

生物專科教室

(二十一)醫學5
科學館1樓

地科教室

(十六)生科森林
科學館2樓

化學實驗室3

(十七)醫學1
科學館2樓

化學實驗室4

(十八)醫學2
科學館2樓

化學研討室

(十五)獸醫生科
科學館2樓

化學實驗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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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1507 吳承翰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2 31543 巖承諭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3 31719 林科名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4 校友 趙旌宇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5 校友 朱浚瑋 台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6 31624 許弘昆 台北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7 31129 麥愷佑 台北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8 校友 謝羽羿 台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9 30829 葉宥廷 台北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10 31124 梁立軒 台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 31603 王琮崴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2 校友 謝宗成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3 32203 李孟祺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4 31944 魏健勳 長庚大學 中醫系

5 31929 黃柏叡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系

1 31440 劉洸昊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

2 31641 簡佑丞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3 31629 陳嗣鼎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4 31034 楊俊育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5 31422 張念夏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6 30932 黃冠鈞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7 32042 謝楚賢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8 31705 江沅宸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9 31622 張錫瑞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10 31324 許軒銘 國立陽明大學 藥學系

11 校友 楊承燊 國立臺灣大學 藥學系

12 30809 呂彥杰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1 31142 賴鴻閔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2 30921 張友維 長庚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3 30632 楊孟樵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4 31732 陳柏華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治療系

5 31125 許名緯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6 30917 林祈宏 中國醫藥大學 營養學系

7 31211 李俊德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牙體技術學系

8 31620 張凱富 中山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1 31409 呂承忠 逢甲大學 建築

2 32313 張恆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3 32014 林祐增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4 30413 林龍心 私立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5 31511 卓敬庭 國立中興大學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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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藥學
莊敬樓4樓

國文專科教室

(二十六)護理醫檢
莊敬樓4樓

美感教室3

(二十七)建築設計
莊敬樓4樓

Teal教室

(二十三)牙醫 科學館B1演講廳

(二十四)中醫
莊敬樓4樓

美感教室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