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美女中103學年度升大學榜單

班級 座號 學校名稱 學系(組)名稱

三誠 07 國立臺灣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三善 07 國立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理論組

三勇 28 國立臺灣大學 歷史學系

三善 10 國立臺灣大學 歷史學系

三讓 37 國立臺灣大學 哲學系

三溫 03 國立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三廉 24 國立臺灣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三孝 11 國立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三愛 30 國立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三禮 12 國立臺灣大學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三勇 07 國立臺灣大學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三愛 12 國立臺灣大學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三溫 23 國立臺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系

三忠 0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三恭 08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三智 1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生活教育組

三勇 3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生活教育組

三廉 33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

三義 37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三廉 34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三儉 24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三儉 16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三真 06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三信 3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三真 1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三良 38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歷史學系

三誠 46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地理學系

三仁 29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三智 05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三良 26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漢學與文化組

三恭 22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三儉 12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三讓 2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三禮 09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三誠 29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三廉 19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三勇 46 國立中興大學 法律學系

三真 25 國立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三善 04 國立中興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三義 18 國立中興大學 應用數學系

三平 17 國立中興大學 植物病理學系

三仁 10 國立成功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三仁 32 國立成功大學 數學系

三孝 23 國立成功大學 化學系

三義 23 國立成功大學 化學系

三忠 25 國立成功大學 材料科學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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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 32 國立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理學系

三義 19 國立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三良 40 東吳大學 歷史學系

三禮 10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三智 10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三和 01 東吳大學 化學系

三禮 18 東吳大學 法律學系

三溫 16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三誠 42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三孝 16 東吳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三愛 24 東吳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三信 08 東吳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三智 43 東吳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三孝 14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

三孝 13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

三溫 32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

三讓 07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

三忠 30 東吳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三恭 34 國立政治大學 金融學系社會組

三誠 17 國立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三善 02 國立政治大學 哲學系

三恭 03 國立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三讓 38 國立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三智 03 國立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三智 02 國立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三禮 46 國立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三儉 05 國立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三仁 02 國立政治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三廉 44 國立政治大學 財務管理學系

三忠 20 國立政治大學 阿拉伯語文學系

三禮 17 國立政治大學 斯拉夫語文學系

三廉 28 國立政治大學 法律學系

三義 30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三平 09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三平 12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三愛 38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三勇 32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三信 11 中原大學 化學系化學組

三忠 26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三誠 26 中原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三義 21 中原大學 財經法律學系

三孝 05 中原大學 建築學系

三仁 22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三和 18 東海大學 餐旅管理學系

三孝 08 東海大學 建築學系

三信 33 國立清華大學 理學院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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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良 36 國立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三信 16 國立清華大學 科技管理學院學士班

三良 25 國立清華大學 大一不分系

三仁 20 中國醫藥大學 運動醫學系

三溫 36 國立交通大學 管理科學系

三愛 31 國立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三禮 44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

三良 02 淡江大學 歷史學系

三智 38 淡江大學 歷史學系

三儉 26 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三孝 28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三誠 18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三勇 36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三禮 38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三忠 14 淡江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三平 22 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化學與生物化學組

三義 29 淡江大學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士班(蘭陽校園)

三孝 09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三孝 22 逢甲大學 建築學系

三禮 08 國立中央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三儉 18 國立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三勇 03 國立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三義 17 國立中央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三廉 37 國立中央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三勇 41 國立中央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三孝 26 國立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三愛 08 國立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三和 07 國立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三忠 27 國立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太空組

三和 22 大同大學 生物工程學系

三儉 01 輔仁大學 哲學系

三讓 03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三信 24 輔仁大學 護理學系

三和 09 輔仁大學 護理學系

三愛 15 輔仁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三愛 25 輔仁大學 臨床心理學系

三義 31 輔仁大學 臨床心理學系

三孝 18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三愛 06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三信 34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三和 16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三和 30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三義 04 輔仁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組

三禮 04 輔仁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三儉 36 輔仁大學 義大利語文學系

三讓 24 輔仁大學 德語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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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禮 11 輔仁大學 德語語文學系

三智 27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

三恭 06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行銷組

三勇 19 輔仁大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

三信 26 輔仁大學 營養科學系

三勇 08 輔仁大學 法律學系

三廉 18 輔仁大學 財經法律學系

三信 02 輔仁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三智 41 輔仁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三溫 18 輔仁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三儉 43 輔仁大學 金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三誠 02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三信 13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三儉 07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

三和 31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三仁 14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三和 19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三信 28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三忠 15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三忠 33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三信 05 國立陽明大學 物理治療暨輔助科技學系

三信 06 國立陽明大學 護理學系

三智 36 中山醫學大學 心理學系

三廉 16 中山醫學大學 心理學系

三平 08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三義 11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三廉 23 國立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三孝 29 國立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系

三平 31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三良 10 長庚大學 醫務管理學系(社會組)

三和 26 長庚大學 護理學系

三仁 33 長庚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三愛 17 長庚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三孝 27 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系統與晶片設計組

三孝 30 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系統與晶片設計組

三讓 32 長庚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三良 39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三禮 07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

三真 40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三溫 35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三孝 17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三勇 01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三忠 10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數位科技設計學系

三愛 29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數位科技設計學系

三智 23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組

三智 04 國立東華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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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忠 32 國立東華大學 物理學系物理組

三信 15 國立東華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三愛 13 國立東華大學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三溫 28 國立東華大學 法律學士學位學程

三良 29 臺北市立大學 歷史與地理學系

三恭 18 臺北市立大學 教育學系

三恭 21 臺北市立大學 教育學系

三勇 37 臺北市立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三溫 33 臺北市立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三良 35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三恭 26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三平 25 國立中正大學 哲學系

三平 18 國立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三忠 06 國立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三讓 05 國立中正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三仁 03 義守大學 護理學系

三讓 43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台北校區）

三恭 46 銘傳大學 醫療資訊與管理學系（桃園校區）

三良 42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三勇 06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三智 25 世新大學 傳播管理學系

三廉 32 世新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三溫 05 實踐大學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臺北校區)

三溫 06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臺北校區)

三讓 39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臺北校區)

三忠 12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臺北校區)

三廉 38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臺北校區)

三恭 05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數位3D動畫設計組(臺北校區)

三儉 10 實踐大學 建築設計學系(臺北校區)

三良 12 實踐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臺北校區)

三讓 22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臺北校區)

三愛 37 實踐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臺北校區)

三義 24 實踐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臺北校區)

三良 19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電影學系

三和 12 國立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史學系

三讓 13 國立臺北大學 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

三讓 17 國立臺北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三真 01 國立臺北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三讓 29 國立臺北大學 會計學系

三讓 06 國立臺北大學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三真 27 國立臺北大學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三恭 07 國立臺北大學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三禮 20 國立臺北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三平 21 國立嘉義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三義 33 國立嘉義大學 農藝學系

三孝 06 國立嘉義大學 木質材料與設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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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 10 慈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三仁 38 慈濟大學 護理學系

三智 32 慈濟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醫學資訊技術組

三平 20 慈濟大學 分子生物暨人類遺傳學系

三平 28 慈濟大學 分子生物暨人類遺傳學系

三和 13 臺北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三仁 13 臺北醫學大學 護理學系

三義 03 臺北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三平 05 臺北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三信 29 臺北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三和 23 臺北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三愛 09 臺北醫學大學 醫務管理學系

三和 21 臺北醫學大學 醫務管理學系

三良 04 臺北醫學大學 醫務管理學系

三仁 36 臺北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理學系

三智 45 臺北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理學系

三義 34 臺北醫學大學 牙體技術學系

三信 14 臺北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三平 01 臺北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三義 10 亞洲大學 護理學系

三愛 18 國立宜蘭大學 食品科學系

三平 06 國立宜蘭大學 食品科學系

三愛 07 國立宜蘭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三和 06 馬偕醫學院 護理學系

三義 25 馬偕醫學院 聽力暨語言治療學系

三義 27 海軍軍官學校 應用科學學系海軍組及陸戰組(軍費生)

三溫 17 國立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三良 14 國立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三智 21 國立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三和 33 大仁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三良 07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台北校區）

三良 35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台北校區）

三愛 21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三信 22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學系

三誠 41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烘焙管理系

三恭 19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三忠 17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材料及資源工程系材料組

三和 29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學士班

三誠 06 國立臺北商業技術學院 國際商務系

三孝 07 國立臺北商業技術學院 會計資訊系

三仁 21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護理系

三信 07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護理系

三義 07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護理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