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年度大學升學表現優異

本校 106 學年度升大學應屆榜單戰

功彪炳，錄取醫學、牙醫系共 28 人，

臺大共 62 人，蟬聯全國私校第一。

本校應屆畢業生中每十人就有四位錄取醫、牙學系或頂尖大學。

頂尖大學（臺清交成政）共錄取 139 人，每四人就有一人上頂大。

詳細榜單請參閱本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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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 招生類別

杜○雯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陳○叡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指考分發 

姜○韶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指考分發 

郭○讓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指考分發 

何○廷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指考分發 

林○辰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李○賢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指考分發 

許○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申請入學 

郭○廷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彭○清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夏○ ⻑庚大學 醫學系 申請入學 

呂○軒 ⻑庚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莊○晴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個人申請 

劉○範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個人申請 

應屆錄取各校醫學、牙醫學系（指考 7 名）（申請

暨繁推 21 人）總計 28 人。（榜單如下）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 招生類別

謝○霖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個人申請 

蘇○芃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個人申請 

黃○翔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個人申請 

張○庭 輔仁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許○銘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李○哲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指考分發 

吳○臻 慈濟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陳○傑 國防醫學大學 醫學系 推薦 

黃○婷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個人申請 

張○瑄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指考分發 

周○顗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個人申請 

劉○翔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個人申請 

溫○瑋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個人申請 

廖○嫺 ⻑庚大學  中醫學系 繁星推薦 



 

 

 
 
  

姓名 學系 招生類別

陳○叡 醫學系 分發 

姜○韶 醫學系 分發 

郭○讓 醫學系 分發 

杜○雯 醫學系 申請 

黃○婷 牙醫學系 申請 

吳○寶 電機工程學系 申請 

許○ 電機工程學系 申請 

楊○毅 電機工程學系 申請 

蔡○臻 電機工程學系 申請 

趙○鈞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申請 

許○茹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申請 

夏○駿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申請 

李○翔 資訊工程學系 申請 

吳○柔 資訊工程學系 申請 

黃○迦 資訊工程學系 申請 

應屆錄取國立臺灣大學（考試分發 22 名）（申請

暨繁推 40 人）總計 62 人。（榜單如下） 1
姓名 學系 招生類別

高○峰 化學工程學系 申請 

白○旻 化學工程學系 申請 

李○陽 化學工程學系 申請 

黃○翔 財務金融學系 分發 

游○文 國際企業學系 申請 

王○旂 國際企業學系 申請 

蔡○如 經濟學系 分發 

溫○蓁 外國語文學系 分發 

林○廷 外國語文學系 申請 

胡○詮 會計學系 分發 

陳○軒 會計學系 申請 

陳○筠 會計學系 繁推 

李○毅 土木工程學系 申請 

高○淵 工管系企業管理組 申請 

李○儒 工管系企業管理組 申請 



 

 

 

2
應屆錄取國立臺灣大學（考試分發 22 名）（申請

暨繁推 40 人）總計 62 人。（榜單如下） 

姓名 學系 招生類別

劉○琪 工管系科技管理組 分發 

王○博 工管系科技管理組 分發 

陳○紘 化學系 申請 

唐○章 心理學系 分發 

潘○恆 心理學系 申請 

范○綦 生化科技學系 分發 

容○鈞 生命科學系 分發 

卓○翔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申請 

蔡○泓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分發 

陳○博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分發 

葉○洋 地質科學系 申請 

王○晴 護理學系 申請 

黃○瑞 物理治療學系 申請 

張○綾 物理治療學系 申請 

蕭○蓁 物理治療學系 申請 

陳○祺 物理治療學系 申請 

姓名 學系 招生類別

彭○驊 社會學系 分發 

莊○維 社會學系 分發 

陳○任 人類學系 分發 

裴○謙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分發 

賴○廷 園藝暨景觀學系 申請 

陳○榛 資訊管理學系 申請 

劉○宇 資訊管理學系 申請 

陳○寧 農業經濟學系 分發 

莊○贊 農業經濟學系 申請 

劉○妤 圖書資訊學系 申請 

馬○異 圖書資訊學系 申請 

盧○賢 機械工程學系 分發 

李○璋 機械工程學系 申請 

王○絜 職能治療學系 分發 

張○涵 醫檢暨生技學系 分發 

蔡○芳 森林系 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