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紘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黄○程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謝○陽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吳○杰 國立成功大學 牙醫學系

李○霖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周○翰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曹○御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莊○博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羅○瑄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倪○宏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陳○志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吳○倫 輔仁大學 醫學系

楊○錕 輔仁大學 醫學系

劉○駒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林○賢 長庚大學 醫學系

陳○嘉 長庚大學 中醫學系

徐○睿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張○閎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黃○卉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黃○辰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謝○佑 國防醫學院 牙醫學系

110大學升學榜單

醫、牙學系錄取名單(21人)



邱○紘 醫學系 個人申請
黄○程 醫學系 個人申請
謝○陽 醫學系 個人申請
吳○叡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劉○均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姚○起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吳○庭 電機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許○淯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廖○鈞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李○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林○辰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范○逸 資訊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劉○瑄 物理學系 考試分發
趙○頡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徐○睿 化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湯○如 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陳○翔 機械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彭○恩 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徐○諭 法律學系 繁星推薦
洪○涵 法律學系 個人申請
邱○庭 國際企業學系 考試分發
李○ 國際企業學系 個人申請

林○勛 國際企業學系 個人申請
林○辰 財務金融學系 考試分發
翁○華 財務金融學系 考試分發
謝○ 會計學系 考試分發

劉○麟 經濟學系 考試分發
薛○樺 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吳○瑋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蔡○穎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杜○勳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吳○戎 物理治療學系 個人申請
林○羽 物理治療學系 個人申請
李○賢 政治學系 考試分發
柯○廷 生化科技學系 個人申請
王○馨 生化科技學系 個人申請
施○澤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許○佑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廖○ 工商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吳○萱 工商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周○賢 工商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58人)



徐○庭 外國語文學系 個人申請
鍾○景 藥學系 個人申請
張○閎 獸醫學系 考試分發
邱○媛 戲劇學系 考試分發
蔡○炫 社會工作學系 考試分發
趙○杉 地質科學系 個人申請
吳○儒 地質科學系 考試分發
洪○翔 農業化學系 個人申請
李○ 農業化學系 個人申請

江○叡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考試分發
蔡○陽 農藝學系 繁星推薦
楊○葳 圖書資訊學系 個人申請
王○安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考試分發
賴○予 中國文學系 考試分發
郭○妏 園藝暨景觀學系 考試分發
楊○婷 園藝暨景觀學系 考試分發
鍾○臻 園藝暨景觀學系 考試分發

王○盛 電機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吳○羲 電機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謝○烜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蔡○鋒 電機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劉○傑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蕭○豐 資訊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曾○全 物理學系 特殊選材
謝○融 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張○庭 物理學系 繁星推薦
李○庭 化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邱○騫 化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張○敬 運動科學系 考試分發
張○荏 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個人申請
董○禹 化學系 考試分發
林○磊 數學系 考試分發
陳○萱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個人申請
王○閎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蔡○伊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王○涵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汪○昌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考試分發
連○安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黃○庭 藝術學院學士班 個人申請
黃○睿 理學院學士班 考試分發

國立清華大學(25人)



蔡○穎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個人申請
戴○佑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乙組 考試分發

朱○桓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傅○恩 電機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謝○佑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蔡○恩 電機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吳○謙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林○愷 資訊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施○江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施○邁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謝○宇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姚○楷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黃○蓁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林○芸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陳○硯 生物科技學系 個人申請
施○謙 光電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劉○德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劉○安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黃○茵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黃○辰 百川學士學位學程 特殊選材
詹○彤 電子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蔡○豫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王○鈞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個人申請
賴○羽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個人申請
陳○宇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個人申請
黃○卉 藥學系 個人申請
張○銘 藥學系 繁星推薦
邱○智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考試分發
禇○佑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考試分發

吳○杰 牙醫學系 考試分發
李○和 資訊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林○弘 化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楊○恩 機械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林○霆 機械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呂○佑 機械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許○陽 法律學系 考試分發
劉○瑜 外國語文學系 個人申請
林○丞 都市計劃學系 個人申請
盛○儒 數學系 考試分發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27人)

國立成功大學(19人)



洪○媛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考試分發
王○恩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陳○笙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薛○昇 心理學系 考試分發
蔡○達 化學系 個人申請
黃○予 化學系 個人申請
舒○蓁 職能治療學系 個人申請
吳○宣 護理學系 個人申請
林○邦 數學系 繁星推薦

黃○翰 法律學系 考試分發
裘○弘 法律學系 考試分發
蕭○加 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劉○宇 經濟學系 考試分發
謝○芸 經濟學系 考試分發
沈○妤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廖○萱 中國文學系 考試分發
金○宜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考試分發
陳○樺 企業管理學系 繁星推薦
蕭○倫 教育學系 考試分發
成○儒 外交學系 考試分發
榮○萱 外交學系 個人申請
鄭○耀 外交學系 考試分發
吳○杰 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崔○皓 歐洲語文學系 個人申請
陳○ 應用數學系 考試分發

陳○寬 資訊科學系 個人申請
王○毅 斯拉夫語文學系 考試分發
林○承 心理學系 考試分發
高○翔 企業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賴○慈 財務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周○翰 醫學系 考試分發
羅○瑄 醫學系 個人申請
李○霖 醫學系 個人申請
曹○御 醫學系 繁星推薦
莊○博 醫學系 考試分發
周○婕 藥學系 個人申請
徐○彤 藥學系 考試分發
張○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李○儀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國立政治大學(21人)

臺北醫學大學(18人)



賴○燊 保健營養學系 個人申請
李○廷 公共衛生學系 個人申請
倪○宗 護理學系 個人申請
李○葳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曾○心 呼吸治療學系 個人申請
姚○雁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個人申請
李○睿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個人申請
黃○媃 護理學系 考試分發
陳○梓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劉○駒 醫學系 個人申請
李○煌 護理學系 考試分發

吳○倫 醫學系 繁星推薦
楊○錕 醫學系 考試分發
沈○華 物理學系 考試分發
游○儕 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陳○蓁 會計學系 個人申請
張○惟 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盧○豪 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陳○葶 經濟學系 考試分發
林○秀 資訊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彭○暘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林○ 統計資訊學系 考試分發

楊○為 織品服裝學系 考試分發
李○謙 景觀設計學系 考試分發
林○睿 企業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林○傑 企業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許○赫 餐旅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翟○睎 財經法律學系 個人申請
莊○頡 企業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林○妗 人工智慧與資訊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個人申請
邱○詩 統計資訊學系 個人申請
方○勛 統計資訊學系 考試分發
陳○瑋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考試分發
廖○樺 統計資訊學系 個人申請
林○臻 生命科學系 考試分發
楊○筑 化學系 個人申請
陳○哲 人工智慧與資訊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個人申請
熊○佑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考試分發
李○璇 食品科學系 考試分發

馬偕醫學院(2人)

輔仁大學(36人)



陳○璇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考試分發
陳○ 公共衛生學系 個人申請

廖○豊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考試分發
簡○恩 臨床心理學系 個人申請
吳○嫻 應用美術學系 考試分發
施○薰 企業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楊○宇 統計資訊學系 個人申請
黃○莙 臨床心理學系 個人申請

倪○宏 醫學系 考試分發
陳○志 牙醫學系 個人申請
徐○媛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考試分發
黃○昀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考試分發

林○賢 醫學系 考試分發
陳○嘉 中醫學系 考試分發
李○毅 電機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劉○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陳○安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吳○蕙 物理治療學系 考試分發
郭○翎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王○斌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陳○霖 工商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黃○智 工商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李○賢 工商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蔡○安 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個人申請
王○宇 生物醫學系 個人申請
吳○琪 電子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張○甄 職能治療學系 個人申請
程○瑜 生物醫學系 個人申請
雷○揚 生物醫學系 考試分發
林○安 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葉○瑜 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陳○辰 生物醫學系 個人申請
繆○齊 工業設計學系 考試分發
鄭○ 工業設計學系 個人申請

陳○卉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考試分發
施○緯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考試分發

黃○卉 醫學系 學校推薦
徐○睿 醫學系 學校推薦

中山醫學大學(4人)

國防醫學院(7人)

長庚大學(24人)



黃○辰 醫學系 學校推薦

張○閎 醫學系 學校推薦

謝○佑 牙醫系 學校推薦

蔡○諺 護理系 學校推薦

楊○瑋 護理系 學校推薦

廖○毅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代訓生 學校推薦

江○紘 藥用化妝品學系 考試分發
孫○倢 藥用化妝品學系 個人申請
李○仲 運動醫學系 考試分發

陳○瑗 藥學系 考試分發
廖○瑄 藥學系 個人申請
魏○栩 公共衛生學系 考試分發
陳○銨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考試分發
張○芃 心理學系 考試分發
陳○均 職能治療學系 個人申請

王○ 資訊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陳○璁 應用數學系 個人申請

周○堯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陳○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陳○諺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刁○齊 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周○郡 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陳○翰 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李○陶 資訊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林○宇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呂○永 企業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左○馨 企業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蔡○羚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林○涵 地球科學學系 考試分發
楊○葦 工學院學士班 考試分發
鍾○儒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吳○庭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李○穎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許○安 資訊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國立中山大學(2人)

國立中央大學(16人)

國立中正大學(10人)

中國醫藥大學(3人)

高雄醫學大學(6人)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1人)



潘○達 機械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廖○毅 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黃○芳 政治學系 個人申請
林○婷 中國文學系 考試分發
黃○倫 生物醫學科學系 考試分發
林○庭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考試分發
陳○廷 企業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于○平 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考試分發
張○愷 通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陳○圻 物理學系 考試分發
薛○仁 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朱○翔 機械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許○閣 機械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張○齊 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陳○達 土木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江○芸 中國文學系 考試分發
蔡○柔 昆蟲學系 考試分發
詹○馨 森林學系 考試分發
高○寬 水土保持學系 考試分發
陳○全 應用數學系 個人申請

夏○喬 電機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林○宇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翁○禾 歷史學系 考試分發

胡○恩 農藝學系 個人申請

王○甄 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林○約 資訊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顏○寬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林○晅 法律學系 考試分發
簡○婷 法律學系 個人申請
戚○程 會計學系 考試分發
陳○勤 會計學系 個人申請
張○睿 會計學系 個人申請
吳○芸 會計學系 考試分發
陳○軒 會計學系 個人申請

國立嘉義大學(1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1人)

國立臺北大學(18人)

國立中興大學(11人)

國立宜蘭大學(2人)

國立東華大學(1人)



劉○安 會計學系 考試分發
謝○芸 經濟學系 考試分發
尤○綸 經濟學系 考試分發
陳○荷 中國文學系 考試分發
李○姍 企業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王○瑜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李○萱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個人申請
洪○瑩 企業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游○瑄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考試分發
謝○庭 企業管理學系 繁星推薦

黃○蕎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考試分發
謝○甫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考試分發
陳○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考試分發

吳○彤 特殊教育學系 個人申請
何○澄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王○安 資訊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胡○恩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蔡○妍 物理學系 繁星推薦
馬○里 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蔡○達 物理學系 個人申請
洪○華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考試分發
陳○馨 企業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陳○安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繁星推薦
高○昇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考試分發
王○爲 設計學系 個人申請

林○諭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劉○凝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林○安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黃○傑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張○鈞 資訊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吳○叡 資訊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張○傑 運輸科學系 個人申請
曾○韻 海洋環境資訊系 個人申請
朱○昕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曹○辰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考試分發
魏○勳 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考試分發
蕭○云 航運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9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5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5人)

國立臺南大學(1人)



蔡○諺 運輸科學系 個人申請
簡○峻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個人申請
何○毅 商船學系 考試分發

趙○可 廣播電視學系 考試分發

王○瑀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個人申請
許○賓 歷史與地理學系 考試分發
莫○奕 幼兒教育學系 考試分發
林○宸 教育學系 個人申請
陳○祐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個人申請

陳○儒 機械與材料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郭○瑀 工業設計學系 個人申請

鍾○穎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陳○禹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林○宇 化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林○翰 機械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吳○豪 商業設計學系 個人申請
呂○樵 應用數學系 個人申請
賴○霖 電子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彭○威 電子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阮○蕾 建築學系 個人申請

王○錚 法律學系 個人申請
黃○凱 法律學系 個人申請

胡○瑋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黃○凱 電機工程學系 考試分發
鄒○宏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張○銘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張○嘉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潘○盈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顧○瑄 英語暨傳播應用學系 個人申請
洪○茵 新聞學系 個人申請
林○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考試分發

方○之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個人申請
侯○庭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2人)

元智大學(6人)

世新大學(5人)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人)

臺北市立大學(5人)

大同大學(2人)

中原大學(9人)



張○瑄 法律學系 個人申請
劉○薇 會計學系 個人申請
陳○榆 會計學系 個人申請
蔡○妮 會計學系 考試分發
曾○絨 經濟學系 考試分發
劉○伶 經濟學系 考試分發
吳○毅 政治學系 考試分發
高○軒 政治學系 考試分發
陳○希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吳○齊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陳○瑋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吳○軒 中國文學系 考試分發
林○芸 日本語文學系 考試分發
劉○恩 日本語文學系 繁星推薦
卓○宏 社會學系 考試分發
陳○宇 企業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王○聿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個人申請
吳○蔚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個人申請
林○軒 資料科學系 個人申請
翁○廷 社會學系 考試分發
游○鈞 企業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王○騫 資料科學系 個人申請
林○承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個人申請
李○程 資料科學系 考試分發
張○苹 資料科學系 個人申請
傅○翔 英文學系 個人申請

郭○頡 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張○程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洪○均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柯○安 財務金融學系 個人申請
方○庭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范○○泰 企業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連○寰 英文學系 個人申請
藍○一 教育科技學系 考試分發
蘇○如 資訊傳播學系 個人申請
簡○軒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個人申請
張○翔 資訊工程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考試分發
黃○宸 資訊工程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個人申請
張○嫕 運輸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東吳大學(26人)

淡江大學(17人)



黃○翔 管理科學學系 考試分發
盧○卉 運輸管理學系 考試分發
蔡○凱 產業經濟學系 個人申請
黃○崴 化學學系 個人申請

鍾○宸 土木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徐○懷 美國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資訊工程雙學士學位學程 個人申請
彭○琁 精密系統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個人申請
曾○謙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個人申請
鄭○軒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繁星推薦

周○瑄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考試分發
張○陽 公共衛生學系 個人申請

劉○璋 職能治療學系 個人申請

許○馨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個人申請
陳○錡 建築設計學系 考試分發

高○睿 法律學系 個人申請
高○庭 法律學系 考試分發
張○庭 建築學系 考試分發
馮○耀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 考試分發

逢甲大學(5人)

慈濟大學(2人)

義守大學(1人)

實踐大學(2人)

銘傳大學(4人)

Reg1
新建印章



何○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簡○俊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林○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黃○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張○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機械工程組

賴○燊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林○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學士班

盧○帆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學士班

劉○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材料組

王○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郭○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顏○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張○陽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

科技大學

Reg1
新建印章



曾○瑋 USA+Purdue University Exploratory Studies

張○瑄 芝加哥大學 經濟系

林○邦 The USA,Northeastern University N.U. in Program(Engineering)

林○邦 The USA,Purdue University First Year Engineering

林○邦 The USA,University of Maryl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林○邦 The USA,Texas A&M University General Engineering

林○邦 The US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林○璿 美國 伊利諾州立大學 工業工程

黃○智 英國雪菲爾大學 Mechatronic and Robotic Engineering

曾○瑋 Australia+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and Bachelor of Commerce

曾○瑋 Australia +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 Quantum Engineering

曾○瑋 Australia+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Chemical and Biomolecular Engineering)

曾○瑋 Australia+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劉○薇 荷蘭 阿姆斯特丹大學 Economics and Business Economics

林○軒 Holland/University of Amsterdam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李○賢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economics

李○賢 荷蘭鹿特丹伊拉斯謨斯大學 Department of business economics

陳○辰 匈牙利國立德布勒森大學 醫學系

陳○萱 NYU Shanghai Undecided

陳○萱 Duke Kunshan University Undecided

李○賢 中國西安交通利物浦大學 Economics and finance

楊○宇 澳洲雪梨大學 商學系

林○宣

國外大學

英國牛津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