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9年高中部錄取國立大學/國立科大/醫學大學名單★ 

序號 班級 姓名 錄 取 學 校 錄取學系(組) 直升入學 

1 高三義 陳奕宏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淡江國中部 

2 高三仁 宋修宏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淡江國中部 

3 高三義 王永睿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  淡江國中部 

4 高三義 林久妍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    

5 高三義 林靖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淡江國中部 

6 高三義 余欣媛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淡江國中部 

7 高三美 李宗諭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淡江國中部 

8 高三美 楊硯丞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淡江國中部 

9 高三美 徐薇婷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10 高三仁 李婉瑄 國立清華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淡江國中部 

11 高三義 鄭宇翔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淡江國中部 

12 雙語三 陳宣 國立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3 高三義 盧逸諼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系  淡江國中部 

14 高三義 許慈倩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自然組  淡江國中部 

15 高三義 王琦耀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淡江國中部 

16 高三義 陸恩荻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17 高三義 楊哲沅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淡江國中部 

18 高三義 林伯穎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淡江國中部 

19 高三義 林冠綸 國立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20 高三忠 陳佳翔 國立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系   

21 高三義 李威遠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淡江國中部 

22 雙語三 陳宣 國立中興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23 高三義 林彥彤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淡江國中部 

24 高三義 阮品淵 國立中興大學  農藝學系  淡江國中部 

25 高三義 李威遠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淡江國中部 

26 高三義 李承鴻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淡江國中部 

27 高三義 吳京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淡江國中部 

28 高三義 張嘉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淡江國中部 

29 高三義 胡揚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淡江國中部 

30 高三仁 張如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淡江國中部 

31 雙語三 陳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32 高三義 吳易璨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淡江國中部 

33 高三美 高國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淡江國中部 

34 高三義 蔡牧祈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35 高三義 湯存稔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淡江國中部 

36 高三義 蔡秉紘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應用化學系 淡江國中部 

37 高三義 洪小育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聽力組  淡江國中部 



序號 班級 姓名 錄 取 學 校 錄取學系(組) 直升入學 

38 高三義 潘明佳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淡江國中部 

39 幼廣三 李佳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淡江國中部 

40 商經三 許之譯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臺北校區)   

41 高三美 王韋甯 倫敦藝術大學 聖馬丁學院藝術與設計學系   

42 高三美 蔡政澔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 淡江國中部 

43 高三義 陳宥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淡江國中部 

44 高三義 李忻柔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45 高三音 陳家雅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淡江國中部 

46 高三音 陳維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擦弦組(二)-低音擦弦   

47 高三美 林俊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淡江國中部 

48 高三美 陳玉卿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49 高三美 嚴婕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50 高三美 朱冠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淡江國中部 

51 高三音 王紫潔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淡江國中部 

52 高三音 沈宜柔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53 高三美 呂翌瑄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54 美語三 胡承恩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一般組)   

55 高三義 許濟川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淡江國中部 

56 高三孝 吳之鎧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57 高三孝 鍾祈安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58 高三仁 林柏慶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59 高三仁 周庭宇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60 高三義 練雯嘉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61 日語三 陳琮鎧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62 高三音 陳少逸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淡江國中部 

63 高三音 沈宜柔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64 高三義 湯存稔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淡江國中部 

65 高三義 廖涵宇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淡江國中部 

66 高三義 許濟川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淡江國中部 

67 高三美 林雨靜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學系    

68 高三義 陳宥銓 國立嘉義大學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淡江國中部 

69 高三音 林鴻恩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   

70 高三忠 陳丹灝 國立宜蘭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淡江國中部 

71 高三信 許欽盛 國立東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淡江國中部 

72 高三音 賴佳欣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甲組   

73 高三美 李宗諭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淡江國中部 

74 高三美 楊硯丞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淡江國中部 

75 高三美 蔡政澔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淡江國中部 

76 高三美 姚玟菁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淡江國中部 

77 高三美 張玉京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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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高三美 嚴婕融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79 高三美 尤黎固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淡江國中部 

80 高三義 陸克齊 國立東華大學  歷史學系  淡江國中部 

81 高三音 林鴻恩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82 高三美 李宗諭 國立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淡江國中部 

83 高三音 賴佳欣 國立屏東大學 音樂學系   

84 高三義 陳奕宏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淡江國中部 

85 高三美 鄭庭昀 國立屏東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造形藝術組    

86 高三義 林明葦 國立金門大學  華語文學系  淡江國中部 

87 高三音 張樂平 國立臺東大學 音樂學系〈一般生〉   

88 高三信 陳彥彤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89 資訊三 趙婉妤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90 幼廣三 吳佳沁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淡江國中部 

91 高三義 廖成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資學院學士班 淡江國中部 

92 高三義 廖成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學系 淡江國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