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高中部錄取國立大學/醫大/科大名單★ 

◆ 恭賀!! 高三義 張耕綸 錄取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序號 班級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學系(組) 

1 高三義 鄭凱駿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2 高三孝 陳亭婷 國立清華大學 體育學系 

3 高三孝 陳映蓁 國立清華大學 體育學系 

4 高三音 陳佳儀 國立清華大學 音樂學系 

5 高三義 李宜臻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6 高三義 簡瑞萱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7 高三義 江家豪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8 高三義 張耕綸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9 高三義 洪晟鈞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10 高三義 張文哲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學系  

11 高三孝 溫睿玲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 

12 高三義 彭真聖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13 高三義 賴品萱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14 高三義 李胤弘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15 高三信 沈子靖 國立中正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 

16 高三義 林筠笙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17 高三孝 蘇珮綾 國立中正大學  心理學系 

18 高三義 李信漢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19 高三義 謝沂蓁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20 高三音 陳柏翰 國立中山大學 音樂學系 

21 高三音 陳香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22 高三義 黃宇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23 高三義 林佳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24 高三信 謝沅澄 國立海洋大學 海洋工程科技系 

25 高三義 賴維新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26 高三義 賴維新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27 高三義 賴維新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 A組 

28 高三義 賴維新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 

29 高三義 陳品妤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30 高三義 張樺丰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31 高三信 黃翊銘 國立金門大學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32 高三義 林怡欣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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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三孝 陳菀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34 高三信 趙洸佑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5 高三美 周明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36 高三美 陳宣宇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37 高三美 陳芊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38 高三義 蕭淯勻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9 高三愛 黃子恒 臺北市立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40 高三義 王冠鈴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41 高三音 馬永霖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42 雙語三 徐詩閔 臺北市立大學  城市發展學系  

43 雙語三 梁之容 國立臺南大學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44 高三音 林聖峰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 

45 高三音 朱芷葳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綜合樂器 

46 高三音 陳羿如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綜合樂器 

47 高三音 廖雯淋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綜合樂器 

48 高三義 黃麒安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49 高三義 盧逸新 國立嘉義大學  中國文學系  

50 高三義 李冠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51 高三義 李姵瑩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52 高三美 蔡毓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學系  

53 高三義 李冠廷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國際組 

54 高三美 全奇恩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55 高三美 宋紀承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56 高三美 黃威翔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57 高三美 范碩恩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58 高三美 張雅婷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59 雙語三 陳品潔 國立東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60 高三仁 陳意婷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61 高三愛 郭承峰 國立臺東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62 高三美 宋彥祥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63 高三美 范碩恩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64 高三愛 那妃璇 國立臺東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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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高三美 李禹彤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66 高三音 何皓賢 國立屏東大學 音樂學系 

67 高三義 鄭宏閔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68 高三信 廖芯曼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一般組) 

69 高三孝 梁晶晶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70 雙語三 林重愷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戲劇系 

71 高三美 周明翰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72 高三美 稻見紀光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劇場設計系 

73 高三美 葉姵維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74 高三義 張耕綸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75 高三義 張婷雯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76 高三義 王冠鈴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77 高三義 林沛萱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78 高三義 王雨潔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79 高三義 王冠鈴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80 高三義 許孝堃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81 幼美三 吳幸潔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82 幼美三 吳幸潔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83 幼美三 施怡寧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84 幼美三 魏逸湘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85 幼美三 陳希知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工程系 

86 商經三 許嘉萱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