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高中部錄取國大/醫大/科大名單★★ 

序號 班級 姓名 錄 取 學 校 錄取學系(組) 

1 高三義 江威承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2 高三義 陳楚勳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3 高三義 楊哲瑀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4 高三義 戴妮希 國立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5 高三美 陳柏諺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6 高三美 何孟馨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7 高三美 張宏彥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8 高三義 許恩瑋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9 高三義 鄭允中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10 高三義 夏慶華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11 高三義 張家愷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12 高三義 陳柏云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3 高三義 鄧友榕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14 高三義 李主揚 國立中正大學 政治學系 

15 高三義 陳柏諭 國立中正大學 哲學系 

16 高三義 林孜妮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17 高三忠 洪碩謙 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 

18 高三義 陳柏云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9 高三義 張 甯 國立中興大學 行銷學系 

20 高三義 梁育軒 國立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21 雙語三 陳泓伶 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  

22 高三義 陳柏云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23 高三音 楊采璇 國立中山大學 音樂學系 

24 美語三 梁榆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25 美語三 顏琳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26 美語三 梁榆婕 台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27 美語三 顏琳真 台灣師範大學 體育系 

28 雙語三 陳宇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29 高三美 張嘉悅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30 高三義 謝雨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31 高三義 李蕙君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學系  

32 高三義 張 甯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3 高三忠 李明儒 國立金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34 雙語三 李蕓慈 國立金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35 雙語三 李蕓慈 國立金門大學 華語文學系 

36 高三忠 林佩蓁 國立嘉義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37 高三義 歐陽伯承 國立嘉義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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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高三音 張星鵬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 

39 高三音 洪宇萱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綜合樂器 

40 高三音 盧宥霖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 

41 高三音 王珮萱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42 高三義 吳庭慧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43 雙語三 呂紹誠 國立東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44 雙語三 繆芫沅 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45 高三音 王珮萱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甲組 

46 高三美 徐士雅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47 高三忠 黃立心 國立東華大學 華文文學系 

48 高三美 張嘉悅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49 雙語三 鄧乃堂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50 高三美 游佳榕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51 高三孝 鄭涵曦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52 高三忠 江珮筠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53 高三信 洪行云 國立聯合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54 高三信 許聿萱 國立屏東大學  科普傳播學系  

55 高三義 戴妮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56 高三義 戴妮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57 高三義 謝欣紛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58 高三義 張 甯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59 高三忠 郭景玄 臺北市立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60 高三仁 朱觀苓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61 高三義 戴妮希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62 高三孝 張耀祖 台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63 高三仁 江明哲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習 

64 高三義 張 甯 臺北市立大學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65 美語三 周欣儀 台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66 日語三 張博智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67 雙語三 陳宇辰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68 雙語三 林潔安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 

69 美語三 周欣儀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70 高三義 洪子琦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71 日語三 吳聲緯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72 高三音 洪承謙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73 高三音 吳孟璇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74 高三忠 吳梓瑄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75 高三美 洪雅琳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學系  

76 高三美 曾以樺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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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高三美 廖宣雅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78 高三音 許淙凱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79 雙語三 雅 妮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80 高三音 林思邑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81 高三美 萬志軒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82 高三美 王岱悕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83 高三美 蕭曼瑄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84 雙語三 雅 妮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85 高三音 林思邑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86 高三義 魯直葳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電影創作學系  

87 高三美 萬志軒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 

88 高三美 陳彥蓉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動畫學系  

89 高三義 蕭楚霖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90 雙語三 林 恩 馬偕醫學院  護理學系  

91 高三義 張 甯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92 高三義 邵柔榛 臺北醫學大學  食品安全學系  

93 資商三 林妍欣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94 高三義 陳柏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學士班 

95 高三義 陳品翰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96 高三義 陳品翰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97 高三義 陳品翰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98 高三義 曾祥家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99 高三義 戴妮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100 高三義 陳柏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菁英班 

101 高三義 陳柏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102 高三義 陳柏云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程學士班 

103 美語三 倪珂欣 南京藝術大學 南京藝術大學 

104 日語三 沈柏宇 城西國際大學 經營情報學部 

105 雙語三 鄧乃堂 英國倫敦藝術大學 採購學系 

106 高三音 洪宇萱 法國巴黎師範音樂學院 音樂學系 

107 高三音 劉芷君 法國巴黎師範音樂學院 音樂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