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高中部錄取國大/醫大★★ 

◆恭賀! 高三義 劉廷安 錄取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序號 班  級 姓  名 錄  取  學  校 錄  取  學  系(組) 

1 高三義 德凱恩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2 高三義 吳俊諭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3 高三義 張婷矞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4 高三義 林泓銘 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  

5 高三義 林泓銘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6 高三義 邱家瑜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7 高三義 陳俐妤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8 雙語三 費若彩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9 高三義 劉世杰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10 高三義 高宣宸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11 高三義 江珮菁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12 高三音 高郁媗 國立中山大學 音樂學系-銅管樂、木管樂、擊樂 

13 高三義 曾湘庭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  

14 高三忠 吳思綺 國立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15 高三美 李宜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16 高三義 陸心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17 高三義 瑪雅思‧璣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18 高三義 劉廷安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19 高三義 羅怡庭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20 高三義 楊珈茵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21 高三義 蔡書瑜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22 高三義 林譽恩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23 高三愛 李思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24 高三音 劉元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25 高三忠 王婷律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26 高三音 顏詩容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27 高三音 許羽謙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28 高三音 劉元齊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29 高三美 梁偉群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30 雙語三 鄭戎珮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31 高三美 沈清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學系 

32 高三美 莊又瑄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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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三信 王嘉慶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34 高三音 謝知諺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 

35 高三美 姜泳竹 國立嘉義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36 高三愛 宋知耕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37 高三音 乎南‧ㄚ步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38 高三音 金佳慧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39 高三音 謝知諺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40 高三音 鍾曜而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41 高三美 郭芳慈 國立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42 高三信 官忠賢 國立聯合大學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43 雙語三 王成瑋 國立屏東大學 英語學系 

44 高三音 許羽謙 國立屏東大學 音樂學系 

45 高三音 陳奎元 國立屏東大學 音樂學系 

46 高三音 金佳慧 國立屏東大學 音樂學系 

47 高三孝 高世芳 國立東華大學 社會學系 

48 雙語三 王成瑋 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49 高三音 乎南‧ㄚ步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 

50 高三音 顏詩容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 

51 高三美 聶偉倫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52 高三美 何美慧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53 高三美 張予薽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54 高三美 張歆婕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55 雙語三 鄭 蕓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56 高三美 鄧丞均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57 高三愛 陳昱宏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58 高三愛 劉珈伶 國立臺東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59 雙語三 王成瑋 國立臺東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60 高三音 詹筑淩 國立臺東大學 音樂學系〈一般生〉 

61 高三音 謝岱凌 國立臺東大學 音樂學系〈一般生〉 

62 高三美 張予薽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63 高三信 盧枷賢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理組  

64 高三美 郭芳慈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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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高三愛 宋知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撥弦組 

66 雙語三 鄧宣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電影學系 

67 高三音 陳奎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作曲組 

68 高三音 陳揚歆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作曲組 

69 高三音 陳怡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70 高三美 梁偉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71 高三音 曾逸羚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聲樂組  

72 高三美 朱媛汝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73 高三美 李依融 倫敦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74 高三美 辜晴 倫敦藝術大學 電影道具製作學系 

75 高三音 吳佩璇 維也納 Prayner 音樂學院 音樂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