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淡江高中高中部錄取國立/醫大/科大等名單★★★
序號 姓  名 錄 取 學 校 校  系  名  稱 直升入學

1 施宣宇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 國中部直升

2 陳偉定 國立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國中部直升

3 李務語 國立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國中部直升

4 陳柏瑋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國中部直升

5 章百儀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國中部直升

6 王靜苹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7 彭姿云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8 林明靜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9 林宜叡 國立交通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國中部直升

10 李治霖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國中部直升

11 陳宣辰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國中部直升

12 王瑀婕 國立政治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國中部直升

13 鍾宜辰 國立政治大學 土耳其語文學系

14 王俞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15 曾詠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水墨畫組 國中部直升

16 陳怡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國中部直升

17 陳沂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系 國中部直升

18 陳慈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系 國中部直升

19 齊笙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社區輔導與諮商組

20 陳亞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文化與語言學系

21 吳承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22 龔群傑 國立中央大學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中部直升

23 陳禹衡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24 尤紹宇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國中部直升

25 陳祈旭 國立中正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 國中部直升

26 林宸絨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國中部直升

27 潘明玟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國中部直升

28 蘇偉翔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國中部直升

29 陳　荺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國中部直升

30 陳允苹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31 黃暐筑 中山醫學大學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應用化學組

32 林佳賢 台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33 徐玉衡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防護學系

34 朱哲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電影學系 國中部直升

35 呂家齊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國中部直升

36 黃姿綺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37 陳韋均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38 江盈賜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39 劉育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40 陳明嘉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海洋觀光管理系

41 張耀文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42 陳暄興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中部直升

43 林芮彣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國中部直升

44 林冠瑜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國中部直升



45 王浩君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學系

46 陳鉦錡 臺北市立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國中部直升

47 陳可甯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國中部直升

48 洪于浩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49 高玉竹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50 楊思遠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51 郭品榕 國立宜蘭大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國中部直升

52 蔡宛妊 國立金門大學 長期照護學系

53 雷耘祺 國立台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國中部直升

54 蔡欣妤 國立聯合大學 華語文學系 國中部直升

55 韓承熹 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

56 盧萩原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國中部直升

57 江葦庭 國立東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國中部直升

58 以斯帖卡帝 國立東華大學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59 沈逸洋 國立台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國中部直升

60 許詠強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61 洪詠翔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62 馬誌家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系 國中部直升

63  于修婷 國立體育大學 競技系 國中部直升

64 劉宇軒 國立體育大學 球類運動技術系

65 林俊佑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系 國中部直升

66 紀  潔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67 楊貽均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幼保系

68 林家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國中部直升

69 李奕融 英國倫敦藝術大學 美術系 國中部直升

70 黎立恩 國防大學 新聞學系 國中部直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