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年度大學升學表現優異

本校應屆榜單錄取醫學、牙醫系共 19

人，其中 3 人錄取臺大醫學系。 

臺大共錄取 71 人，蟬聯全國私校之冠。

本校應屆畢業生中每 5 人就有 1 位錄取醫、牙學系或臺

灣大學。臺清交成政共錄取 148 人，平均每 3 人就有 1

人可上頂大。詳細榜單請參閱本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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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 招生類別

胡○棠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黃○瑋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許○睿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考試分發 

岳○霈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謝○儒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陳○馨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考試分發 

陳○瑄 ⻑庚大學 醫學系 考試分發 

王○翔 輔仁大學 醫學系 考試分發 

張○翔 輔仁大學 醫學系 考試分發 

陳○呈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應屆錄取各校醫學、牙醫學系（考試分發 8 名）

（個人申請 11 人）總計 19 人。（榜單如下）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 招生類別

顏○浩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考試分發 

劉○淳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吳○恩 國防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何○沛 國防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許○隆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考試分發 

廖○進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考試分發 

徐○承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個人申請 

李○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個人申請 

容○鈞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 個人申請 

    

 



 

 

 
 
  

姓名 學系 招生類別

許○睿 醫學系 分發 

黃○瑋 醫學系 申請 

胡○棠 醫學系 申請 

許○隆 牙醫學系 分發 

吳○庭 電機工程學系  推薦 

林○勳 電機工程學系 申請 

陳○廷 電機工程學系 申請 

廖○安 電機工程學系 分發 

陳○穎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申請 

梁○誠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申請 

黃○雯 資訊工程學系 申請 

陳○翰 資訊工程學系 推薦申請 
 

應屆錄取國立臺灣大學（考試分發 34 名）（申請

暨繁推 37 人）總計 71 人。（榜單如下） 1
姓名 學系 招生類別

謝○崴 化學工程學系  推薦 

楊○婷 化學工程學系 申請 

朱○文亮 化學工程學系 申請 

葉○霖 化學工程學系 申請 

吳○彥 化學工程學系 申請 

任○翰 化學工程學系 申請 

陳○哲 法律學系法學組 分發 

詹○寧 法律學系司法組 申請 

鍾○正 法律學系司法組 分發 

許○翔 財務金融學系 申請 

賴○澤 財務金融學系 分發 

吳○禎 財務金融學系 分發 
 



 

 

2
應屆錄取國立臺灣大學（考試分發 34 名）（申請

暨繁推 37 人）總計 71 人。（榜單如下） 

姓名 學系 招生類別

游○ 財務金融學系 分發 

楊○承 財務金融學系 分發 

馬○寧 國際企業學系 申請 

張○寧 國際企業學系 分發 

徐○婧 經濟學系 申請 

李○玨 經濟學系 分發 

鄭○喆 經濟學系 分發 

林○晶 會計學系 申請 

金○祺 會計學系 分發 

蔡○中 外國語文學系 分發 

范○珺 外國語文學系 分發 

郭○妮 土木工程學系 申請 
 

姓名 學系 招生類別

廖○嶸 大氣科學系 申請 

吳○洋 大氣科學系 分發 

黃○博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申請 

吳○亭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分發 

簡○澔 生化科技學系 分發 

黃○軒 生化科技學系 分發 

佟○麒 生化科技學系 分發 

黃○詮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分發 

林○博 昆蟲學系 申請 

徐○澤 昆蟲學系 申請 

范○仲昱 昆蟲學系 分發 

陳○豪 物理治療學系 申請 
 



 

 

 

3
應屆錄取國立臺灣大學（考試分發 34 名）（申請

暨繁推 37 人）總計 71 人。（榜單如下） 

姓名 學系 招生類別

張○翎 社會學系 分發 

陳○如 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 申請 

陳○琪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分發 

陳○瑄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分發 

魏○庭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分發 

蔡○承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分發 

林○洋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分發 

陳○妤 資訊管理學系 申請 

楊○寬 資訊管理學系 申請 

吳○育 資訊管理學系 申請 

莊○涵 農業化學系 分發 

何○勳 農業經濟學系 分發 
 

姓名 學系 招生類別

楊○涵 圖書資訊學系 申請 

楊○柔 機械工程學系 申請 

廖○慶 機械工程學系 申請 

花○鴻 機械工程學系 申請 

劉○辰 職能治療學系 申請 

黃○諭 職能治療學系 申請 

徐○亨 職能治療學系 分發 

陳○廷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分發 

謝○佾 獸醫學系 申請 

陳○妍 獸醫學系 分發 

劉○廷 藥學系 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