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 甲 連 登  金 榜 題 名  成 績 斐 然
本校108學年度大學放榜成績輝煌，臺、清、交、政全都錄!

謝辰陽同學學測選考四科滿級分

90位學生中 臺大及1位醫學系

賀

姓名 學校 學系 姓名 學校 學系 姓名 學校 學系

＊謝辰陽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良軒 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邱俊瑜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陳昭宇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學系 ＊吳佳穎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柏宣邑 元智大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李可懷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學系 ＊黃日雲 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工商管理系 ＊洪立恒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黃泓銘 輔仁大學 醫學系 ＊魏于翔 國防大學 中正理工學院不分系 ＊勞麒維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張家寧 英國諾丁漢大學 國際傳播學系 ＊賴濰凱 國立宜蘭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廖祐陞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王文芯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林明凱 國立台南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莊智捷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郭冠德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兆鈞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黎志緯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90位學生中3位學生錄取臺大及1位醫學系

本校學生國立大學及醫學校系錄取率近七成(＊為達國立大學錄取標準之學生)

＊郭冠德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兆鈞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黎志緯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莊書寧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李涵碩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楊珮宜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陳奕荃 國立陽明大學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 ＊李凱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潘孟旂 銘傳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蘇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黃紹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曾沛姍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林孟潔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鄭　琪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西餐廚藝系 黃耀原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陳俊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倪彥傑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應用化學系 吳婕瑈 銘傳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吳冠勳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李威葳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王雨玲 實踐大學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

＊吳康瑋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饒嘉倚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 趙庭嫣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古子峻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林宥任 長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謝旻純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呂安蒂 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 ＊賴敏淳 長庚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 徐鈺雯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許水翔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黃榆萱 逢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葉禮聿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梁秉慈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劉欣燕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沈諺孺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梁秉慈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劉欣燕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沈諺孺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

＊李昌恩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鄧國智 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學系 段詠柔 中國文化大學 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

＊彭裕翔 國立中正大學 政治學系 ＊蕭　璦 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 吳凱倫 中國文化大學 會計學系

＊林新堡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黃美瑜 東海大學 歷史學系 胡元晨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劉聿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學士班 ＊陳紜珊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胡世暘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吳宇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劉沛禎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 涂正緯 中國文化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陳友璿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陳雨姮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江彩螢 中華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朱羿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楊　謙 中原大學 大學商學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 呂詣翔 中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

＊李帛璠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謝祥浩 中原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陳　薇 長榮大學 美術學系

＊莊　紫 臺北市立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吳縉淳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黃瑞鎮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組

＊蘇文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譚成萱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詹文硯 玄奘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劉鎮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李姵萮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陳亮瑜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