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學系＋臺大電機 

國立臺灣大學 

王立禾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彭 琝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林新晨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張柏瑀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蔣釆育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陳倪甄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尹奕璇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高博律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王劭夫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陳禹縉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顏楷晨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林暐祥 ⾧庚大學     醫學系 

陳柏融 國立臺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柯復允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謝秉宸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林呈軒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陳柔蓁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組  林至偉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丁亮慈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紀華芹 國立臺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王鼎中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黃廷睿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吳芷寧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姜大吉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陳亮蓁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顏碩廷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王敬淇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薛涵文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洪婧睿 國立臺灣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竇方遠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宋釆容 國立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         王之榆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孫百辰 國立臺灣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郭天祐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巫孟翰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朱雨辰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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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4% 

64% 



 

國立清華大學 
高瑞陽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李沅峻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楊書霆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呂其叡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曾敬桂 國立清華大學 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張詠睿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邱稚荃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第 2 組 

陳奕安 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王少甫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趙中霖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李曜廷 國立交通大學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徐瑞翔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組 

許智恩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鄧芝宜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盧柏瑜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陳琪賀 國立政治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林芷妤 國立政治大學 土耳其語文學系 

呂灦勻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周杰穎 國立政治大學 阿拉伯語文學系 

李湛恩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110學年度國內大學升學榜單 

國立成功大學 
楊 翊 國立成功大學 藥學系 

黃之忻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葉貫裘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學系 

林奕綺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廖芳均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褚 霖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袁嘉駿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盧鈺翔 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吳念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         

施宏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張心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趙柏儒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顏冠綸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陳伯韜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李岱儒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       

陳嬿竹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張詠嵐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車廣真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張積碩 統計資訊學系          梁顏欣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林衍達 哲學系 

輔仁大學 

鄭安軒 法律學系 

許博恩 物理學系 

常有為 資訊管理學系 

郭宣吟 企業管理學系 

賴諟臻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陳于婷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游景瑜 會計學系 

陳璽安 微生物學系 

顏 葳 英文學系 

于承正 日本語文學系 

東吳大學 

110學年度國內大學升學榜單 
國立、私立大學 
劉子瑄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管理學士班 

林佳明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全英文組 

呂東益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楊睿紘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陳思敏 國立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林琮博 高雄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余亞桐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鍾心翰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朱鴻琪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曾定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易心喬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型設計學系設計組 

林世宗 國立聯合大學     建築學系 

陳宜姍 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陳品叡 ⾧庚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郭倬君 ⾧庚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吳東翰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王鼎仁 中國文化大學     大氣科學系       

游景叡 中國文化大學     建築與都市設計學系 

校本部國外大學升學榜單 
彭 琝 北京清華大學 

王少甫 香港科技大學(全額獎學金) 

許惟翔 香港科技大學 

紀華芹 Emory University 

吳芷寧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余亞桐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李沅峻 Purdue University 

陳柏融 University of Sydney 

游景瑜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游景叡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鄭安軒 日本立命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 

孫百辰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車廣真 中國政法大學/中國傳媒大學 

郭宣吟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廈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