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大學申請榜單(人數增加中) 

QS 2022 世界百大大學-國外大學(#排名) 
周宗諺  中國  北京大學(#18)  計算機系 

周宗諺  中國  復旦大學(#31)  軟件工程系 

林品彤  英國  King’s College London(#35)  Mathematics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蔡葦蓁  澳洲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38) Bachelor of Advanced Computing 

許詠傑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39)  電子工程系 

蔡葦蓁  澳洲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43) Bachelor of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周宗諺  中國  上海交通大學(#51)  機械系 

林品彤  英國  University of Bristol(#62) 獸醫系 

QS 2022 世界百大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68)  

吳映賢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特殊選才甄選入學   

柯卉芯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組  特殊選才甄選入學  

林柏廷  國立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              特殊選才甄選入學 

江杰霖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繁星推薦 

劉丞浩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申請入學 

黃子維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申請入學 

廖宥任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申請入學 

蔡孟喆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申請入學 

陳宥之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申請入學 

呂文煒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申請入學 

朱康維  國立臺灣大學  獸醫學系                申請入學       

陳邑恩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申請入學 

湯弼丞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申請入學 

留寀洳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申請入學 

張瑋彤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系            申請入學  (接下頁) 

今年又是展現本校以六年的時間來規劃

培養孩⼦多元學習⽽豐收的⼀年。復興

教師團隊，啟發孩⼦天賦，給孩⼦們適

性發展的舞台，在師生共同努力和家⻑

的支持肯定下，我們有亮麗的豐收。 



單 武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申請入學 

翁維燁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組 申請入學 

李艾臨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申請入學 

呂婉妤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申請入學 

歐陽良宇 國立臺灣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申請入學 

胡傑凱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申請入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陳亮妤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黃梓晴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系醫師組      申請入學 

周宗諺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組)  申請入學 

徐聖凱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甲組)  申請入學 

盛爾葳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國際科展推薦/保送入學 

李依緹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                   申請入學 

魯亦珩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                  申請入學 

陳苡瑄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學院學士班(科技藝術組)  申請入學 

廖韋俐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申請入學 

陳彥安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申請入學 

魏采葳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申請入學 

林緯嘉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繁星推薦 

謝博宇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申請入學 

陳竑邑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申請入學 

沈睿名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申請入學 

童咨樺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申請入學 

郭于慈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申請入學 

游以加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大⼀大⼆不分系(社會組) 申請入學 

林秀倢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申請入學 

陳英婕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申請入學 

陳祈安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申請入學 

張齡尹  國立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申請入學 

王允婕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申請入學 

廖珮宇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申請入學 

 



許詠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傅瑞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韓昕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林軒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

資源發展學系 

何品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楊詠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林伽恩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葉俊廷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洪筑宸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林偉傑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范姜紫瑛 東吳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李可楺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 

馬偕醫學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申請入學 國立中央大學申請入學 
黃竣暉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郭建廷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申請入學 
陳晏安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郝慶沛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陳彥禎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中興大學申請入學 
林品彤 國立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 

余承宏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申請入學 

彭靖雅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申請入學 

東吳大學申請入學 

呂宗運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申請入學 

吳芳斳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申請入學 

蔣達鈞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申請入學 

吳俊賢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申請入學 

戴立言  臺北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申請入學 

張以誠  臺北醫學大學 牙體技術學系            申請入學 

陳冠如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申請入學 

吳妮蓁  臺北醫學大學 食品安全學系            申請入學 

王昱翔  臺北醫學大學 食品安全學系            申請入學 

陳琦鈞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申請入學 

林均彥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繁星推薦 

輔仁大學申請入學 
陳可維 輔仁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徐上哲 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奉翔 輔仁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黃靖絜 輔仁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連心妤 輔仁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淡江大學申請入學 
蘇芸萱 淡江大學 會計學系 

呂 恩 淡江大學 會計學系 

⻑庚大學申請入學 
姜竑安 ⻑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金融科技組 

高昕辰 ⻑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工程學系 

世新大學申請入學 
周亭妤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國外大學 
王彥詠 美國 University of Virginia(US News#25) 

Mechanical Engineer 

吳俊賢 匈牙利 University of Debrecen 醫學系 

連心妤 荷蘭 Hotelschool the Hague 

Hospitality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