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 興國高中108年大學甄選入學金榜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組)名稱
陳軒毅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劉欣泓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王佩津 長庚大學 醫學系
賴亮均 慈濟大學 醫學系
陳泓興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劉欣泓 輔仁大學 醫學系
蘇豐恩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蘇 葳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郭丞翰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鄭心禕 長庚大學 中醫學系
莊榮文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莊榮文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蘇 葳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許書維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林信泓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楊棋方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曾凡軒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王祐翔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劉同堉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系
徐義閎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黃暐閎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系
尤子沂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許書維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郭丞翰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黃 郁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系
洪晨維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陳臻穎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王榆瑄 國立政治大學 土耳其語文學系
巫承運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楊棋方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陳冠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黃 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學測 75級分(人) 74級分(人) 70級分以上(人) 五選四60級分(人次)

(應屆)
人數

2 4 23 15

繁星+申請 醫學系 牙醫學系 醫+牙 錄取率

(應屆)人數 6 3 9 100%



周秉毅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周秉毅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蔡幀宇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周秉毅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王祐翔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洪以佳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蔡竺恩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姜佳芸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黃 郁 國立成功大學 外文系
胡維心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顏汝玲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顏筠恆 國立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羅亦斈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顏婕如 國立中興大學 物理系
簡妙蒨 國立中興大學 中文系
魏靖芸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陳師華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王博揚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蔡幀宇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顏筠恆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系大氣組
顏筠恆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學系
陳師華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計算與資料科學組
顏汝玲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計算與資料科學組
梁純瑜 國立台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沈之尹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巫承運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組
王元甫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黃 郁 國立中山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林竑祁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洪以佳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鄭宇軒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李欣宜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沈睿煥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林思凱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正杰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王榆瑄 國立中正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
蔡幀宇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顏汝玲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
張恩禕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顏筠恆 國立高雄大學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何志緯 國立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韓語組
鄭宇軒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高晨暐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蘇柏旻 國立臺南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劉宇侑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
賴彥伯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黃 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王絲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段欣余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蘇筠媜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組
顏婕如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劉昕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林思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蘇容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蘇信銓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蕭民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葉子杰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梁純瑜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鄭郁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意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王楷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段欣余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黃纓惠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
人力資源發展組

李松柏 長庚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譚捷云 長庚大學 護理系

李和融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

劉士瑋 長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林佳琪 馬偕醫學院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語言組
林睿群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蘇郁婷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張恩禕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謝詩嫻 高雄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蔡竺恩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李和融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蘇寶桂 高雄醫學大學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應用化學組
翁沛瑜 中國醫藥大學 營養學系
張健鴻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詹清喧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陳奕安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蔡竺恩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蔡竺恩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蘇郁婷 中山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林羿均 中山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歐妮宜 中山醫學大學 視光學系
林睿群 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陳奕安 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林羿均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聽力組
謝詩嫻 中山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陳佳妤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林羿均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王羽竹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顏婕如 臺北市立大學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電子物理組
陳聖璋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賴冠霆 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
黃禮珺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翁沛瑜 國立嘉義大學 食品科學系
張恩禕 國立嘉義大學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賴冠霆 國立嘉義大學 農藝學系
林思凱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劉昕哲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郭馨蘋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行政與管理系
陳珉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學系
張凱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王絲絲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段欣余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葉子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
李驊庭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物理系物理組
林 昀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化學系
蕭欽陽 國立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系
謝佳伶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林于呈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李秉穎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林政成 國立聯合大學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林政成 國立聯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賴冠廷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明駿 國立聯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王釔萱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蘇裕凱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陳泓源 國立聯合大學 能源工程學系
蕭 瞳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呂冠燕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林靜宜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蘇柏豪 國立宜蘭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林晉禾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賴冠霆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賴冠霆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龔群堯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何儀柔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林政成 國立宜蘭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林晉禾 國立宜蘭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王子昇 國立金門大學 海洋與環境管理
吳宗軒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張育榕 國立金門大學 食品科學系
簡妙蒨 國立金門大學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莊榮文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陳冠廷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黃明駿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陳冠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事資訊科技系（旗津校區）

林于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事資訊科技系（旗津校區）

呂孟儐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林竑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會計系(燕巢校區)
林思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建工校區)
林晉禾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第一校區)
張富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林思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林政成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林思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菁英班
高晨暐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羅亦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際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蘇郁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黃鼎祐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歐妮宜 國防醫學院(軍費生) 公共衛生學系
歐妮宜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中科院)(代訓生) 不分系
顏汝玲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中科院)(代訓生) 不分系
顏汝玲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自費生) 不分系
林于呈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軍費生) 不分系
陳鈺木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軍費生) 不分系
賴冠廷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軍費生) 不分系
林政成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軍費生) 財務管理學系
沈霈濡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軍費生) 資訊管理學系
蔡瀚鋐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軍費生) 資訊管理學系
鄭鈺姵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自費生) 運籌管理學系
徐浚瑋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軍費生) 新聞學系
謝佳伶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軍費生) 新聞學系
余裕賢 陸軍軍官學校(一般生)(軍費生) 理工組
余佳祐 陸軍軍官學校(一般生)(軍費生) 理工組
楊敏瑞 陸軍軍官學校(一般生)(軍費生) 理工組
廖浩為 陸軍軍官學校(一般生)(軍費生) 理工組
黃鈺宸 陸軍軍官學校(一般生)(軍費生) 理工組
侯君霓 陸軍軍官學校(一般生)(軍費生) 理工組
陳致元 陸軍軍官學校(一般生)(軍費生) 理工組
鄭涵予 陸軍軍官學校(一般生)(軍費生) 社會組
黃紫翎 陸軍軍官學校(一般生)(軍費生) 應用外語系
韋葳 陸軍軍官學校(一般生)(軍費生) 應用外語系

榜單人數眾多，不及備載，恭喜所有甄選上榜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