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本校第十屆升大學榜單屢創佳績！近七成錄取國立大學！ 

111年大學個人申請放榜，中科實中高中部應屆畢業生 124位，約有七成畢業生，透過繁星、特

殊選才、個申、分科測驗及獨招等多元入學管道，錄取國立大學，其中錄取台大、清華、交通、

成功、政治、醫學大學等頂尖大學者佔全校錄取比例近 35%。 

 
本校 111年就讀大學榜單： 

班級學生 錄取學校學系(組) 

301班 盧○荷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303班 黃○皜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 

304班 鮑○華 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  

301班 劉○玗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301班 張○婕 
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 

302班 林○晟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302班 劉○呈 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303班 吳○鍾 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303班 洪○軒 國立清華大學醫學科學系 

303班 陳○叡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甲組(雙專長組) 

304班 吳○真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304班 王○筌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學系物理組(甲組一般組)  

302班 林○忻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自然組) 

302班 張○涵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護理學系 

303班 賴○沛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303班 李○寬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304班 高○襄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304班 蔡○佐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乙組) 

301班 王○靖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302班 顏○芳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302班 童○叡 國立成功大學能源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303班 洪○晴 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 

303班 黃○綺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 

303班 陳○齊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301班 曾○炘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社會組)  

301班 黃○菱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自然組) 

301班 楊○之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301班 林○均 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法文組 

301班 紀○祐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304班 徐○傑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APCS組) 

304班 陳○銓 國立政治大學統計學系(自然組) 

302班 王○善 中國醫藥大學護理學系 



班級學生 錄取學校學系(組) 

302班 吳○卉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 

302班 賴○樺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 

303班 李○庭 中國醫藥大學藥用化妝品學系 

303班 劉○瑄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  

303班 賴○翔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302班 胡○文 中山醫學大學健康產業科技管理學系 

302班 曾○妤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02班 黃○恩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302班 張○溢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303班 邵○程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304班 黃○樺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302班 吳○雅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302班 陳○庭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301班 陳○融 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302班 蔡○宜 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學系  

302班 洪○植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302班 林○謙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G12   横○ 慎之介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302班 李○琳 國立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303班 蘇○哲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302班 潘○阡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 

302班 蔡○安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302班 王○為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 

302班 卓○安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 

302班 張○安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303班 林○蕾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303班 古○語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 

303班 李○諭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303班 李○祥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304班 張○瑜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304班 陳○宣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304班 王○溢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304班 王○竣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304班 李○倫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301班 林○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304班 黃○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 

G12   曾○勳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301班 李○容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社區輔導與諮商組 

302班 李○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 



班級學生 錄取學校學系(組) 

304班 黃○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物理學系物理組 

301班 翁○涵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303班 劉○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301班 吳○綸 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301班 董○均 國立臺北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303班 楊○謙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302班 李○維 國立嘉義大學生化科技學系 

302班 鄭○揚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304班 紀○云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 

301班 黃○婷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301班 楊○馨 國立臺南大學 英語學系  

303班 賴○廷 國立高雄大學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304班 蔡○羲 國立高雄大學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301班 黃○喻 國立屏東大學會計學系 

303班 李○禎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304班 楊○浩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304班 王○鈞 國立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303班 張○閔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303班 蕭○祐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G12   山○明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301班 吳○箏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302班 郭○映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304班 陳○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不分系學士班 

303班 李○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程科技學士班 

304班 林○妘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意設計學士班 

304班 黃○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智能系統與控制組 

302班 楊○宇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甲組 

304班 陳○媗 輔仁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303班 王○淯 長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301班 周○軒 東海大學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301班 林○勳 東海大學會計學系 

303班 莊○儒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A組) 

301班 陳○瑜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301班 紀○羽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工商與社會心理組 

302班 陳○辰 亞洲大學護理學系臨床照護組 

302班 黃○禎 亞洲大學護理學系臨床照護組 

G12   黃○涵 亞洲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301班 吳○眉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 

301班 古○蔚 逢甲大學行銷學系 



班級學生 錄取學校學系(組) 

302班 劉○凡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302班 林○杰 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302班 賴○丞 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303班 王○蓁 逢甲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303班 林○妤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303班 姜 ○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303班 陳○儒 逢甲大學通訊工程學系甲組 

303班 張○銨 逢甲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303班 許○庭 逢甲大學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甲組 

304班 林○凱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304班 黃○宇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303班 詹○婕 義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301班 張○昱 大葉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303班 蔡○均 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 

304班 洪○崴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系 

302班 曾○軒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系 

302班 黃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Computer Science 

G12   路○義 Kyushu University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and Innovation 

G12   楊○媚 Avans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International Business 

G12   陳○克 

University of OttawaBachel of Joint Honours in Communication and in 

Sociology 

Carletion UniversityBachelor of Commerce(Concentration in 

Management) 

G12   Thoms ○ 

Prters 

National South African University of Stellenboch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109 學年度高三畢業生(111 年重考) 

班級學生 錄取學校學系(組) 

304班 呂○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