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心中學 111 年 升大學榜單(9/12)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學系 

林○辰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張○瑄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程○倢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B組 

沈○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江○恩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系(公費) 

廖○勇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黃○輝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廖○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旋坤揚帆招生乙組(工程) 

吳○羽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甲組)  

林○謙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沈○燁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系 

李○憲 國立清華大學 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甲組(雙專長組) 

陳○謙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林○家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陳○俞 國立清華大學 工學院學士班 

王○玄 國立清華大學 音樂學系 

曾○謙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鄒○勳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莊○恩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黃○翔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張○安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詹○傑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自然組) 

李○亞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陳○億 國立政治大學 政星招生乙組 

游○鈞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方○翔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 

程○嘉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蔡○紘 國立政治大學 斯拉夫語文學系 

許○芳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社會組) 

邱○晴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黃○嘉 國立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李○芯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陳○詒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廖○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劉○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林○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吳○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吳○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詹○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 

詹○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生活教育組 

謝○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 

李○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范○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 

潘○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視覺設計組 

高○成 國立臺北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廖○茂 國立臺北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潘○駿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潘○妤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梁○嘉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蔡○臻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林○芹 國立臺北大學 中國文學系 

韓○瑜 國立臺北大學 中國文學系 

余○霓 國立臺北大學 歷史學系 

張○福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賴○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曾○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歐○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林○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楊○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組 

楊○錚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組 

李○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陳○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公民教育組 

吳○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丁○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張○晏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化學系 

吳○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公共事務組 

吳○謙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陳○祥 國立中央大學 向日葵聯合招生甲組(電資) 

李○靜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 

吳○祺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學系 

林○鈞 國立中央大學 文學院學士班 

石○儒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王○筑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系英語組  



張○心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吳○毅 國立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林○緯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洪○佑穎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許○倫 國立中興大學 農藝學系 

劉○吉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蔡○峰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張○威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張○堃 國立中興大學 智慧創意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林○祥 國立中興大學 法律學系 

彭○瑄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謝○圻 國立中興大學 行銷學系 

李○揚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邵○揚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尋○煜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吳○儒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林○德 國立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鐘○倫 國立中正大學 嘉星招生丁組(文) 

賴○文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 

周○滐 國立中正大學 歷史學系 

黃○為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系法制組 

徐○熙 國立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 

許○雲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戴○珊 廣州中山大學 經濟系(岭南學院) 

吳○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雙語教學組） 

廖○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文學創作組 

林○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高○梓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  

林○臻 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張○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 

廖○祥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張○弦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廖○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塗○瑜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廖○嘉 國立高雄大學 生命科學系 

林○辰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願景組) 

李○蓁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化學系  

陳○蓉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周○晴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林○柔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蘇○菁 國立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越語組 

鐘○安 國立臺南大學 應用數學系 

王○ 國立臺南大學 經營與管理學系 

古○平 國立臺南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黃○心 國立臺南大學  國語文學系  

廖○任 國立嘉義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  

蔡○揚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王○雯 國立嘉義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李○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林○儀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 

王○文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化學系 

袁○慈 國立嘉義大學 中國文學系 

孔○駿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化學系 

施○崴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學系 

吳○銘 國立屏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詹○罃 國立屏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林○祥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姚○宇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林○佐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陳○安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賴○彥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謙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陳○欣 國立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系 

李○浩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王○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沈○毅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馬○翼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戚○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阮○彰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科技學院學士班 

阮○源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 

林○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APCS組) 

吳○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卓○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林○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沈○安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歷史學系 

劉○琪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王○鼎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工組 

徐○銘 國立東華大學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許○綸 國立東華大學  歷史學系  

林○龍 國立東華大學 法律學系 

許○瑄 國立東華大學 化學系 

張○涵 國立東華大學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余○安 國立東華大學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廖○煜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李○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動畫學系 

修○祐 國立聯合大學 能源工程學系 

陳○睿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林○霈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黃○穎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謝○紜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鄭○羨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菁英班 

陳○函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黃○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 

王○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高○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蔡○霖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李○修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廖○彥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李○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陳○廷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李○璇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林○安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易○安 國防醫學院 藥學系（自費） 

楊○臻 國防大學 理工學院不分系 

謝○婷 國防大學 理工學院不分系 

廖○晨 國防大學 理工學院資訊管理科 

石○兆 陸軍官校 運動科學科 

謝○齊 海軍官校 航海科 

凃○妤 海軍官校 企業管理科 

吳○臻 空軍官校 不分系 

林○蓉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航空工程科 

周○宸 警察專科學校 科技偵查科 

陳○維 警察專科學校 行政警察科 

吳○宇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范○庭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英語組) 

呂○隆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鄭○瑩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吳○恩 長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李○睿 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蕭○辰 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尤○瑜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 

呂○緗 長庚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郭○誠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詹○源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銅○評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吳○儀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歐○盈 高雄醫學大學 香粧品學系 

曾○婷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沈○駿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陳○璇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簡○智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林○烽 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劉○楙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劉○寰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許○藤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丙組) 

蔣○宏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李○絜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丙組) 

蔡○晨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國際企業)  

黃○瑩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英語專班) 

卜○勛 東吳大學 物理學系 

林○民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許○量 東吳大學 哲學系 

廖○棋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廖○勝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蔡○安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何○璉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林○汝 東吳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張○渝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葉○君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賴○儒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張○維 輔仁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陳○元 輔仁大學  醫學系  



陳○醇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葛○浩 輔仁大學 化學系 

張○彥 輔仁大學 會計學系 

黃○堂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許○傑 輔仁大學  歷史學系  

廖○儀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廖○馨 輔仁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賴○吟 輔仁大學  經濟學系  

汪○豪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黃○愷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楊○凱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廖○凱 淡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蔡○承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張○文 淡江大學 歷史學系 

洪○如 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化學與生物化學組 

許○瑄 淡江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蕭○而 淡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游○伃 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材料化學組 

楊○諭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鄭○文 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環境工程組 

林○蓁 淡江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游○榛 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 

鍾○潔 淡江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黃○婷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徐○維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黃○瑋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蔡○衡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高○嘉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張○勝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陳○鴻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黃○家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莊○福 中原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許○齊 中原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黃○潔 中原大學 化學系化學組 

楊○雯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黃○馨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呂○語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阮○淇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林○彙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材料工程組 

廖○晴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郭○妘 中原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許○掄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陳○瑋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生化工程組) 

邱○宇 東海大學 化學系化學組 

廖○竣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生化工程組) 

彭○鈞 東海大學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林○臻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張○宜 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B組) 

陳○歆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葉○樺 東海大學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 

龔○萱 東海大學 景觀學系 

吳○雨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蔡○倢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林○靜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林○妤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張○鈞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黃○瑋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廖○皜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修 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甲組 

黃○宇 逢甲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王○弘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吳○叡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B組 

林○駿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林○霆 逢甲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張○鈞 逢甲大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陳○樂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陳○群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黃○揚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大數據分析與市場決策組 

吳○瑋 逢甲大學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張○凱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A組 

張○宏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乙組 

陳○詠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楊○翔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王○智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夫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大數據分析與市場決策組 

張○齊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林○妤 逢甲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蔡○惠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吳○蓁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吳○樺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張○倫 逢甲大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李○萱 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學系  

陳○均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陳○羽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盧○玟 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學系 

林○瀚 世新大學 法律學系 

林○漢 中國文化大學 動物科學系 

李○緯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林○筠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楊○珊 中國文化大學 戲劇學系 

廖○心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黃○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楊○昀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楊○齊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陳○昇 實踐大學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服裝與配件設計組(高雄校

區) 

程○妍 實踐大學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藝術創作設計組(高雄校區) 

張○譯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大數據管理組（桃園校

區） 

周○滐 銘傳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姚○帆 銘傳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系金融理財組（桃園校區） 

鄭○柔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 

林○瑩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 

林○君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  

官○孺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賴○妤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李○薇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許○瑄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李○彥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

學 
藥學系 

許○筑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

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林○萱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

學 
藥學系 



許○淳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

學 
藥學系 

鐘○婕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

學 
藥學系 

周○璿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

學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信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

學 
護理系（林口校區） 

羅○涵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

學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彥 義守大學 營養學系食品營養組 

王○傑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彭○楓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葉○丞 義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簡○庭 義守大學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黃○緯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 

吳○宇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科技組 

李○睿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張○楹 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科技法律組  

楊○德 長榮大學 無人機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王○翊 長榮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林○緯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 

陳○喆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 

廖○芸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資訊工程組 

王○翔 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組 

張○旋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黃○欽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姚○翎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廖○婷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李○億 南臺科技大學 流行音樂產業系 

林○懋 正修科技大學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葉○炘 樹德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