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座號 學號 姓名 入學國中 入學管道 錄取學校 錄取系科組

01 008001 木下沙夏 臺北市立蘭雅國中 獨招 華夏技術學院

02 008002 余浩誠 臺北市立長安國中 登記分發 聖約翰科技大學 醫護資訊學士學位學程

03 008003 吳政逸 新北市立頭前國中 個人申請 德霖技術學院 營建科技系

04 008004 吳瑞恩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個人申請 龍華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進修學士班)

05 008005 吳櫂筳 新北市立忠孝國中 大學繁星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06 008006 呂委弦 臺北市立信義國中 登記分發 中國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新竹校區)

07 008011 李雨樵 臺北市立懷生國中 個人申請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08 008014 林義淇 新北市立中正國中 個人申請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09 008015 侯佳昇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登記分發 東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

10 008017 柯宥辰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繁星推薦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11 008018 夏柏聖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繁星推薦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12 008021 第五祖恂 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大學個人申請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13 008077 郭奕興 臺北市立古亭國中 大學個人申請 開南大學 空運管理學系

14 008022 郭淳卿 臺北市立建成國中 大學繁星 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動態媒體組） 

15 008024 黃冠閔 臺北市立萬華國中 獨招 龍華科技大學(夜) 國際企業系(進修學士班)

16 008026 楊子毅 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大學繁星 真理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台北校區) 

17 008028 趙志龍 臺北市立大理高中 大學繁星 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學系(高雄校區) 

18 008029 劉嘉曜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大學個人申請 真理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台北校區)

19 008030 黎庭瑋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中 個人申請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20 008031 盧彥廷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獨招 真理大學(夜) 法律學系

21 008032 謝承志 臺北市立中山國中

22 008033 藍勻澤 新北市立重慶國中 個人申請 華夏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人機互動創意設計組

23 008034 羅偉中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24 008074 羅偉哲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繁星推薦 中國文化大學 生活應用科學系 

25 008035 顧浚銘 臺北市立民族國中 個人申請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海洋運動休閒系（士林校區）

26 008036 王暐婷 臺北市立北安國中 繁星推薦 真理大學 工業管理與經營資訊學系(台北校區) 

27 008038 李秋芳 臺北市立實踐國中 繁星推薦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臺北校區) 

28 008039 林冠吟 臺北市立雙園國中 繁星推薦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企業形象設計組 

29 008040 林意潔 臺北市立雙園國中

30 008041 翁聖茜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大學繁星 長榮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31 008042 張勻榕 新北市立新莊國中 大學繁星 華梵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32 008078 傅聖琪 新北市立永和國中 大學繁星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33 008043 黃子綺 新北市立義學國中 大學繁星 銘傳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桃園校區） 

34 008044 黃秀櫻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大學個人申請 佛光大學 社會學系

35 008046 楊婷伊 新北市立崇林國中 獨招 華夏技術學院

36 008048 謝孟庭 臺北市立萬華國中 登記分發 東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

37 008045 臺北市立長安國中 大學繁星 中國文化大學 會計學系 

01 008050 方家豪 新北市立光榮國中 大學繁星 開南大學 行銷學系 

02 008051 王學承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 獨招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03 008054 林立凱 臺中市立梧棲國中

04 008057 洪季鏞 臺中市立豐陽國中

05 008059 許絜安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06 008060 陳　含 桃園縣立大成國中 個人申請 真理大學 運動資訊傳播

07 008061 陳孟謙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08 008062 陳俊翰 桃園縣立桃園國中 獨招 醒吾科技大學

09 008063 陳星宇 臺北市立民族國中 個人申請 東南科技大學

10 008065 粘庭杰 彰化縣立溪湖國中

11 008066 曾祥倫 臺北市立民生國中 獨招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學系

12 008068 黃振維 臺北市立信義國中 東南科技大學

13 008072 黎偉達 新北市立林口國中 繁星推薦 台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14 008079 呂銘耀 新北市立三和國中

15 008080 林伯軒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個人申請 真理大學 運動資訊傳播

16 008081 邱彥埕 彰化縣國立溪湖高中 當兵不升學

17 008019 張奕梵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中 個人申請 開南大學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18 008083 楊子平 桃園縣縣立大成國中 個人申請 醒吾科技大學

19 008084 賴崇瑋 新北市立中山國中 當兵不升學

20 008086 林禹丞 臺北市內湖區市立麗山國中 個人申請 真理大學 運動資訊傳播

21 008085 耿　銘 臺北市大安區市立民族國中 個人申請 真理大學 運動資訊傳播

軍校退訓，目前準備重考中

在父親店裡當學徒

目前不打算升學

綜高科102學年度畢業生錄取入學榜單(學號開頭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