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曉明女中 106學年大學繁星、申請入學亮麗成績 

 錄取醫學系：自然組學生每 5人即有 1人錄取醫學系 

   曉明榮光 再創新猷 
 台大五冠王 汪以庭【台大五冠王全國僅 12人】 

     錄取臺大法律學系法學組、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國際企業學系、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心理學系(錄取) 

 國內外國立明星大學錄取共計 165人 
臺大 40 人、政大 36 人、清大 24 人 

交大 14 人、陽明 5 人、成大 43 人、海外 3 人 

 醫學系榜單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組)名稱 管道 

賴俐妤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公費生) 申請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申請 

林郁婕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繁星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申請 

崔令欣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A組 申請 

林莞茜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B組 申請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申請 

辛詠瑄 國立台灣大學 牙醫學系 申請 

黃敏琪 國防醫學大學 醫學系 獨招 

陳麒如 國防醫學大學 醫學系(公費生) 獨招 

陳蓉秀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申請 

嚴怡婷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申請 

蔡筠辰 長庚大學 醫學系 繁星 

蔡孟瑄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公費生) 申請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申請 

張詳妍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申請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申請 

牙醫學系 申請 

劉容妤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申請 

陳品妘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申請 

陳品蓁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繁星 

江雨臻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申請 

林芷瑄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申請 

林怡瑄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申請 

中醫學系乙組 申請 

柯欣妤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申請 

林昱伶 輔仁大學 醫學系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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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明星大學：每 1.4人即有 1人錄取國內國立明星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汪以庭 心理學系 林昀妤 外國語文學系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陳怡融 外國語文學系 

法律學系法學組 趙晨安 外國語文學系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余知芸 外國語文學系 

國際企業學系 李亭儀 農業化學系 

林莞茜 電機工程學系 張品婷 職能治療學系 

辛詠瑄 牙醫學系 許莉翎 公共衛生學系 

卞宥芯 國際企業學系 陳冠伶 生化科技學系 

王睿愉 化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林芷瑄 藥學系 陳欣妤 人類學系 

王晨蔚 圖書資訊學系 林昱蓁 人類學系 

陳孟辰 圖書資訊學系   

陳蓉秀 公共衛生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丁若晴 管理科學系 

賴品璇 資訊管理學系 張雅晴 管理科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 曾姿瑜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詹雅筑 資訊管理學系 陳孟辰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江岱玲 護理學系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吳佳蓁 生化科技學系 熊怡然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黃佳文 經濟學系 許洺嘉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財務金融組 

孔昭妮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吳佳蓁 生物科技學系 

張 郡 獸醫學系 陳蓉秀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林芷誼 獸醫學系 梁如青 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梁如青 物理學系 葉祉均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財務金融組 

陳麒如 獸醫學系 
蔡方琪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資訊管理組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楊于萱 社會工作學系 李亭儀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丙組) 

 外國語文學系   

蔡旻芙 外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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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林杉珊 法律學系 陳宜平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曾姿瑜 外交學系 

陳貞蓁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黃詩祐 財政學系 

 英國語文學系   

林品瑜 金融學系   

劉亭均 法律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 

朱瑾薇 法律學系 鄭雅馨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葉諠潔 法律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 

陳欣妤 法律學系 林怡瑄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吳昱潔 法律學系 林宣彤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詹雅筑 法律學系 梁皓淇 化學工程學系 

楊于萱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莊怡萱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英國語文學系 許洺嘉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甲組 

賴羿妘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詹雅筑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孔昭妮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陳思妤 歷史學系 黃彩萱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黃筠雅 歷史學系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王晨蔚 法律學系 吳佳蓁 生命科學系 

教育學系(公費生) 張瑀倢 生命科學系 

公共行政學系 董彥孜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許洺嘉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甲組公共行政學系 江岱玲 醫學科學 

丁若晴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鄧亦琇 物理學系物理組(天文物理組) 

邱子恩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梁如青 物理學系物理組(一般組) 

顧采薇 歐洲語文學系西班牙文組 張子宜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詹郁萱 政治學系 陳冠伶 工學院學士班 

林雅鈞 資訊科學系 趙晨安 外國語文學系 

余知芸 英國語文學系 林雨函 外國語文學系 

卞宥芯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李亭儀 化學系 

許芸瑄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韓國語文學系 顧采薇 英語教學系 

何季蓉 統計學系   

陳淳蓁 統計學系   

李沛欣 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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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汪以庭 心理學系 張品婷 藥學系 

林杉珊 法律學系 職能治療學系 

劉亭均 法律學系 張庭瑄 護理學系 

陳欣妤 法律學系 梁如青 電機工程學系 

葉諠潔 法律學系 蔡方琪 會計學系 

熊怡然 環境工程學系 林芷瑄 化學系 

潘凱怡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藥學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林雨函 心理學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蔡宛慈 化學工程學系 

江岱玲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劉念華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蔡旻芙 化學系 趙晨安 
大一全校不分系 

學士學位學程 

江柔蒨 化學系 詹子靚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董彥孜 化學工程學系 化學工程學系 

孔昭妮 機械工程學系 吳佳蓁 生命科學系 

資源工程學系 陳怡融 建築學系 

李欣舫 經濟學系 李孟璟 建築學系 

黃宜鈞 環境工程學系 卞宥芯 企業管理學系 

劉巧媺 都市計劃學系 林雅鈞 資訊工程學系 

何承芸 台灣文學系 陳孟辰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金禹汝 職能治療學系 陳慧慈 電機工程學系 

物理治療學系 曾姿瑜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胡嘉倩 藥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 

賴俐妤 醫學系(公費生) 崔令欣 醫學系 A組 

張 郡 藥學系 林莞茜 醫學系 B組 

林郁婕 醫學系   

●海外升學 

林昀妤 香港科技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綜合商業管理學系 

曾姿瑜 香港理工大學 國際物流管理學系 

賴羿妘 日本早稻田大學 文化構想學部 【陸續放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