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私立育達高職 106學年度錄取國立大學榜單 

序號 班級 姓名 公私立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升學管道 

1 344 李佩霓 國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組 技優保送 

2 343 藍紀湄 國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技優保送 

3 301 陳尚甫 國立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大學繁星 

4 391 許文綺 國立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藝術學系模特兒組 獨招 

5 391 戴紫卉 國立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藝術學系模特兒組 獨招 

6 374 杜筱雲 國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 技職繁星 

7 324 蔣婷榆 國立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技職繁星 

8 324 胡藝馨 國立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政稅務 技職繁星 

9 364 林芷伶 國立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英語系 技職繁星 

10 391 黃舒淳 國立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技職繁星 

11 324 方芊又 國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金融系 技職繁星 

12 315 李鴻逸 國立 臺北市立大學 陸上運動學系 體育獨招 

13 323 林妤融 國立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體育獨招 

14 383 高郁婷 國立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體育獨招 

16 324 梁玉屏 國立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中文系(60-059) 技優甄選 

17 331 侯超旻 國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65-004) 技優甄選 

18 351 趙彤 國立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技優甄選 

19 317 陳育君 國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系 推薦甄試 

20 317 柯亭妤 國立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推薦甄試 

21 317 徐薏雅 國立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推薦甄試 

22 344 郭芊伶 國立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推薦甄試 

23 344 鄭雅棠 國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推薦甄試 

24 351 徐紫寧 國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推薦甄試 

25 364 林于晴 國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推薦甄試 

26 364 李宜尚 國立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推薦甄試 

27 364 吳漢強 國立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推薦甄試 

28 364 林廷蔚 國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推薦甄試 

29 364 鄭郁臻 國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推薦甄試 

30 364 陳昱如 國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推薦甄試 

31 364 王靖雯 國立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應用外語系（臺北校區） 推薦甄試 

32 364 林宜萱 國立 國立金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推薦甄試 

33 374 羅遇絹 國立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日語系 推薦甄試 

34 374 劉靜芬 國立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日語系 推薦甄試 

35 374 洪靖惠 國立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德語系 推薦甄試 



36 374 吳辰佑 國立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日語系 推薦甄試 

37 38A 歐陽羿 國立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推薦甄試 

38 38A 宮翊 國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推薦甄試 

39 317 張奕民 國立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聯合登記分發 

40 324 廖庭緯 國立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高齡健康照護系 聯合登記分發 

41 332 劉文華 國立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聯合登記分發 

42 344 許筠婕 國立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品創意經營系（桃園校區） 聯合登記分發 

43 344 金萱 國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組 聯合登記分發 

44 351 洪千茹 國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聯合登記分發 

45 364 吳彥辰 國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聯合登記分發 

46 364 金品儀 國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聯合登記分發 

47 364 陳悅芳 國立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聯合登記分發 

48 364 許家琪 國立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管理系 聯合登記分發 

49 374 陳昱璇 國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聯合登記分發 

50 374 鄭玟芝 國立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聯合登記分發 

51 374 許芳瑜 國立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聯合登記分發 

52 374 顏浚澤 國立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聯合登記分發 

53 374 曾士銘 國立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聯合登記分發 

54 38A 施姿奷 國立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聯合登記分發 

55 38A 李孟築 國立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運籌管理系 聯合登記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