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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學校 報考系所 名次 原就讀高中 

吳珮羽 國立台灣大學 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 榜首 國立楊梅高中 

謝儀蘋 國立台灣大學 病理學研究所 榜眼 國立北門高中 

陳盈芳 國立台灣大學 獸醫學系碩士班乙組 正取 

李介豪 國立台灣大學 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 正取 國立嘉義高商 

陳湘陵 國立台灣大學 毒理學研究所 正取 私立道明高中 

吳珮羽 國立台灣大學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正取 國立楊梅高中 

謝儀蘋 國立成功大學 口腔醫學研究所 榜首 國立北門高中 

李介豪 國立成功大學 口腔醫學研究所 榜眼 國立嘉義高商 

陳湘陵 國立成功大學 生理學研究所 正取 私立道明高中 

謝儀蘋 國立成功大學 生理學研究所 正取 國立北門高中 

李介豪 國立成功大學 藥理學研究所 正取 國立嘉義高商 

楊豐銘 國立成功大學 藥理學研究所 正取 市立中山高中 

謝儀蘋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正取 國立北門高中 

游程傑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正取 私立常春藤高中 

賴文媛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正取 市立文山高中 

洪妙能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系 正取 私立道明高中 

李介豪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暨碩士班 正取 國立嘉義高商 

吳珮羽 國立成功大學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正取 國立楊梅高中 

楊豐銘 國立成功大學 分子醫學研究所 正取 市立中山高中 

陳湘陵 國立成功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正取 私立道明高中 

賴文媛 國立成功大學 熱帶植物科學研究所 正取 市立文山高中 

陳湘陵 國立成功大學 分子醫學研究所 正取 私立道明高中 

楊豐銘 國立成功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正取 市立中山高中 

王若昕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系 正取 私立曙光女中 

蔡佩玲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乙組 正取 縣立東港高中 

賴文媛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乙組 正取 市立文山高中 

陳彥汝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乙組 正取 國立新化高工 

陳炫宇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乙組 正取 私立華盛頓高中 

張林康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乙組 正取 天主教培聖中學 

劉冠聖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乙組 正取 國立苗栗高中 

陳彥汝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丙組 正取 國立新化高工 

游程傑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丙組 正取 私立常春藤高中 

陳炫宇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丙組 正取 私立華盛頓高中 

劉冠聖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丙組 正取 國立苗栗高中 

謝儀蘋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探花 國立北門高中 

楊豐銘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正取 市立中山高中 

李介豪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榜眼 國立嘉義高商 

黃瀗鋌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正取 國立豐原高中 

陳彥汝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正取 國立新化高工 

陳彥汝 國立中興大學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正取 國立新化高工 

張林康 國立中興大學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正取 天主教培聖中學 

馮天瑜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乙組 正取 私立育達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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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雅云 國立陽明大學 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正取 私立金陵女中 

李介豪 國立陽明大學 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正取 國立嘉義高商 

吳珮羽 國立陽明大學 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正取 國立楊梅高中 

鄭雅云 國立陽明大學 生理學科暨研究所 正取 私立金陵女中 

李介豪 國立陽明大學 生理學科暨研究所 正取 國立嘉義高商 

陳湘陵 國立陽明大學 口腔生物研究所不分組 榜眼 私立道明高中 

陳湘陵 國立陽明大學 腦科學研究所 正取 私立道明高中 

李介豪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暨研究所 正取 國立嘉義高商 

黃瀗鋌 國立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生物醫學 探花 國立豐原高中 

李介豪 國立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生物醫學 榜首 國立嘉義高商 

張林康 國立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分子生物 探花 天主教培聖中學 

陳湘陵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正取 私立道明高中 

楊豐銘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正取 市立中山高中 

洪妙能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正取 私立道明高中 

陳湘陵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甲組 正取 私立道明高中 

張林康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系碩士班乙組 正取 天主教培聖中學 

吳珮羽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正取 國立楊梅高中 

陳彥汝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微生物學組 正取 國立新化高工 

劉冠聖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微生物學組 正取 國立苗栗高中 

黃瀗鋌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正取 國立豐原高中 

馮天瑜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正取 私立育達高中 

游程傑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正取 私立常春藤高中 

黃瀗鋌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正取 國立豐原高中 

謝巧玲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正取 國立岡山高中 

陳彥汝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正取 國立新化高工 

游程傑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正取 私立常春藤高中 

馮天瑜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正取 私立育達高中 

陳炫宇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科技系碩士班 正取 私立華盛頓高中 

劉冠聖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正取 國立苗栗高中 

張林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正取 天主教培聖中學 

蔡佩玲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正取 縣立東港高中 

華顗傑 大葉大學 分子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正取 私立淡江高中 

賴文媛 大葉大學 分子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榜首 市立文山高中 

杜明軒 大葉大學 分子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正取 私立開南商工 

陳欣鎂 國立臺南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正取 國立善化高中 

吳俐慧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正取 國立岡山高中 

王若昕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生物學系生物技術碩士班 正取 私立曙光女中 

陳炫宇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正取 私立華盛頓高中 

謝巧玲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 正取 國立岡山高中 

張林康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碩士班 正取 天主教培聖中學 

梁朕銘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正取 市立萬芳高中 

陳炫宇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正取 私立華盛頓高中 

陳炫宇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系碩士班 正取 私立華盛頓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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