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人綜合高中 100年度四技錄取榜單 

       藥學護理學程:藥學護理 空前“藥”眼榜單  
       本校三大特色:1.三年一律依國立學校收費 2.勤教嚴管 3.升學率高        

  1.巨人綜合高中藥學護理學程 130 名畢業生，參加 100 年度四技衛生護理類統一入

學測驗，李紹豪 660 分榮獲全國榜首、林芷羽 658 分全國第二名、黃雅羚 656 分

全國第三名。600分以上計有 26位學生、500分以上計有 87位學生。 

  2.巨人綜合高中藥學護理學程 5科中榮獲 4科全國最高分: 

     數學最高分 100分:計有李紹豪、林芷羽、曾已珈、黃雅羚等 40位數學滿分 

     國文全國最高分 98分: 吳佳怡、張珈華 

     專一(生物)全國最高分 98分: 林芷羽、李佳倫、王俊晽 

     專二 (健康與護理)全國最高分 98分: 李紹豪      

 

序號 姓名 甄選學校名稱 錄取科系 
國中入學基測成績 
(滿分 312分) 

原國中畢業學校 

1 李紹豪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藥學系 267 巨人中學 
2 曾已珈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藥學系 271 巨人中學 
3 林芷羽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藥學系 273 巨人中學 
4 黃雅羚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藥學系 223 麥寮國中 
5 吳佳怡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藥學系 201 元長國中 
6 李弦諭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藥學系 248 巨人中學 
7 蔡承芮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藥學系 233 巨人中學 
8 李佳倫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藥學系 231 巨人中學 
9 洪芝青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藥學系 257 巨人中學 
10 李映嬋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藥學系 178 雙十國中 
11 曹怡雯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藥學系 198 巨人中學 
12 李雅琪(大)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藥學系 209 宜梧國中 
13 吳如惠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藥學系 190 台西國中 
14 雷凱麟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藥學系 225 麥寮國中 
15 沈尚謙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藥學系 188 土庫國中 
16 曾已珈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71 巨人中學 
17 曹怡雯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98 巨人中學 
18 雷凱麟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25 麥寮國中 
19 李佳益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91 巨人中學 
20 李弦諭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48 巨人中學 
21 蔡承芮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33 巨人中學 
22 王文宏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86 元長國中 
23 吳如惠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90 台西國中 
24 沈尚謙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88 土庫國中 
25 周筱珮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94 麥寮國中 
26 吳瓊月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86 台西國中 
27 李紹豪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67 巨人中學 
28 吳佳怡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01 元長國中 
29 李佳倫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31 巨人中學 
30 李映嬋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78 雙十國中 
31 王俊晽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01 巨人中學 
32 林芷羽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73 巨人中學 
33 李雅琪(大)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09 宜梧國中 
34 李雅琪(小)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89 雙十國中 
35 林雅凰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90 台西國中 
36 蔡奇穎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25 北港國中 
37 張珈華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06 建國國中 
38 吳晉億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95 建國國中 
39 王婷蔚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23 協同中學 
40 洪芝青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57 巨人中學 
41 鄭秀琴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10 台西國中 
42 蘇威誠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23 巨人中學 

狂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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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蔡雅筑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92 褒忠國中 
44 丁香如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87 台西國中 
45 李羿萱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67 建國國中 
46 趙國任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61 巨人中學 
47 許博翔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55 北港國中 
48 吳惠娟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13 台西國中 
49 洪怡婷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96 水林國中 
50 黃于珊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14 麥寮國中 
51 盧玫穎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174 巨人中學 
52 吳佳怡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01 元長國中 
53 張珈華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06 建國國中 
54 王婷蔚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23 協同中學 
55 沈尚謙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 護理系 188 土庫國中 
56 周筱珮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 護理系 194 麥寮國中 
57 吳惠娟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 護理系 213 台西國中 
58 丁香如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 護理系 187 台西國中 
59 蔡雅筑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 護理系 192 褒忠國中 
60 洪怡婷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96 水林國中 
61 洪于婷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95 土庫國中 
62 黃于珊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214 麥寮國中 
63 許皓倫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202 麥寮國中 
64 吳瓊月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86 台西國中 
65 周于庭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70 東勢國中 
66 吳靜婷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84 台西國中 
67 劉亭均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81 土庫國中 
68 王文宏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86 元長國中 
69 吳薏梅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80 土庫國中 
70 吳惠娟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213 台西國中 
71 林雅凰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90 台西國中 
72 鄭秀琴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210 台西國中 
73 王筱舒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82 水林國中 
74 趙國任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61 巨人中學 
75 涂洛瑄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59 口湖國中 
76 許博翔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55 北港國中 
77 吳瓊如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58 元長國中 
78 李羿萱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67 建國國中 
79 張佩玲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37 北港國中 
80 張雅琪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47 褒忠國中 
81 林雅婷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27 麥寮國中 
82 謝宜珮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22 元長國中 
83 陳懿婷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110 麥寮國中 
84 蔡曉涵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 護理系 77 建國國中 
85 黃于珊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14 麥寮國中 
86 林佩君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92 文生中學 
87 蔡奇穎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25 北港國中 
88 許峻賓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99 巨人中學 
89 李曈州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60 北港國中 
90 林柏宏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58 巨人中學 
91 李琬翎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50 六嘉國中 
92 陳妍諼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49 六嘉國中 
93 黃中信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40 巨人中學 
94 張盈慧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82 建國國中 
95 許愷庭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11 建國國中 
96 吳薏梅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80 土庫國中 
97 蔡奇穎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25 北港國中 
98 林雅凰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90 台西國中 
99 王筱舒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82 水林國中 
100 趙國任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61 巨人中學 
101 李曈州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60 北港國中 
102 張雅琪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47 褒忠國中 
103 洪佳軒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19 蔦松國中 
104 林昇源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17 正心中學 
105 陳懿婷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10 麥寮國中 
106 林俊頡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98 麥寮國中 
107 吳碧容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85 麥寮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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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丁庭昱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56 台西國中 
109 洪于婷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195 土庫國中 
110 吳惠娟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13 台西國中 
111 陳詔安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191 土庫國中 
112 吳靜婷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184 台西國中 
113 周于庭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170 東勢國中 
114 丁香如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187 台西國中 
115 李羿萱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167 建國國中 
116 趙國任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161 巨人中學 
117 李宛庭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150 宜梧國中 
118 程鈺婷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135 東南國中 
119 林雅婷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127 麥寮國中 
120 許雅君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97 麥寮國中 
121 吳碧容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85 麥寮國中 
122 吳俊岳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209 建國國中 
123 張盈慧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82 建國國中 
124 吳靜婷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84 台西國中 
125 陳詔安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91 土庫國中 
126 黃怡辰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210 土庫國中 
127 劉亭均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81 土庫國中 
128 周于庭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70 東勢國中 
129 洪檍婷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64 巨人中學 
130 吳瓊如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58 元長國中 
131 蔡尚倫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52 巨人中學 
132 張惠閔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49 東勢國中 
133 張雅琪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47 褒忠國中 
134 黃馨卉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38 東勢國中 
135 張佩玲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37 北港國中 
136 吳偉嘉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37 麥寮國中 
137 廖育紋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23 民雄國中 
138 吳慧萍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18 土庫國中 
139 陳懿婷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10 麥寮國中 
140 呂峯漢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05 口湖國中 
141 林愛羚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90 北港國中 
142 李奕昕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88 建國國中 
143 吳碧容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85 麥寮國中 
144 黃怡辰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10 土庫國中 
145 陳詔安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91 土庫國中 
146 吳薏梅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80 土庫國中 
147 林雅凰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90 台西國中 
148 林雅凰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90 台西國中 
149 周于庭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70 東勢國中 
150 王筱舒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82 水林國中 
151 李東穎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69 巨人中學 
152 李羿萱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67 建國國中 
153 趙國任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61 巨人中學 
154 涂洛瑄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59 口湖國中 
155 黃純翊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21 北港國中 
156 許博翔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55 北港國中 
157 吳慧萍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18 土庫國中 
158 蘇苡晴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64 巨人中學 
159 張雅琪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47 褒忠國中 
160 吳瓊如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58 元長國中 
161 吳偉嘉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37 麥寮國中 
162 張佩玲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37 北港國中 
163 謝宜珮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22 元長國中 
164 林彥伯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17 麥寮國中 
165 陳懿婷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10 麥寮國中 
166 許嘉晏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00 麥寮國中 
167 許雅君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97 麥寮國中 
168 吳映庭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86 麥寮中學 
169 吳碧容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85 麥寮國中 
170 蔡曉涵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77 建國國中 
171 洪欣詒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56 麥寮國中 
172 丁庭昱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56 台西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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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洪檍婷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 164 巨人中學 
174 蔡依庭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 157 東南中學 
175 張惠閔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 149 東勢國中 
176 程鈺婷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 135 東南國中 
177 廖育紋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 123 民雄國中 
178 吳慧萍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 118 土庫國中 
179 簡佑任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 116 民雄國中 
180 許旻純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 117 東南中學 
181 李東穎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69 巨人中學 
182 洪檍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64 巨人中學 
183 蔡沛均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42 水林國中 
184 蔡尚倫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52 巨人中學 
185 李宛庭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50 宜梧國中 
186 張惠閔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49 東勢國中 
187 廖育紋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23 民雄國中 
188 謝宜珮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22 元長國中 
189 陳毓貽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11 新明國中 
190 許嘉晏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00 麥寮國中 
191 李翠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01 宜梧國中 
192 康文斌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03 土庫國中 
193 黃珮茹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31 土庫國中 
194 許雅君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97 麥寮國中 
195 陳榕禎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91 土庫國中 
196 蘇苡晴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164 巨人中學 
197 蔡沛均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142 水林國中 
198 吳偉嘉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137 麥寮國中 
199 周珮珊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133 朴子國中 
200 林雅婷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127 麥寮國中 
201 簡佑任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116 民雄國中 
202 陳懿婷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110 麥寮國中 
203 黃純翊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121 北港國中 
204 許旻純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117 東南中學 
205 吳佩亭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108 口湖國中 
206 康文斌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103 土庫國中 
207 李翠婷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101 宜梧國中 
208 呂峯漢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105 口湖國中 
209 蔡曉涵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77 建國國中 
210 丁庭昱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56 台西國中 
211 陳盈汝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48 麥寮國中 
212 李東穎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169 巨人中學 
213 蘇苡晴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164 巨人中學 
214 蔡沛均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142 水林國中 
215 鍾汶陵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139 水林國中 
216 周珮珊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133 朴子國中 
217 黃珮茹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131 土庫國中 
218 黃純翊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121 北港國中 
219 洪佳軒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119 蔦松國中 
220 柯依岑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119 水林國中 
221 林以婕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96 麥寮國中 
222 李奕昕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88 建國國中 
223 蔡曉涵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77 建國國中 
224 楊宗修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76 北港國中 
225 丁庭昱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56 台西國中 
226 蘇振杰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52 水林國中 
227 陳盈汝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48 麥寮國中 
228 許皓倫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202 麥寮國中 
229 黃怡辰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210 土庫國中 
230 洪佳軒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119 蔦松國中 
231 李弦諭 元培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248 巨人中學 
232 許愷庭 元培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211 建國國中 
233 王俊晽 元培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201 巨人中學 
234 黃馨卉 元培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138 東勢國中 
235 曾政凱 元培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62 麥寮國中 
236 許峻賓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99 巨人中學 
237 林佩君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92 文生中學 



序號 姓名 甄選學校名稱 錄取科系 
國中入學基測成績 
(滿分 312分) 

原國中畢業學校 

238 王筱舒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82 水林國中 
239 林柏宏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58 巨人中學 
240 蔡怡諼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56 東南中學 
241 陳均沂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34 口湖國中 
242 蔡尚倫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52 巨人中學 
243 李琬翎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50 六嘉國中 
244 陳妍諼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49 六嘉國中 
245 許瀞方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30 土庫國中 
246 洪佳軒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19 蔦松國中 
247 蔡政諺 元培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01 麥寮國中 
248 陳均沂 元培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34 口湖國中 
249 黃純翊 元培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21 北港國中 
250 黃春得 元培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10 巨人中學 
251 蔡怡諼 元培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56 東南中學 
252 洪岳志 元培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44 文生中學 
253 郭振瑜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72 北港國中 
254 蔡怡諼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56 東南中學 
255 方思蘋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47 東勢國中 
256 洪岳志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44 文生中學 
257 陳均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34 口湖國中 
258 周珮珊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33 朴子國中 
259 張文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28 輔仁中學 
260 黃純翊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21 北港國中 
261 洪佳軒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19 蔦松國中 
262 林佩宜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09 麥寮國中 
263 康文斌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03 土庫國中 
264 許玉茹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93 麥寮國中 
265 林慈慧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84 麥寮國中 
266 戴立容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78 新港國中 
267 林彥宏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68 台西國中 
268 洪怡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196 水林國中 
269 林雅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工與科學系 190 台西國中 
270 歐佩怡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 190 麥寮國中 
271 吳映庭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86 麥寮中學 
272 洪欣詒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56 麥寮國中 
273 吳宜庭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100 北港國中 
274 蔡政諺 元培科技大學 視光系 201 麥寮國中 
275 林佑霖 元培科技大學 視光系 130 北港國中 
276 楊宗修 元培科技大學 視光系 76 北港國中 
277 蔡明杰 輔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126 巨人中學 
278 李東瑾 輔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124 宜梧國中 
279 黃振瑋 輔英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97 新港國中 
280 蔡承祐 大仁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117 褒忠中學 

藥學系 錄取分數比國立科大更高    藥學護理 工作好找薪水又高 
巨人綜高 - 空前「藥」眼榜單 ，使你一「藥」而上，「藥」居全國第一 

巨人綜高 –藥學護理專業教學，升學權威，是您最明智的選擇 

100年度衛生護理類各科最低錄取分數: 
◎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藥學系最低錄取分數 616分 
◎ 大仁科技大學藥學系最低錄取分數 590分 
◎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護理系最低錄取分數 576分、運動保健系系最低錄取分數 538分 

◎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林口校區)最低錄取分數 550分、(嘉義分部)最低錄取分數 536分 
◎ 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最低錄取分數 542分 

◎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最低錄取分數 510分 

◎ 輔英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最低錄取分數 504分 
◎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工系最低錄取分數 552分 

◎ 國立虎尾技大學生物科技系最低錄取分數 566分 

◎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環工系最低錄取分數 522分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環工系最低錄取分數 516分 
◎ 國立聯合大學環工系最低錄取分數 5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