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人綜合高中藥學護理專班 104年度四技錄取榜單 
          本校三大特色:1.免學費 2.勤教嚴管 3.升學率高        

           巨人綜合高中藥學護理學程 179位畢業生 

      參加 104年度四技衛生護理類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650分以上計有 6位學生 邱孝殷 662分應屆生全國第 1名 

   陳盈臻 660分全國第 2名、吳昕澔 658分全國第 3名 

  黃博郁全國第 5名、林以晨全國第 6名、林秀娟全國第 8名 

 李悅寧全國第 10名、李如惠全國第 11名、黃國喬全國第 12名 

李俊毅全國第 13名、預估皆可登記分發上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系 

600分以上計有 54位學生、 500分以上計有 162位學生 

榮獲 數學全國最高分 100分: 邱孝殷、李悅寧、李俊逸等 7位 

       專一(生物)全國最高分 100分:陳盈臻、吳明杰等 2位 

        英文全國最高分 100分: 曾柔維        

巨人綜合高中藥學護理專班 104年度四技衛生護理類錄取榜單: 

              ※登記分發之同學於 8月 4日(二)放榜 
 

                                   
序號 

姓名 甄選學校名稱 錄取科系 
國中入學基測成績 
(滿分 412分) 

原國中畢業學校 

1 李如惠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全國第 11名) 350 建國國中 

2 林語嫻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352 永年中學 

3 吳怡如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328 建國國中 

4 王采汶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327 建國國中 

5 陳正芬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322 建國國中 

6 歐依穎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320 斗南國中 

7 丁嬿真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299 台西國中 

8 黃紀瑄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290 後甲國中(台南) 

9 楊宜茜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250 斗南國中 

10 黃莉婷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361 斗南國中 

11 廖彩彣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352 崙背國中 

12 賴庭溱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348 北興國中(嘉義) 

13 陳方儀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347 民雄國中(嘉義) 

14 蔡育穎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337 揚子中學 

15 張裕弘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335 北港國中 

16 黃婉宜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333 玉山國中(嘉義) 

17 王采汶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327 建國國中 

18 呂方愉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329 永慶中學(嘉義) 

19 吳怡如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328 建國國中 

20 陳正芬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322 建國國中 

21 陳俐文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320 東南國中 

22 歐依穎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320 斗南國中 

23 王鉦愷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319 土庫國中 

24 楊芷靜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308 建國國中 

25 翁靖惠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94 北港國中 

狂賀 



26 王沛尹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92 土庫國中 

27 吳汶芸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92 正心中學 

28 黃紀瑄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90 後甲國中(台南) 

29 王苡蓁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88 東南國中 

30 梁軍佑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88 成功國中(台中) 

31 陳宣輔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78 弘文中學(台中) 

32 羅珮琳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73 崇德國中 

33 呂珮慈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72 北興國中(嘉義) 

34 蘇怡君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61 口湖國中 

35 張雅淇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44 東南國中 

36 胡庭嘉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240 田尾國中(彰化) 

37 蔡欣晏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336 北港國中 

38 林璧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320 東仁國中 

39 林靖雅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313 崙背國中 

40 李佳蓉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312 東南國中 

41 楊芷靜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308 建國國中 

42 湯椀筑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302 建國國中 

43 丁嬿真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99 台西國中 

44 翁靖惠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94 北港國中 

45 王沛尹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92 土庫國中 

46 蔡千儀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84 四湖國中 

47 陳俞蓁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84 北港國中 

48 羅珮琳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73 崇德國中 

49 陳姿螢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66 建國國中 

50 蘇怡君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61 口湖國中 

51 吳美祺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60 東南國中 

52 楊宜茜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50 斗南國中 

53 黃娜賢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47 北港國中 

54 吳怡瑩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35 斗南國中 

55 曾柔維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34 興華中學(嘉義) 

56 吳家儀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293 永年中學 

57 鄭米津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220 元長國中 

58 周宜君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347 土庫國中 

59 蔡欣晏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336 北港國中 

60 葉佩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328 土庫國中 

61 李鈺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323 永年中學 

62 楊芷靜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308 建國國中 

63 湯椀筑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302 建國國中 

64 丁嬿真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299 台西國中 

65 翁靖惠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294 北港國中 

66 吳汶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292 正心中學 

67 王沛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292 土庫國中 

68 林珈羽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290 東明國中 

69 蔡千儀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284 四湖國中 

70 陳姿螢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266 建國國中 

71 蘇怡君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261 口湖國中 

72 楊宜茜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250 斗南國中 

73 周宜君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347 土庫國中 

74 張維芳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311 斗六國中 

75 楊芷靜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308 建國國中 

76 余佳勳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301 北港國中 

77 游舒婷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299 嘉義國中(嘉義) 

78 蔡易庭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291 七賢國中(高雄) 

79 吳柏佑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283 元長國中 

80 黃若庭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283 輔仁中學(嘉義) 

81 莊怡婷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274 雲林國中 

82 林萬生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270 揚子中學 

83 張翠珊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254 崙背國中 

84 楊宜茜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250 斗南國中 

85 蔡宜欣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245 北港國中 

86 張雅淇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244 東南國中 

87 曾柔維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234 興華中學(嘉義) 

88 吳姿瑩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232 東南國中 



89 吳庭安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護理系 223 土庫國中 

90 吳新智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324 土庫國中 

91 林靖雅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313 崙背國中 

92 許禎伶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311 建國國中 

93 吳宜婷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95 建國國中 

94 楊薏靜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92 福興國中(彰化) 

95 蔡易庭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91 七賢國中(高雄) 

96 吳柏佑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83 元長國中 

97 許嬡雅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78 建國國中 

98 王俞婷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76 台西國中 

99 劉依婷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76 永年中學 

100 黃筱雯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76 水上國中(嘉義) 

101 楊士頡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75 北港國中 

102 陳姿螢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66 建國國中 

103 張瀞心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63 北港國中 

104 吳美祺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60 東南國中 

105 朱  茵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57 淵明國中 

106 蘇裕哲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54 玉山國中(嘉義) 

107 陳建文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52 建國國中 

108 蔡宜欣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45 北港國中 

109 王珮蓉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44 東南國中 

110 廖于瑩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38 北斗國中(彰化) 

111 吳秀真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38 東勢國中 

112 吳思澐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37 土庫國中 

113 蔡宜津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34 民雄國中(嘉義) 

114 楊雅筑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24 宏仁女中(嘉義) 

115 蔡芳宜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21 土庫國中 

116 黃沛瑀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16 斗南國中 

117 葉宜秋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14 建國國中 

118 賴宛伶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10 嘉義國中 

119 張筠淇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護理系 205 崇德國中 

120 陳俐文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320 東南國中 

121 廖家儀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305 斗六國中 

123 林俊谷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300 元長國中 

124 黃鳳春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96 朴子國中(嘉義) 

125 吳家儀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93 永年中學 

126 陳俞蓁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84 北港國中 

127 許瑞麟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65 水林國中 

128 鄭米津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20 元長國中 

129 李典宸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337 永年中學 

130 張維芳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311 斗六國中 

131 黃鳳春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96 朴子國中(嘉義) 

132 陳俞蓁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84 北港國中 

133 黃若庭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83 輔仁中學(嘉義) 

134 彭彥程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83 成功國中(台中) 

135 莊怡婷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74 雲林國中 

136 李建禕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30 水林國中 

137 劉芊秀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26 明倫國中(彰化) 

138 邱敬雅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24 永靖國中(彰化) 

139 黃沛瑀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16 斗南國中 

140 黃冠蓁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211 陽明國中(彰化) 

141 劉明炫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199 協同中學(嘉義) 

142 黃婉茜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26 淵明國中 

143 王志成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15 水林國中 

144 張維芳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11 斗六國中 

145 黃鳳春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96 朴子國中(嘉義) 

146 陳蓓筠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76 文生中學 

147 郭祐豪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73 東勢國中 

148 林萬生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70 揚子中學 

149 詹逸榮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50 竹塘國中(彰化) 

150 洪暄雯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48 陽明國中(彰化) 

151 吳承勳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38 東仁國中 

152 陳晊瑋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33 花崗國中(花蓮) 



153 林羿欣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32 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154 李建禕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30 水林國中 

155 李淳恩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24 嶺東中學(台中) 

156 蔡芳宜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21 土庫國中 

157 黃沛瑀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16 斗南國中 

158 吳冠臻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09 文生中學 

159 林柏安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01 居仁國中(台中) 

160 劉明炫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99 協同中學(嘉義) 

161 劉書宏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97 雲林國中 

162 謝幃丞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70 竹塘國中(彰化) 

163 張宇智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59 大埤國中 

164 楊宗翰 慈濟技術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49 明道中學(台中) 

165 林君翰 慈濟技術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40 台西國中 

166 游舒婷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99 嘉義國中(嘉義) 

167 杜宇雯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91 北港國中 

168 蔡麗芬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86 建國國中 

169 李立雯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76 口湖國中 

170 楊士頡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75 北港國中 

171 郭祐豪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73 東勢國中 

172 侯淞壹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67 同濟中學(嘉義) 

173 張翠珊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54 崙背國中 

174 朱  茵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57 淵明國中 

175 邱珮慈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47 永年中學 

176 蔡宜欣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45 北港國中 

178 顏佳儀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36 永年中學 

179 吳怡瑩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35 斗南國中 

180 曾柔維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34 興華中學(嘉義) 

181 林羿欣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32 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182 吳偲語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27 北港國中 

183 林欣儒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27 東南國中 

184 劉芊秀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26 明倫國中(彰化) 

185 楊雅筑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24 宏仁女中(嘉義) 

186 胡庭嘉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20 田尾國中(彰化) 

187 吳姿憬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16 台西國中 

188 張筠淇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05 崇德國中 

189 李佳珊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202 永年中學 

190 洪嘉穗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87 水林國中 

191 趙珮戎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184 大道國中(台中) 

192 羅貴馨 慈濟技術學院 護理系 192 民生國中(嘉義) 

193 楊雅筑 慈濟技術學院 護理系 224 宏仁女中(嘉義) 

194 許禎伶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311 建國國中 

195 吳宜婷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95 建國國中 

196 楊薏靜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92 福興國中(彰化) 

197 蔡易庭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91 七賢國中(高雄) 

198 王苡蓁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88 東南國中 

199 黃若庭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83 輔仁中學(嘉義) 

200 許嬡雅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78 建國國中 

201 申泱芷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76 斗六國中 

202 莊怡婷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74 雲林國中 

203 許瑞麟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65 水林國中 

204 蘇裕哲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54 玉山國中(嘉義) 

205 張翠珊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54 崙背國中 

206 林泓旭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54 揚子中學 

207 洪豐麟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51 建國國中 

208 李宥儀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50 建國國中 

209 陳筱渝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49 建國國中 

210 洪暄雯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48 陽明國中(彰化) 

211 蔡宜欣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45 北港國中 

212 林佩君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44 口湖國中 

213 張雅淇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44 東南國中 

214 王珮蓉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44 東南國中 

215 沈妙芸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43 斗南國中 

216 邱延庭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40 斗六國中 



217 胡庭嘉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40 田尾國中(彰化) 

218 吳秀真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38 東勢國中 

219 吳思澐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37 土庫國中 

220 蔡宜津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34 民雄國中(嘉義) 

221 林羿欣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32 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222 吳姿瑩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32 東南國中 

223 吳偲語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27 北港國中 

224 劉芊秀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26 明倫國中(彰化) 

225 邱敬雅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24 永靖國中(彰化) 

226 楊雅筑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24 宏仁女中(嘉義) 

227 顏鸝葶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24 四湖國中 

228 吳庭安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23 土庫國中 

229 蔡芳宜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21 土庫國中 

230 李宛庭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17 東南國中 

231 李育慈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19 雲林國中 

232 賴宛伶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10 嘉義國中 

233 洪嘉穗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187 水林國中 

234 趙珮戎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184 大道國中(台中) 

235 蔡麗芬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286 建國國中 

236 黃筱雯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276 水上國中(嘉義) 

237 李佩佳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238 文生中學 

238 吳思澐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237 土庫國中 

239 李宛庭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217 東南國中 

240 黃冠蓁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211 陽明國中(彰化) 

241 李佳珊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202 永年中學 

242 趙珮戎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84 大道國中(台中) 

243 洪蕣雅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58 北港國中 

244 陳姿澖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219 溪口國中 

245 張瑞珊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39 崙背國中 

246 吳承勳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38 東仁國中 

247 李宗諭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35 東勢國中 

248 陳晊瑋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33 花崗國中(花蓮) 

249 龔柏逢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99 建國國中 

250 謝幃丞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70 竹塘國中(彰化) 

251 林宜霈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59 建國國中 

252 黃筱雯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276 水上國中(嘉義) 

253 洪豐麟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251 建國國中 

254 林佩君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244 口湖國中 

256 洪蕣雅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58 北港國中 

257 蔡麗芬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286 建國國中 

258 侯淞壹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267 同濟中學(嘉義) 

259 張瀞心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263 北港國中 

260 陳筱渝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249 建國國中 

261 邱珮慈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247 永年中學 

262 李佩佳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238 文生中學 

263 吳姿憬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216 台西國中 

264 沈伶繡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95 斗南國中 

265 朱映蓉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60 東南國中 

266 吳姿憬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216 台西國中 

267 李佳珊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202 永年中學 

268 呂曉萍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154 建國國中 

269 蔡孟純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181 建國國中 

270 徐子耘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141 民生國中(嘉義) 

271 郭怡欣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138 鹿鳴國中(彰化) 

272 林宜霈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159 建國國中 

273 黃玟豪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320 新港國中(嘉義) 

274 墜子偉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300 正心中學 

275 彭彥程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83 成功國中(台中) 

276 郭祐豪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73 東勢國中 

277 徐吉成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62 新港國中(嘉義) 

278 爐逸洲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53 建國國中 

279 陳晊瑋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33 花崗國中(花蓮) 

280 李淳恩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24 嶺東中學(台中) 



281 黃冠蓁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11 陽明國中(彰化) 

282 李宛庭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17 東南國中 

283 李佳珊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02 永年中學 

284 林柏安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01 居仁國中(台中) 

285 爐逸洲 元培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53 建國國中 

286 李品瑩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74 建國國中 

287 游舒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99 嘉義國中(嘉義) 

288 侯淞壹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67 同濟中學(嘉義) 

289 陳筱渝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49 建國國中 

290 江柏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243 大林國中(嘉義)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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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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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分 
◎大仁科技大學藥學系最低錄取分數 622分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最低錄取分數 598分、運動保健系最低錄取分數 544分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護理系最低錄取分數 592分 

◎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最低錄取分數 602分、護理系最低錄取分數 558分 

◎輔英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最低錄取分數 574分、護理系最低錄取分數 546分 

◎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林口校區)最低錄取分數 564分、(嘉義分部)最低錄取分數 564分 

◎ 中臺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放射技術系 556分、護理系 550分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 542分 

◎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環工系最低錄取分數 538分、水產養殖系 534分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環工系最低錄取分數 534分、國立聯合大學環工系最低錄取分數 53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