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忠信學校2012年採獨立招生
桃 竹 苗地 區唯一 未 參加 免 試 入 學 / 聯 合 登 記 分 發 的 優良學 府

2012年應屆畢業生升學表現

篇幅有限，僅列部份錄取國立大學及傳統綜合性

私立大學。重覆錄取時擇優刊載。

賴淳渝 忠孝國中PR70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洪翊欣 興華中學PR87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郭宇真 竹北國中PR82 國立嘉義大學

葉念嘉 竹北國中PR78 國立嘉義大學

鄭傑鴻 忠信初中PR7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于正龍 新湖國中PR4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羅浩銓 精華國中PR5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高念淮 三民國中PR5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彥辰 湖口中學PR73 國立東華大學

余凱雲 新豐國中PR77 國立東華大學

姜幸鐘 忠信初中PR76 國立台東大學

王玟心 芎林國中PR50 國立台東大學

吳克浩 新湖國中PR66 國立金門大學

吳克駿 仁愛國中PR67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徐寶淳 芎林國中PR56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劉柏亨 三民國中PR53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李育銘 光武國中PR56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陳冠年 博愛國中PR66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曾雅玟 竹北國中PR60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游欣儒 培英國中PR60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廖堉筌 湖口中學PR64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魏海崴 培英國中PR65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鄭煜愷 建功中學PR62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林依穎 光華國中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仲思遠 湖口中學PR61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廖翔平 忠信初中PR70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陳立翔 忠孝國中PR59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韋敬瑄 曙光女中PR68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程怡晴 建功中學PR62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傅翊燻 二重國中PR61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常鈺浩 湖口中學PR73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翁浩瑋 湖口中學PR65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詹博宇 忠孝國中PR63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林沛蓉 忠孝國中PR53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郭政儒 忠孝國中PR55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鄭遠揚 義民中學PR72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朱靖祥 忠孝國中PR66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黃柏維 虎林國中PR70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陳彥華 三民國中PR65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胡哲愷 仁愛國中PR57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黃翊銘 自強國中PR49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梁哲誠 自強國中PR71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楊明豪 竹南國中PR4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彭超群 景興國中PR5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佑銓 博愛國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董冠成 大坡國中PR6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鄭民祺 新科國中PR66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子傑 新豐國中PR6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呂崇維 建功中學PR7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威宏 鳳岡國中PR6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彭梓杭 寶山國中PR5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汪祐平 培英國中PR69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朱士淳 三民國中PR52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徐珮瑄 光華國中PR54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陳詩云 新豐國中PR68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陳儀倫 博愛國中PR56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黃欣茹 仰德中學PR59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楊宗謀 虎林國中PR57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謝富丞 仁愛國中PR67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羅強 自強國中PR56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張硯翔 新豐國中PR56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王伶娟 竹北國中PR58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葉人慶 瑞原國中PR48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何婉筠 六家國中PR55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江依庭 忠孝國中PR61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張倚瑋 三民國中PR62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呂育嘉 竹北國中PR58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謝易軒 虎林國中PR58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林子鈞 忠孝國中PR45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林振弘 建華國中PR5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麥家誠 新湖國中PR54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黃勝雲 三民國中PR55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曾維邦 義民中學PR65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彭如鋒 竹東國中PR51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葉庭潔 新湖國中PR49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徐育國 光武國中PR50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劉芳君 忠孝國中PR63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吳筑宇 忠孝國中PR55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黃翊綾 新湖國中PR6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林芝羽 博愛國中PR71 國立聯合大學

何芳語 忠孝國中PR56 國立聯合大學

耿寧 培英國中PR58 國立聯合大學

曾暄桀 鳳岡國中PR63 國立聯合大學

魏禎瑩 忠孝國中PR52 國立聯合大學

彭毓庭 忠孝國中PR66 國立聯合大學

林志琛 橫山國中PR54 國立聯合大學

陳品齊 博愛國中PR58 國立聯合大學

陳沂豐 竹北國中PR48 國立聯合大學

黃啟鳴 義民中學PR51 國立聯合大學

陳明揚 竹北國中PR42 國立聯合大學

楊明哲 建華國中PR46 國立聯合大學

盧駿彥 中正國中PR41 國立聯合大學

梁志嘉 華山國中PR36 國立聯合大學

陳俊翔 忠信初中PR80 國立體育大學

何思賢 六家國中PR55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曾靖嘉 南華國中PR64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李瑜 建華國中PR58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邱茗瑜 三民國中PR66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江晨柏 磐石中學PR69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許又歡 照南國中PR79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徐敏芳 忠孝國中PR60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鄭玉婷 精華國中PR33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鄧琬仟 東泰中學PR5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李政東 忠信初中PR65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徐偉翔 湖口中學PR56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李旻諺 光華國中PR5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歐家佑 竹北國中PR55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陳證文 培英國中PR4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周晉名 建功中學PR45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陳冠杰 光華國中PR59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游凱甯 君毅中學PR6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魏佳鈺 仁愛國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賴保霖 建華國中PR6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郭晉宇 博愛國中PR66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徐佳揚 新湖國中PR50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李沛烜 湖口中學PR55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陳亞仁 忠孝國中PR57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彭珮苓 中正國中PR64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楊宗翰 光華國中PR57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鄭時杰 新豐國中PR63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王韻茹 照南國中PR4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徐邦翔 寶山國中PR6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黃紹倫 竹東國中PR6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吳佳僅 新豐國中PR6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郭信偉 竹東國中PR6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陳律赬 義民中學PR6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羅立偉 磐石中學PR5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鄒佳玲 竹北國中PR60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湯茂婷 建功中學PR38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彭惠慈 大崙國中PR5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許仁鴻 忠孝國中PR69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陳宜君 仁愛國中PR57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林建豪 忠孝國中PR35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許益嘉 新豐國中PR38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許哲榮 成德國中PR46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童暐傑 竹光國中PR4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黃日伶 博愛國中PR55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劉彥伶 大倫國中PR44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吳孟瑄 大倫國中PR46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徐慧婷 中正國中PR67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王冠傑 中正國中PR39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湯文樺 橫山國中PR36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蕭翎嘉 忠信初中PR84 台北醫學大學

葉昱翔 育賢國中PR69 輔仁大學

趙家  忠信初中PR77 輔仁大學

余陳皓 忠信初中PR85 輔仁大學

陳俊融 三民國中PR80 東吳大學

黃譯德 竹北國中PR74 淡江大學

張偉倫 忠信初中PR80 淡江大學

鄒政庭 光華國中PR67 淡江大學

廖敏如 建國國中PR79 東海大學

邱志昇 忠信初中PR90 東海大學

陳亭妤 忠信初中PR82 東海大學

黃巧熒 培英國中PR74 東海大學

王宏晉 義民中學PR62 東海大學

高逸安 忠信初中PR86 東海大學

鍾文 三民國中PR85 東海大學

羅佳媛 新豐國中PR77 東海大學

黃子容 自強國中PR83 中原大學

張育旗 忠信初中PR75 中原大學

孫碩遠 建功中學PR55 中原大學

林中諭 建功中學PR83 中原大學

徐永融 湖口中學PR84 中原大學

張鉯婷 忠信初中PR87 中原大學

陳建鋕 忠信初中PR91 中原大學

曾俐庭 忠信初中PR86 中原大學

謝侑蓁 忠信初中PR80 中原大學

范珈榕 博愛國中PR66 元智大學

張雲斌 忠信初中PR83 元智大學

蔡松宇 湖口中學PR87 元智大學

黃士芸 寶山國中PR77 逢甲大學

廖浚安 三民國中PR75 逢甲大學

范渟翊 忠孝國中PR66 逢甲大學

劉子安 忠信初中PR73 世新大學

羅佳蓉 忠信初中PR83 世新大學

林合郁 忠信初中PR69 世新大學

何茹萍 中正國中PR68 實踐大學

張玉粲 忠信初中PR86 實踐大學

何宜庭 仁愛國中PR49 實踐大學

許馨文 仁愛國中PR56 實踐大學

楊勝宇 曙光女中PR48 實踐大學

劉亦婷 明德國中PR64 實踐大學

黃虹境 竹北國中PR77 銘傳大學

沈智皓 三民國中PR82 銘傳大學

周銘 忠信初中PR63 銘傳大學

蔡松耕 六家國中PR70 銘傳大學

黃彥瑜 新湖國中PR67 中國文化大學

趙國堯 三民國中PR74 中國文化大學

吳佳芸 新豐國中PR72 中國文化大學

田祐瑄 六家國中PR57 中國文化大學

陳郁璇 東海附中PR66 中國文化大學

賴郁欣 義民中學PR61 中國文化大學

陳思晏 新湖國中PR60 中國文化大學

徐佩琳 新湖國中PR62 中國文化大學

楊鎧綸 三民國中PR56 義守大學

徐葦珊 新湖國中PR58 義守大學

范雅筑 湖口中學PR65 靜宜大學

李奕萱 湖口中學PR59 靜宜大學

蕭思薇 新科國中PR53 靜宜大學

彭畋凌 自強國中PR62 靜宜大學

張倖瑜 竹東國中PR44 靜宜大學

張雯筑 新湖國中PR52 靜宜大學

王伯堯 實驗中學PR56 靜宜大學

李蓁 忠孝國中PR57 靜宜大學

蔡佩如 照門國中PR65 靜宜大學

賴葦佳
忠信初中P R 9 3
國立清華大學

黃亭穎
忠孝國中P R 6 4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王斯泓
忠信初中P R 9 7
國立交通大學

彭冠穎
湖口中學P R 7 2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鄧經儒
忠信初中P R 9 3
國立台灣大學

林民浩
培英國中P R 5 6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吳尚容
忠信初中P R 9 3
國立政治大學

彭紹華
培英國中P R 6 9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徐庭皓
忠信初中P R 9 0
國立中央大學

鄭嘉瑋
建華國中P R 6 8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曾采蓁
忠信初中P R 9 3
國立台北大學

周士城
忠信初中P R 7 6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葉秋童
曙光女中P R 8 9
國立中興大學

彭荃貞
新埔國中P R 7 3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姜盈如
新湖國中P R 3 0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柯明銓
精華國中P R 61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