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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7 名師學院 101 指考捷報 

捷報 1：各科頂標人數超過 440 人 

國文：76 人         英文：56 人         數甲：28 人 
數乙：62 人         化學：25 人         物理：22 人 
生物：17 人         歷史：64 人         地理：52 人 
公民與道德：45 人 

捷報 2：超過 1,000 名學員單科分數達到前標！ 

捷報 3：超過 2,000 名學員單科分數達到均標！  

(榜單持續更新中，上述總人數太多故不一一列出) 

捷報 4：108 名學員單科分數達 90 分以上！ 

 
英文：共 15 人 

姓名 畢業高中 分數 

李品萱 北一女中 96.50 

曾沁筑 臺中女中 95.50 

李軒亦 宜蘭高中 95.50 

周昀均 成功高中 94.00 

葉書昂 臺南一中 94.00 

林珉齊 成功高中 92.50 

陳怡如 師大附中 92.00 

賴秋彤 新竹女中 92.00 

黃泓儒 鳳山高中 92.00 

陳昱均 臺南女中 91.00 

嚴唯寧 薇閣高中 91.00 

翁薇真 松山高中 90.50 

呂政翰 鳳山高中 90.00 

洪皓芸 高雄女中 90.00 

莊千霈 臺南女中 90.00 

 
數學（甲）：共 17 人 

姓名 畢業高中 分數 

張佳怡 港明中學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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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雯璘 臺南女中 99.00 

王舒荻 臺南一中 99.00 

陳昱均 臺南女中 99.00 

陳彥丞 文華高中 99.00 

龐力元  99.00 

林正軒 新莊高中 98.00 

陳昱志 中正中學 96.30 

程耀進 中正高中 95.80 

林祐任  95.00 

林佩萱 臺南女中 93.10 

黃怡玲 鳳新高中 92.60 

張翼欣 臺中女中 91.80 

廖之敖  91.50 

李品萱 北一女中 90.80 

詹毓文 羅東高中 90.80 

許富翔 平鎮高中 90.30 

 
數學(乙)：共 46 人 

姓名 畢業高中 分數 

卓宗樺 臺中一中 100.00 

李得瑜 衛道高中 98.00 

林珉齊 成功高中 96.00 

陳怡如 師大附中 96.00 

陳艾華 中山女中 96.00 

王舒荻 臺南一中 96.00 

張明錦 竹北高中 96.00 

簡婉庭 宜蘭高中 96.00 

鄭士揚 臺南一中 96.00 

李承昊 明道高中 96.00 

陳姿晴 長億高中 96.00 

謝欣妤 協同中學 96.00 

程耀進 中正高中 96.00 

謝佩軒 曉明女中 96.00 

劉冠羽 鳳山高中 96.00 

陳芃瑞 宜蘭高中 96.00 

陳躍昇 鳳新高中 96.00 

巫世偉 三民高中 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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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力元  96.00 

陳威霖  96.00 

張憲騰  95.00 

陳靜儀 屏東女中 94.00 

黃泓儒 鳳山高中 92.00 

吳婉琪 南湖高中 92.00 

陳秋婷 新莊高中 92.00 

羅仁評 豐原高中 92.00 

郭欣妍 文華高中 92.00 

張凱智 彰化高中 92.00 

王鈺華 南科高中 92.00 

陳筱姍 家齊女中 92.00 

王萱慧 丹鳳高中 92.00 

周偉傑 鳳山高中 92.00 

陳亮廷 明道高中 92.00 

朱衾誼 中和高中 92.00 

袁嘉偉  92.00 

林韋翔 豐原高中 92.00 

許慈蘚 桃園高中 92.00 

陳柏升 黎明高中 92.00 

沈仁傑 臺南二中 92.00 

莊千霈 臺南女中 91.00 

秦振期 中正高中 91.00 

任昱甄 高雄女中 90.00 

江晟瑋 臺中一中 90.00 

呂晏州 臺南一中 90.00 

孫銘謙 忠明高中 90.00 

陳佑任 臺中一中 90.00 

 
物理：共 9 人 

姓名 畢業高中 分數 

林世穎 興國高中 98.00 

羅雯璘 臺南女中 97.00 

江翰璋 成功高中 96.50 

李品萱 北一女中 93.00 

曾沁筑 臺中女中 93.00 

吳英璋 師大附中 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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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銘賢 臺中一中 92.00 

龐力元  91.00 

陳佑任 臺中一中 90.50 

 
生物：共 8 人 

姓名 畢業高中 分數 

羅雯璘 臺南女中 96.60 

高郁雯 高雄女中 93.80 

陳芃瑞 宜蘭高中 93.40 

林世穎 興國高中 92.00 

李品萱 北一女中 91.60 

顏竹均 鳳新高中 91.40 

楊翔竣 臺中一中 90.60 

劉耀仁 桃園高中 90.00 

 
公民與社會：共 13 人 

姓名 畢業高中 分數 

黃泓儒 鳳山高中 98.40 

邱柏彰 鳳山高中 94.80 

萬晏廷 屏東女中 94.80 

陳怡靜  94.00 

王先平 臺中二中 93.60 

陳艾華 中山女中 93.20 

丁福寬 小港高中 92.80 

趙怡超 新營高中 92.00 

陳郁婷 高雄女中 91.20 

賴秋彤 新竹女中 90.80 

黃雋中 明道中學 90.40 

王臻宜  90.00 

莊維傑 東山高中 9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