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台灣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榜單 

心理所(臨床心理學組) (錄取 6名，強占 3名！囊括前三名！) 

陳禹昕(成大/數學)           正取 (狀元) 

黃韋達(成大/心理)           正取 (榜眼) 

王怡仁(台北商業/資訊管理)   正取 (探花) 

劉詠銜(台北/企管)           備取 

心理所(實驗認知組) (錄取 4名，強占 2名！囊括狀元、榜眼！) 

劉軒齊(台大/圖資)           正取 (狀元) 

林彥廷(輔大/心理)           正取 (榜眼) 

心理所(工商組) (錄取 5名，強占 2名！囊括探花！) 

蔡宗霖(成大/心理)           正取 (探花) 

陳彥霖(國北/心諮)           正取 

國立政治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組) （推甄） 

龍奕薰(政大/心理)           正取 (榜眼) 

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組) 

蘇郁琳(台大/財金)           備取 

謝珮妍(中山醫/心理)         備取 

劉詠銜(台北/企管)           備取 

郭秉心(高醫/心理)           備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實驗與發展組) (錄取 5名，強占第 1名-狀元！) 

林彥廷(輔大/心理)           正取 (狀元) 



心理學系碩士班(社會與人格組) 

陳芸芳(清大/人文社會)       備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工業與組織組) (錄取 3名，強占 1名！囊括探花！) 

陳彥霖(國北/心諮)           正取 (探花) 

蔡宗霖(成大/心理)           備取 

楊  芸(中山醫/心理)         備取 

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推甄） 

莊伯萱(實踐/國貿)           備取 

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錄取 6名，強占 3名！囊括榜眼！) 

蕭群諭(東吳/社工)           正取 (榜眼) 

陳羽柔(政大/廣告)           正取 

魏家璿(政大/中文)           正取 

陳賞諺(政大/教育)           備取             

邵于軒(高醫/化學)           備取 

黃登良(中原/心理)           備取 

李欣舫(輔大/心理)           備取 

許鈞翔(輔大/臨心)           備取 

黃雅雯(政大/社會)           備取             

陳玉琳(市北/心諮)           備取 

徐瑋菁(輔大/心理)           備取 

唐郁婷(東吳/心理)           備取 

林瑋歆(師大/華文)           備取 

鄧雅娟(台南師院/國語文)     備取 

國立成功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行為醫學所(臨床組) （推甄） 

簡禹萱(成大/心理)           備取 

吳欣儒(中正/心理)           備取 

行為醫學所(臨床組) (錄取 5名，強占第 1名-狀元！) 

劉詠銜(台北/企管)           正取 (狀元) 

陳美霖(高醫/心理)           備取 

郭秉心(高醫/心理)           備取 

李采凌(高醫/心理)           備取 

陳逸諳(東吳/哲學&心理)      備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 (錄取 8名，強占 2名！囊括探花！) 

王柏皓(輔大/心理)           正取 (探花) 

賴重光(中正/哲學)           正取 

國立中正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錄取 6名，強占 4名！囊括狀元！) 

陳禹昕(成大/數學)           正取 (狀元) 

劉詠銜(台北/企管)           正取 

謝珮妍(中山醫/心理)         正取 

翁鈺傑(東華/臨諮)           正取 

黃  瑛(政大/心理)           備取 

郭秉心(高醫/心理)           備取 

王怡仁(台北商業/資訊管理)   備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推甄） 

柳佩妤(中正/經濟&心理)      正取 (榜眼) 



心理學系碩士班 

陳芸芳(清大/人文社會)       正取 

國立陽明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神經科學所(認知神經科學組) （推甄） 

王元薇(國北/心諮)           正取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教心與輔導學系碩士班(教育心理學組) （推甄） 

林芃萱(師大/衛教&幼教)      正取 (狀元) 

潘玉翎(輔大/生命科學)       備取 

教心與輔導學系碩士班(教育心理學組) 

廖子鈞(東吳/心理)           備取   

教心與輔導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 （推甄） 

劉宇霖(中正/財經法律所)     正取 (狀元) 

鄭伊婷(成大/心理)           正取 (榜眼) 

教心與輔導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  

(錄取 9名，強占 8名！囊括前三名！) 

黃家慧(中山醫/心理)         正取 (狀元) 

魏家璿(政大/中文)           正取 (榜眼) 

汪奕程(台大/心理)           正取 (探花) 

唐郁婷(東吳/心理)           正取 

袁欣如(輔大/哲學)           正取 

陳賞諺(政大/教育)           正取 



陳玉琳(市北/心諮)           正取 

賈雨雯(台大/心理)           正取 

劉心昀(元智/管院英專)       備取 

林瑋歆(師大/華文)           備取 

柳映竹(清大/中文)           備取 

林沛辰(師大/國文)           備取 

教心與輔導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鄭詠潔(輔大/英文)           正取 

林孝宜(彰師/國文)           正取 

王楚鈞(輔大/心理)           正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錄取 19名，強占 10名！) 

陳冠儒(成大/心理)           正取 

李曜成(加州/資工所)         正取 

黃子寧(政大/歐語)           正取 

林宜君(東吳/心理)           正取 

周子勛(北醫/醫學)           正取 

洪嫃喻(政大/教育)           正取 

周彥伶(竹師/幼教)           正取 

張友謙(清大/物理)           正取 

廖孟真(東吳/國貿)           正取 

鄭凱莉(輔大/社會)           正取 

黃楚鈞(長庚/電子工程)       備取 



葉雅麗(中山醫/心理)         備取 

人力資源管理所(乙組) 

林柏辰(中山醫/心理)         備取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所(諮商心理組) 

簡秀真(東海/國貿)           正取 

葉馥瑄(元智/社政)           正取 

劉心昀(元智/管院英專)       備取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推甄） 

鄭伊婷(成大/心理)           正取 (榜眼) 

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錄取 16名，強占 13名！囊括前三名！) 

賈雨雯(台大/心理)           正取 (狀元) 

黃家慧(中山醫/心理)         正取 (榜眼) 

李欣舫(輔大/心理)           正取 (探花) 

林瑋歆(師大/華文)           正取 

廖孟真(東吳/國貿)           正取 

陳冠儒(成大/心理)           正取 

許鈞翔(輔大/臨心)           正取 

林沛辰(師大/國文)           正取 

林宇君(淡江/英文)           正取 

田居平(世新/廣電)           正取 



張淑淳(佛光/心理)           正取 

劉士煜(國北/幼教&心諮)      正取 

黃淑萍(東吳/社工)           正取 

陳賞諺(政大/教育)           備取 

盧浩昂(輔大/臨心)           備取 

國立台北市立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教心組) （推甄） 

高昀君(淡江/教育科技)       正取 

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教心組) 

林宜瑾(東吳/心理)           正取 (榜眼) 

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諮商組) （推甄） 

陳孟慈(竹師/教育)           正取 (探花) 

王鼎豪(台大/社工)           備取 

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諮商組) (錄取 7名，強占 5名！囊括前三名！) 

陳奕妤(市北/心諮)           正取 (狀元) 

丁詩宜(銘傳/心理)           正取 (榜眼) 

許鈞翔(輔大/臨心)           正取 (探花) 

邱鈺智(北護/生諮)           正取         

吳哲義(東吳/歷史)           正取 

邵于軒(高醫/化學)           備取 

阮靜玟(竹師/幼教)           備取 

陳怡如(實踐/家兒)           備取 

吳杰諠(世新/社心)           備取 



倪馨怡(文化/英文)           備取 

汪家伊(華梵/中文)           備取 

陳學凡(交大/人文社會)       備取 

林亞萱(德明/行銷)           備取 

陳羽柔(政大/廣告)           備取 

林靖傑(淡江/法文)           備取 

劉士煜(國北/幼教&心諮)      備取 

張郁翎(市北/學習媒材設計)   備取 

白詩妤(中原/心理)           備取 

盧浩昂(輔大/臨心)           備取 

楊璦維(北醫/老人護理管理)   備取 

國立清華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組) （推甄） 

王鼎中(國北/社發&心諮)      正取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組) (錄取 9名，強占 5名！) 

周子勛(北醫/醫學)           正取 

林沛辰(師大/國文)           正取 

盧浩昂(輔大/臨心)           正取 

賈雨雯(台大/心理)           正取 

黃子寧(政大/歐語)           正取 

柳映竹(清大/中文)           備取 

周揚邦(東華/臨諮)           備取 

廖孟真(東吳/國貿)           備取 



廖梓鈴(師大/心輔)           備取 

黃家慧(中山醫/心理)         備取 

蔡馥璘(成大/心理)           備取 

陳奕妤(市北/心諮)           備取 

黃楚鈞(長庚/電子工程)       備取 

邱宇蓁(東華/臨諮)           備取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專精心理組) (錄取 3名，強占 1名！) 

黃苑捷(高醫/心理)           正取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工商心理組) (錄取 5名，強占 4名！) 

李  妤 (世新/社心)          正取 

楊  芸(中山醫/心理)         正取 

陳愉珺(佛光/心理)           正取 

林柏辰(中山醫/心理)         正取 

徐國耕(嘉大/生物事業)       備取 

學習科學與科技所 

魏展君(元智/電機)           正取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輔導諮商組) 

江楹涓(師大/人資所)         正取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碩士班(諮商心理組) （推甄） 

呂燕茹(北護/護理)           正取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碩士班(諮商心理組) (錄取 7名，強占 3名！) 

王士榮(中華科大/國際商務行銷)正取 



吳采珈(北護/生諮)            正取 

林沛辰(師大/國文)            正取 

邱鈺智(北護/生諮)            備取 

鄭凱莉(輔大/社會)            備取 

國立國防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心理碩士班 (錄取 8名，強占 6名！囊括狀元、探花！) 

葉馥瑄(元智/社政)            正取 (狀元) 

呂昆穎(北科大/資工)          正取 (探花) 

閻行恩(大葉/造型藝術) 正取 

許琇媛(長榮/美術)            正取 

黃孟儀(國北/幼教)            正取 

李利煌(中華科大/建築)        正取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推甄） 

黃淑萍(東吳/社工)           正取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 

黎豈鳴(東吳/社工)           正取 (榜眼) 

黃詠晴(世新/社心)           正取 

楊紫琪(慈濟/人發)           備取             

吳芊慧(輔大/心理)           備取 

黃傳益(台北/社工)           備取 

查昱民(勤益科大/工業工程管理) 備取 



傅宇伸(靜宜/應數)           備取 

林佳宣(竹師/教育)           備取 

張家恩(東吳/心理)           備取 

國立暨南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終身學習與人資發展碩士班（推甄） 

李玟誼(北護/生諮)           正取 

輔導與諮商碩士班(在職生) （推甄） 

洪紫琁(彰師/藝術教育所)     正取 (榜眼) 

輔導與諮商碩士班 

周子勛(北醫/醫學)           正取 (榜眼) 

阮靜玟(竹師/幼教)           正取 

黎豈鳴(東吳/社工)           備取 

鄧雅娟(台南師院/國語文)     備取 

張恩慧(靜宜/英文)           備取 

李文郁(輔大/新聞)           備取 

方思永(成大/心理)           備取 

國立台南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推甄） 

李嘉珮(彰師/輔諮)           備取 

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 

林郁珊(屏東/心輔)           正取 (探花) 

徐敏真(銘傳/心理)           正取 



葉冠伶(中山醫/醫社)         正取    

楊熙浩(護理)                  備取 

徐瑋菁(輔大/心理)           備取 

吳哲遠(東華/特教)           備取 

鄭雅心(長榮/心理)           備取 

李佳樺(世新/社心)           備取 

國立嘉義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組) （推甄） 

陳意嘉(嘉南藥理/社工)       正取 

張琬婷(慈濟/兒家)           正取 

廖苡婷(東吳/心理)           備取 

游臻欣(輔大/心理)           備取 

李嘉珮(彰師/輔諮)           備取 

劉琬琪(中央/中文)           備取   

王俞閔(文化/心輔)           備取 

喬仲琦(亞洲/心理)           備取 

黃祖瑜(中山醫/醫社)         備取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組)  

(錄取 10名，強占 6名！囊括榜眼、探花！) 

袁欣如(輔大/哲學)           正取 (榜眼) 

徐瑋菁(輔大/心理)           正取 (探花)  

林郁珊(屏東/心輔)           正取 

陳冠儒(成大/心理)           正取 



邱鈺智(北護/生諮)           正取 

鄭思秋(長庚/醫管)           正取   

吳雅雯(輔大/心理)           備取 

陳綵薇(中正/心理)           備取 

黃雅雯(政大/社會)           備取 

葉佳馨(景文科技/資訊管理)   備取 

林田珦儒(東華/英美語文)     備取 

林曉韓(嘉藥/社工)            備取 

楊璦維(北醫/老人護理管理)   備取 

高婉菁(世新/社心)           備取 

李文郁(輔大/新聞)           備取 

陳昱汝(玄奘/應心)           備取 

賴宜雯(開南/公管)           備取 

王南棟(大葉/電機)           備取 

黃詠晴(世新/社心)           備取 

鄧雅娟(台南師院/國語文)     備取 

徐怡婷(世新/社心)           備取 

趙惠慈(師大/社會教育)       備取 

吳芊慧(輔大/心理)           備取 

黃登威(東華/臨諮)           備取 

李郁婷(輔大/心理)           備取 

陳  揚(文化/心輔)           備取 

黃瓅霈(北護/護理)           備取 

陳佳儀(台南/諮輔)           備取 

朱桓宥(輔大/心理)           備取 



國立屏東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教心與輔導學系碩士班(諮商與輔導組) 

周子勛(北醫/醫學)           正取 (狀元) 

林郁珊(屏東/心輔)           正取 (榜眼) 

國立台東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羅綺君(文化/國樂)           正取 

國立東華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諮商與臨床心理系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 （推甄） 

蔡惠貞(東華/臨諮)           正取 (狀元) 

游臻欣(輔大/心理)           備取 

潘玉翎(輔大/生命科學)       備取 

諮商與臨床心理系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  

(錄取 7名，強占 6名！囊括前三名！) 

黃子寧(政大/歐語)           正取 (狀元) 

周子勛(北醫/醫學)           正取 (榜眼)  

周揚邦(東華/臨諮)           正取 (探花) 

周彥伶(竹師/幼教)           正取 

邱宇蓁(東華/臨諮)           正取 

蕭群諭(東吳/社工)           正取 

黃登威(東華/臨諮)           備取 



鄭思秋(長庚/醫管)           備取 

劉依琳(東吳/中文)           備取 

陳芝縈(文化/心輔)           備取 

王南棟(大葉/電機)           備取 

諮商與臨床心理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推甄） 

林勻婷(亞洲/心理)           備取 

梁嘉倩(世新/社心)           備取    

連翊安(銘傳/心理)           備取   

劉子萱(中原/心理)           備取 

蔡彝帆(清大/分生所)         備取 

葉旻軒(玄奘/應心)           備取 

諮商與臨床心理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黃  瑛(政大/心理)           正取 (榜眼) 

謝珮妍(中山醫/心理)         正取 

翁鈺傑(東華/臨諮)           備取 

黃苑捷(高醫/心理)           備取 

陳逸諳(東吳/哲學&心理)      備取 

陳  曦(長庚/工業設計媒傳組) 備取 

陳中安(中原/心理)           備取 

陳冠樺(長榮/健康心理)       備取 

諮商與臨床心理系碩士班(心理科學研究與應用組) 

謝芮禕(德明/應外)           正取 (探花) 

私立輔仁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臨床心理學系碩士班（推甄） 

吳欣儒(中正/心理)           正取 

陳韻文(中山醫/心理)         備取 

梁嘉倩(世新/社心)           備取 

臨床心理學系碩士班 

黃苑捷(高醫/心理)           正取 (榜眼) 

王怡仁(台北商業/資訊管理)   正取 

張庭亞(市北/特教)           備取 

陳禹昕(成大/數學)           備取 

邱瀞姿(成大/心理)           備取 

謝珮妍(中山醫/心理)         備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社會文化與諮商心理學組) （推甄） 

董劭均(輔大/心理)           正取 

洪儀真(輔大/心理)           備取 

閻行恩(大葉/造型藝術)       備取 

鍾世柔(東吳/社工)           備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工商心理與生涯諮詢學組) 

(錄取 5名，強占 3名！囊括探花！) 

徐國耕(嘉大/生物事業)       正取 (探花) 

陳冠志(成大/心理)           正取 

陳愉珺(佛光/心理)           正取 

林柏辰(中山醫/心理)         備取 

陳彥霖(國北/心諮)           備取 

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班 



林孜穎(遠東科大/餐飲)       正取 

私立東吳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心理學系碩士班(工商與諮商組) （推甄） 

馬學顥(高應大/人資)         正取 

鍾世柔(東吳/社工)           備取 

林慧怡(輔大/心理)           備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工商與諮商組) (錄取 6名，強占 3名！囊括榜眼！) 

陳愉珺(佛光/心理)           正取 (榜眼) 

周揚邦(東華/臨諮)           正取 

楊詩璇(東吳/心理)           正取 

陳胤璉(輔大/臨心)           備取 

黃瓅霈(北護/護理)           備取 

楊喬茵(台南/美術)           備取 

周彥伶(竹師/幼教)           備取 

蕭群諭(東吳/社工)           備取 

李柏陞(輔大/臨心)           備取 

林瑋歆(師大/華文)           備取 

張淑淳(佛光/心理)           備取 

葉馥瑄(元智/社政)           備取 

邱宇蓁(東華/臨諮)           備取 

陳怡如(實踐/家兒)           備取 

陳汝婷(世新/社心)           備取 

黃楚鈞(長庚/電子工程)       備取 



鄧雅娟(台南師院/國語文)     備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組) （推甄） 

蔡岳霖(竹教大/心諮)         備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組) (錄取 8名，強占 5名！囊括狀元、探花！) 

李宥萱(中山醫/心理)         正取 (狀元) 

陳中安(中原/心理)           正取 (探花)  

王怡仁(台北商業/資訊管理)   正取 

梁智鈞(台科大/資工)         正取 

許庭彰(世新/社心)           正取 

李采凌(高醫/心理)           備取 

陳美霖(高醫/心理)           備取 

賴詩潔(高雄應用科大/人力資源) 備取 

陳冠樺(長榮/健康心理)       備取 

夏子翰(哈爾濱工業/計算機)   備取 

楊琬心(輔大/生命科學)       備取 

陳  曦(長庚/工業設計媒傳組) 備取 

黃  瑛(政大/心理)           備取 

蔡萱燁(長榮/健康心理)       備取 

私立文化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心理輔導學系碩士班（推甄） 

王俞閔(文化/心輔)           正取 (榜眼) 

王美華(文化/心輔)           正取 

游臻欣(輔大/心理)           正取 



吳采珈(北護/生諮)           正取 

李韋儒(文化/心輔)           正取 

林伯壎(文化/心輔)           正取 

心理輔導學系碩士班 (錄取 13名，強占 10名！囊括前三名！) 

陳奕妤(市北/心諮)           正取 (狀元) 

周子勛(北醫/醫學)           正取 (榜眼) 

袁欣如(輔大/哲學)           正取 (探花) 

廖孟真(東吳/國貿)           正取 

鄧雅娟(台南師院/國語文)     正取 

葉佳馨(景文科技/資訊管理)   正取 

李柏陞(輔大/臨心)           正取 

許鈞翔(輔大/臨心)           正取 

張紫婷(東海/哲學)           正取 

王慈襄(台藝大/美術)         正取 

陳汝婷(世新/社心)           備取 

李嘉珮(彰師/輔諮)           備取 

徐瑋菁(輔大/心理)           備取 

曾薏宸(文化/心輔)           備取 

葉馥瑄(元智/社政)           備取 

莊蕙慈(輔大/心理)           備取 

鄧亞瑄(國北/心諮)           備取 

張淑淳(佛光/心理)           備取 

黃詠晴(世新/社心)           備取 

顏禎瑩(竹師/幼教)           備取 

劉俊廷(文化/心輔)           備取 



黎豈鳴(東吳/社工)           備取 

盧浩昂(輔大/臨心)           備取 

林瑋歆(師大/華文)           備取 

簡振宇(輔大/心理)           備取 

鄒柔涓(市北/幼教)           備取 

黃登威(東華/臨諮)           備取 

王珮寧(文化/心輔)           備取 

王南棟(大葉/電機)           備取 

查昱民(勤益科大/工業工程管理) 備取 

莊雅淳(文化/新聞)           備取  

黃馨儀(文化/社福)           備取 

黃瓅霈(北護/護理)           備取 

汪家伊(華梵/中文)           備取 

施奕綺(竹師/幼教)           備取 

呂昆穎(北科大/資工)         備取  

楊紫琪(慈濟/人發)           備取 

陳  揚(文化/心輔)           備取 

楊熙浩(護理)                備取  

侯奕翎(師大/心輔)           備取 

私立淡江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教育心理與諮商所（推甄） 

張琬婷(慈濟/兒家)           備取 

侯奕翎(師大/心輔)           備取 

林岳志(東吳/心理)           備取 



教育心理與諮商所 (錄取 15名，強占 11名！囊括前三名！) 

陳奕妤(市北/心諮)           正取 (狀元) 

葉馥瑄(元智/社政)           正取 (榜眼) 

鄧雅娟(台南師院/國語文)     正取 (探花) 

廖孟真(東吳/國貿)           正取 

李文郁(輔大/新聞)           正取 

蕭群諭(東吳/社工)           正取 

林瑋歆(師大/華文)           正取 

林佳宣(竹師/教育)           正取 

李佳樺(世新/社心)           正取 

吳雅雯(輔大/心理)           正取 

莊蕙慈(輔大/心理)           正取 

王珮寧(文化/心輔)           備取 

游翔富(輔大/臨心)           備取 

朱桓宥(輔大/心理)           備取 

黃馨儀(文化/社福)           備取 

林裕凱(東海/生命科學)       備取 

陳紹瑜(淡江/資管)           備取 

何真維(台北/社會學)         備取 

莊雅淳(文化/新聞)           備取 

楊喬茵(台南/美術)           備取   

簡振宇(輔大/心理)           備取 

吳杰諠(世新/社心)           備取 

鄭凱莉(輔大/社會)           備取 

張家恩(東吳/心理)           備取 



陸馨穎(朝陽/社工)           備取 

籃國卉(輔大/心理)           備取 

周欣穎(淡江/企管)           備取 

楊詩璇(東吳/心理)           備取 

曾景謙(輔大/心理)           備取   

侯奕翎(師大/心輔)           備取 

楊宗翰(玄奘/應心)           備取 

林岳志(東吳/心理)           備取 

楊紫琪(慈濟/人發)           備取 

劉依琳(東吳/中文)           備取 

黃登威(東華/臨諮)           備取   

陳又豪(輔大/心理)           備取 

江心月(輔大/歷史&心理)      備取 

黃瓅霈(北護/護理)           備取 

私立實踐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家庭諮商與輔導碩士班（推甄） 

林慧怡(輔大/心理)           正取 

董劭均(輔大/心理)           正取 

林紫筠(文化/經濟)           備取 

家庭諮商與輔導碩士班 (錄取 5名，強占 2名！) 

黎豈鳴(東吳/社工)           正取 

莊蕙慈(輔大/心理)           正取 

朱桓宥(輔大/心理)           備取 



私立長庚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行為科學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黃苑捷(高醫/心理)           正取 

張安汝(高醫/心理)           正取 

邱瀞姿(成大/心理)           備取 

私立銘傳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碩士班（推甄） 

林慧怡(輔大/心理)           正取 (探花) 

羅翊綺(東華/臨諮)           正取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碩士班 (錄取 10名，強占 5名！囊括狀元！) 

林佳宣(竹師/教育)           正取 (狀元) 

陳怡如(實踐/家兒)           正取 

李莉婷(銘傳/心理)           正取 

潘頤帆(國外/行銷)           正取 

徐怡婷(世新/社心)           正取 

莊雅淳(文化/新聞)           備取 

張家恩(東吳/心理)           備取 

私立中原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徐國耕(嘉大/生物事業)       正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陳  曦(長庚/工業設計媒傳組) 正取 

黃苑捷(高醫/心理)           備取 

梁智鈞(台科大/資工)         備取 

黃  瑛(政大/心理)           備取 

賴詩潔(高雄應用科大/人力資源) 備取 

黃凌柔(台灣科技/工商設計)   備取 

楊琬心(輔大/生命科學)       備取 

葉筱琦(中原/心理)           備取 

江建緯(崑山科技/機械)       備取 

夏子翰(哈爾濱工業/計算機)   備取 

盧問耘(中山醫/心理)         備取 

郭亭秀(中原/心理)           備取 

洪瑋璘(華盛頓/心理)         備取   

朱于庭(中山醫/醫社暨社工)   備取 

私立世新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社會心理學系碩士班 

徐國耕(嘉大/生物事業)       正取 (探花) 

私立玄奘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 （推甄） 

江楹涓(師大/人資所)         正取 

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  

(錄取 7名，強占 5名！囊括前三名！) 



簡振宇(輔大/心理)           正取 (狀元) 

張家恩(東吳/心理)           正取 (榜眼) 

林田珦儒(東華/英美語文)     正取 (探花) 

吳家豪(玄奘/社福社工)       正取 

莊順閔(長榮/資管)           正取 

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推甄） 

袁嘉浚(銘傳/心理)           正取 (榜眼) 

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錄取 4名，強占 4名！囊括前三名！) 

呂芳潁(世新/社心)           正取 (狀元) 

陳品璆(玄奘/應心)           正取 (榜眼)  

林亞希(玄奘/應心)           正取 (探花) 

王慶剪(遠東/機械)           正取 

私立中山醫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臨床心理學碩士班（推甄） 

林彥希(中山醫/心理)         正取 (探花) 

陳韻文(中山醫/心理)         正取 

廖胤凱(中山醫/心理)         正取 

梁嘉倩(世新/社心)           備取 

袁嘉浚(銘傳/心理)           備取 

臨床心理學碩士班 

黃苑捷(高醫/心理)           正取 (狀元) 

陸澐蓁(中山醫/心理)         正取 



洪瑋璘(華盛頓/心理)         正取 

曹  暐(中山醫/心理)         備取 

劉晏廷(高醫/心理)           備取 

吳韻薇(中山醫/心理)         備取 

私立亞洲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推甄） 

林勻婷(亞洲/心理)           備取 

楊芸蓁(亞洲/心理)           備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黃凌柔(台灣科技/工商設計)   正取 

劉晏廷(高醫/心理)           正取 

許庭彰(世新/社心)           備取 

王育臻(實踐/家兒)           備取 

陳品璆(玄奘/應心)           備取 

張家豪(長榮/心理)           備取 

夏子翰(哈爾濱工業/計算機)   備取 

洪瑋璘(華盛頓/心理)         備取 

楊芸蓁(亞洲/心理)           備取 

王慶剪(遠東/機械)           備取 

林子娟(亞洲/心理)           備取   

顏宇萱(長榮/健心)           備取 

張云慈(玄奘/應心)           備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 （推甄） 



林盈佳(世新/廣電)           正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 

李文郁(輔大/新聞)           正取 

查昱民(勤益科大/工業工程管理) 正取 

楊喬茵(台南/美術)           正取 

傅宇伸(靜宜/應數)           備取 

謝宜秀(亞洲/心理)           備取 

林曉韓(嘉藥/社工)           備取 

林勻婷(亞洲/心理)           備取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推甄） 

莊一清(高醫/心理)           正取 (榜眼) 

吳欣儒(中正/心理)           備取 

邱瀞姿(成大/心理)           備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錄取 6名，強占 4名！囊括狀元、探花！) 

陳逸諳(東吳/哲學&心理)      正取 (狀元) 

蔡秉廉(台大/心理)           正取 (探花) 

張庭亞(市北/特教)           正取 

曹  暐(中山醫/心理)         正取 

蔡萱燁(長榮/健康心理)       備取 

郭秉心(高醫/心理)           備取 

楊琬心(輔大/生命科學)       備取 

朱于庭(中山醫/醫社暨社工)   備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 （推甄） 

王鼎豪(台大/社工)           正取 (狀元) 

王美華(文化/心輔)           備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 (錄取 3名，強占 3名！囊括前三名！) 

鍾宛錚(高雄空大/大眾傳播)   正取 (狀元) 

鄭雅心(長榮/心理)           正取 (榜眼)  

劉亦寧(高醫/心理)           正取 (探花)  

簡秀真(東海/國貿)           備取 

耿  寧(聯合/環安)           備取 

李婉華(嘉大/輔諮)           備取 

心理學系碩士班(應用心理學組) (錄取 3名，強占第 1名-狀元！) 

蔡佳伶(高學應用科技/企管)   正取 (狀元) 

私立南華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莊伯萱(實踐/國貿)           正取 

簡秀真(東海/國貿)           備取 

張兆旭(文藻/外文翻譯)       備取 

孫吉莅(銘傳/醫管)           備取 

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邱台青(景文科技/視傳)       正取 

私立慈濟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錄取 4名，強占 1名！囊括榜眼！) 



陳  曦(長庚/工業設計媒傳組) 正取 (榜眼) 

 

私立佛光大學 106學年度 

考試入學正備取名單 

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張家豪(長榮/心理)           正取 

夏子翰(哈爾濱工業/計算機)   備取 

張云慈(玄奘/應心)           備取 

 

恭喜以上考取學員，教育家全體員工敬賀！ 

若有同名同姓、漏登、誤登者，敬請告知，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