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學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1 薛峻昇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2 劉力齊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3 鄭丞宏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

4 郭力瑋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系

5 林欣儀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6 蔡佩吟 國立中山大學 劇場藝術學系

7 林韋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8 蔡欣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組

9 劉惠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組

10 劉冠彣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11 楊喜雯 國立嘉義大學 動物科學系

12 吳彥蓉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13 洪定承 國立臺南大學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14 郭娪攸 國立臺南大學 英語學系

15 高守甫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16 陳思安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17 吳昀潔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18 蘇 靚 國立東華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19 陳玠穎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20 林子雋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 球類競技學系

21 唐皓翔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22 謝啟昱 國立金門大學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復華中學108年國立大學榜單



序號 學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1 朱欣雨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2 潘艾姿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3 洪靖雯 國立虎尾科大 機械工程系

4 胡瑞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財富與稅務管理系（燕巢校區）

5 陳玠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6 陳宥睿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健康系

7 方成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8 張怡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9 林佩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健康系

10 陳思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健康系

11 陳思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健康系

復華中學108年國立科技大學榜單

復華中學108年私立大學榜單

序號 學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1 方璿銘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2 蒲可翰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3 吳彥呈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4 蔡 毅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5 黃毓庭 長庚大學 護理學系

6 王浚丞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7 謝硯均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復華中學108年私立大學榜單

序號 學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8 陳美瑜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9 梁淯淇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10 郭于襄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11 陳濟玫 輔仁大學 中國文學系

12 賴俊傑 輔仁大學 化學系

13 陳楷文 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4 吳岱蓉 中原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15 陳鎵瑩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16 黃昀蓉 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17 張明柔 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18 洪聖恩 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19 李宜庭 文化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20 高銘威 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21 陳郁龍 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22 郭博昇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23 王士瑋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24 陳炯丞 逢甲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25 黃啟軒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26 李娟妮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27 陳韻竹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28 馮苑齊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一般組

29 郭庭慈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30 藍翊瑄 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31 葉恆一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復華中學108年私立大學榜單

序號 學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32 朱品滋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

33 王奕程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

34 李珮彣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

35 陳亮宇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36 柯奕含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心理師研修組

37 邱子芮 亞洲大學 創意設計學院不分系國際設計學士班

38 劉育勝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9 蕭安汝 義守大學 護理學系

40 謝文勛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41 張懷文 義守大學 會計學系財稅規劃組

42 顏鵬真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43 欒志騏 義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44 張國鈴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45 葉承翰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46 何珮瑜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47 呂忠岳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財務管理組

48 洪魁璟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財務管理組

49 黃彥翔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50 籃主絭 義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51 王宜萍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財務管理組

52 黃庭怡 義守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53 郭柏辰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金融管理組

54 林侑勳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55 蔡羽婕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兩岸工商管理組



復華中學108年私立大學榜單

序號 學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56 黃榆婷 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學系文化傳播組

57 李承洲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英日雙語組

58 陳姿勻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兩岸經貿組

59 王宥富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60 許廷宇 銘傳大學 財金法律學系

61 盧潔渝 銘傳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62 劉千瑜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63 洪瑾柔 長榮大學
東南亞文化與產業學士學位學程產業與商貿

組

64 丁尹彥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資訊管理組

65 許絮婷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資訊工程組

66 許譯心 長榮大學 醫藥科學產業學系藥物科技組

67 李亭妤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68 趙妮希 長榮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醫院經營管理組

69 林修丞 佛光大學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70 賴積頎 南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71 宋欣芸 南華大學 旅遊管理學系

72 謝雅娟 真理大學 理財與稅務規劃學系

73 李承融 文藻外語大學 外語教學系

74 韓瑀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事務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