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華女中 100學年度高中及綜高學術學程升學榜單

100學年度高三仁升學率 84%

班級 座號 姓名 入學管道 校名 系科組名稱

高三仁 02 江永婷 大學分發 南華大學 旅遊管理學系

高三仁 03 江虹儀 大學分發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高三仁 04 吳宜鴻 大學分發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社會組)

高三仁 05 吳冠慧 大學分發 南華大學 傳播學系

高三仁 06 郭岱恩 大學申請 南華大學 傳播學系

高三仁 07 陳佩瑜 大學申請 義守大學 會計學系

高三仁 07 陳佩瑜 大學申請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高三仁 07 陳佩瑜 四技申請 正修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管理應用組

高三仁 08 陳宜均 四技申請 崑山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高三仁 09 陳珮涵 大學分發 大葉大學 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保健生技組)

高三仁 10 楊曼伶 大學繁星 國立高雄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

高三仁 11 溫羽婷 大學分發 義守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社會組)

高三仁 12 葉育瑄 四技申請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高三仁 12 葉育瑄 四技申請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

高三仁 13 劉育秀 大學申請 明道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高三仁 13 劉育秀 四技申請 元培科技大學 放射技術系

高三仁 14 劉其靜 四技申請 崑山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高三仁 14 劉其靜 四技申請 遠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高三仁 15 劉亭妤 大學分發 明道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高三仁 16 劉冠儀 大學分發 真理大學 航空運輸管理學系(麻豆校區)

高三仁 17 潘明鳳 大學繁星 靜宜大學 應用化學系

高三仁 18 鄭筱仟 大學分發 實踐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高三仁 19 蕭翊廷 大學分發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流通組)

高三仁 20 賴祉岑 大學申請 實踐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高雄校區)

高三仁 20 賴祉岑 四技申請 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高三仁 22 黃品甄 大學申請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

高三仁 22 黃品甄 大學申請 國立臺南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高三仁 22 黃品甄 大學申請 國立臺南大學 國語文學系

高三仁 22 黃品甄 大學申請 長榮大學 翻譯學系

高三仁 22 黃品甄 四技申請 文藻外語學院 英國語文學系

高三仁 23 汪恬琳 大學繁星 南華大學 管理經濟學系



高三仁 25 鄭紋星 大學分發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



100學年度綜三仁升學率 91.7%

綜三仁 01 方丞郁 大學分發 國立聯合大學 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綜三仁 03 王郁婷 大學分發 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綜三仁 04 吳沛佳 大學分發 中華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綜三仁 05 宋福平 大學申請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綜三仁 06 杜宜蓁 大學分發 明道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綜三仁 07 辛芃褕 四技申請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綜三仁 08 林怡臻 大學分發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綜三仁 09 林政誼 大學分發 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學系(高雄校區)

綜三仁 10 林庭瑜 大學分發 長榮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綜三仁 11 林毓珊 大學分發 長榮大學 哲學與宗教學系

綜三仁 12 邱宜汝 大學分發 南華大學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綜三仁 13 施雅秀 大學申請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綜三仁 13 施雅秀 四技申請 嘉藥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學系

綜三仁 14 洪于婷 大學繁星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綜三仁 16 翁惠珍 大學分發 大葉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綜三仁 17 高暐婷 大學申請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綜三仁 17 高暐婷 四技申請 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綜三仁 18 張琬鴻 大學繁星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綜三仁 19 張嘉玲 大學申請 長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綜三仁 20 郭芳瑀 大學分發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高雄校區)

綜三仁 21 陳玉君 大學繁星 國立嘉義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綜三仁 22 陳羿伶 大學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綜三仁 23 陳舒湘

四技二專日聯

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綜三仁 24 陳霈紋 大學申請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流通組）

綜三仁 25 黃育萱 大學分發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綜三仁 26 黃雅貞 大學申請 大葉大學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美妝品科技組）

綜三仁 27 黃琬婷 大學分發 真理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麻豆校區)

綜三仁 28 黃靖雅 大學分發 真理大學 航空運輸管理學系(麻豆校區)

綜三仁 29 黃樺琳 大學分發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網路與多媒體應用組)

綜三仁 30 楊雅婷 大學分發 真理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麻豆校區)

綜三仁 31 劉鈺� 大學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

綜三仁 32 歐庭安 大學分發 明道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綜三仁 33 蕭雅嵐 大學分發 長榮大學 美術學系

綜三仁 34 駱怡靜 大學分發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社會工作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