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功女中家長會、校友會同賀

方○辰 香港理工大學 電子及資訊工程學系

方○怜 日本立命館大學 國際教養學系



吳○寧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蔡○錡

中國醫學大學

醫學系

曾○慈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系

洪○旻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系

王○璇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系統科學

郭○儀

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卓 ○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

林○瑾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系

蕭○淨

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系

陳○怡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管系

陳○葳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系

陳○慈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系

林○娟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黃○芸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系

李○晨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李○妤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系

黃○倫

國立政治大學
斯拉夫語系

洪○涵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材料系

聖功女中家長會、校友會同賀

黃○瑜

中國醫學大學

中醫學系



李○欣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綺 國立中正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吳○蓁 國立中正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簡○涵 國立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謝○庭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郭○慈 國立中興大學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陳○秀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莊○瑜 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陳○容 國立中山大學 劇場藝術學系

張○真 國立中山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龔○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邵○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王○軒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化學系

施○喜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科技

教育與訓練組

毛○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陳○瑄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非運動專長組

李○瑩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沈○欣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工藝設學系

吳○涵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張○希 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陳○伶 國立東華大學 法律學系

詹○雯 國立東華大學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蔡○玲 國立東華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林○妤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姚○芸 國立臺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劉○瑜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李○蓁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許○熙 國立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李○宛 國立高雄大學 法律學系

王○萱 國立高雄大學 西洋語文學系

黃○棋 國立高雄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聖功女中家長會、校友會同賀



曾○伶 國立臺南大學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王○岑 國立臺南大學 英語學系
黃○恩 國立臺南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楊○惠 國立臺南大學 材料科學系
楊○評 國立臺南大學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陳○棋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黃○雯 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
謝○安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吳○君 國立嘉義大學 景觀學系
王○云 國立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葉○羽 國立嘉義大學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林○羽 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
黃○茵 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
邱○婷 國立嘉義大學 農藝學系
陳○瑄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吳○諭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黃○耘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張○恩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洪○嬪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陳○涵 國立屏東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許○婷 國立屏東大學 英語學系
謝○伃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李○瑢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觀光休閒組
吳○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藍○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林○君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翁○晨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謝○玲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陳○蓓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傳播組)
陳○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
柯○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
陳○筠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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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軒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梁○真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黃○雅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邵○喬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黃○涵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王○恩 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謝○容 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蘇○慈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鄭○晴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李○慧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蘇○卉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莊○琳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

尤○蓉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方○安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王○淳 輔仁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陳○甄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

蔡○羽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

張○晶 中原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魏○倫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鐘○之 中原大學 建築學系

林○諭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邱○茹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楊○萱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胡○新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高○慈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周○諭 淡江大學 德國語文學系

楊○安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陳○甯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蔡○穗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謝○潔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聖功女中家長會、校友會同賀



吳○萱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李○潔 淡江大學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產業實習組蘭陽校園)

吳○硯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林○萱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何○霖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林○靜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鄭○蓮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胡○穎 東吳大學 哲學系

吳○臻 東海大學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郭○汝 東海大學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智慧經營與管理)

劉○儀 東海大學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智慧經營與管理)

陳○雅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林○潞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勻 東海大學 應用數學系

黃○儀 東海大學 應用數學系

林 ○ 東海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組)

陳 ○ 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林○謙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

莊○恩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製程及能源工程組)

曾○霆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吳○湉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蘇○辰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溦 東海大學 美術學系

凃○恆 東海大學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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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羽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黃○寧 元智大學 電機通訊學院英語學士班

簡○芳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楊○寧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動畫設計組

陳○婷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曾○柔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

邱○雅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蔡○緹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張○媛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

（桃園校區）

涂○彤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洪○晴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林○嫺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周○潔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大數據決策組

施○君 逢甲大學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柯○欣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彭○瑀 逢甲大學 纖維複合材料學系

楊○期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黎○萱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王○樺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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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宣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黃○婕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陳○彤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王○捷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國際企業管理

全英語學士班

廖○妤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何○葳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戴○緹 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學系

買○珊 中國文化大學 韓國語文學系

黃○瑜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戲劇學系

邱○芯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
(高雄校區)

楊○瑀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創客企劃組

(高雄校區)

李○甄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意媒體設計組

(臺北校區)

李○蓁 實踐大學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高雄校區)

張○妮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
(高雄校區)

陳○綾 實踐大學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英語
學士學位學程(臺北校區)

聖功女中家長會、校友會同賀



徐○堉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一般組

張○涵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動畫設計組)

蘇○甄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一般組

葉○綠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一般組

陳○容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一般組

高○萱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蔡○安 義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黃○絹 義守大學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李○蓉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葉○彤 義守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王○晴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吳○期 義守大學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國際學院)

陳○蓉 義守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胡○安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黃○萱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金融管理組

李○容 義守大學 廚藝學系烘焙廚藝組

林○嫺 義守大學 國際商務學系

李○琳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工商與社會心理組

黃○晴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新媒體傳播應用組

楊○芸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醫務與長期照顧

社工雙專業組

聖功女中家長會、校友會同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