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班級 姓名 管道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體育班 301 茆○芸 獨招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系

體育班 301 游○丞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系

體育班 301 董○成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系

體育班 301 董○睿 獨招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體育班 301 劉○賢 申請 臺北市立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運動績優組)

體育班 301 簡○融 申請 臺北市立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運動績優組)

體育班 301 何○珩 申請 開南大學 休閒管理系

體育班 301 李○翰 獨招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體育班 301 宋○德 獨招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系

體育班 301 康○浚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系

體育班 301 陳○鈞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競技系

體育班 301 黃○欽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競技系

體育班 301 葉○忱 獨招 吳鳳科技大學

體育班 301 劉○錫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競技系

體育班 301 王○崴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競技系

體育班 301 周○佑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競技系

體育班 301 莊○鎧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競技系

舞蹈班 320 王○庭 運動 銘傳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舞蹈班 320 王○晞 獨招 中國文化大學 舞蹈學系

舞蹈班 320 李○蓉 進修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蹈學系

舞蹈班 320 林○蓁 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戲劇學系

舞蹈班 320 林○萱 運動 輔仁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舞蹈班 320 邱○芸 獨招 中國文化大學 舞蹈學系

舞蹈班 320 邱○晴 運動 實踐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舞蹈班 320 張○翎 獨招 中國文化大學 舞蹈學系

舞蹈班 320 張○蒨 進修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蹈學系

舞蹈班 320 曹○媗 運動 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系

舞蹈班 320 蔡○辰 進修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蹈學系

舞蹈班 320 鄭○菁 進修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蹈學系

舞蹈班 320 彭○雯 獨招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舞蹈學系

舞蹈班 320 黃○恩 獨招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舞蹈學系

舞蹈班 320 楊○堤 進修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蹈學系

舞蹈班 320 詹○綺 運動 輔仁大學 體育系

舞蹈班 320 廖○綺 申請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

舞蹈班 320 蔡○兒 獨招 文化大學 舞蹈學系

舞蹈班 320 簡○萱 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戲劇學系

音樂班 321 朱○曦 申請 東吳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朱○如 申請 東吳大學 音樂學系

109學年度升大學體育班與藝才班榜單 恭喜復興學子金榜題名！109.8.25(若有遺漏請告知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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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班 321 汪○臣 獨招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擦弦組(一)-二胡

音樂班 321 沈○音 獨招 真理大學 音樂應用學系

音樂班 321 易○榆 申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張○瑄 獨招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擦弦組(一)-二胡

音樂班 321 許○瑄 申請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陳○若 四技 景文科技大學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音樂班 321 傅○涵 申請 實踐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葉○廷 申請 輔仁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蘇○伃 申請 東吳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蕭○庭 獨招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蕭○帆 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江○宸 獨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宋○恩 申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李○儒 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音樂班 321 高○哲 申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張○瑋 申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管樂組

音樂班 321 張○豪 分發 實踐大學 音樂學系-鋼琴

音樂班 321 莊○堯 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許○浩 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許○安 獨招 實踐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楊○全 獨招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

美術班 322 何○妍 獨招 台北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

美術班 322 林○彣 繁星 實踐大學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美術設計組

美術班 322 胡○榆 申請 元智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美術班 322 高○儀 分發 國立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美術班 322 高○甯 分發 長榮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美術班 322 張○萱 分發 實踐大學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美術班 322 連○綺 繁星 東海大學 美術學系 

美術班 322 戴○凌 分發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美術班 322 黃○丰 分發 國立嘉義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美術班 322 楊○慧 分發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美術班 322 楊○諳 申請 實踐大學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

美術班 322 戴○安 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美術班 322 蔡○清 獨招 台北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

美術班 322 李○霖 特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美術班 322 林○村 分發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美術班 322 邱○堯 獨招 台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美術班 322 袁○宸 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美術班 322 張○言 分發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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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班 322 陳○瑜 申請 元智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美術班 322 陳○皓 繁星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美術班 322 楊○齊 申請 長榮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美術班 322 榮○堯 特選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戲劇班 323 丁○婷 四技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演藝事業系

戲劇班 323 王○婷 分發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戲劇班 323 余○蓉 進修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盧○云 獨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吳○嫻 進修部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李○芯 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學系

戲劇班 323 蕭○妃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動態藝術學系

戲劇班 323 張○慈 進修部 輔仁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戲劇班 323 許○廷 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陳○卉 進修部 輔仁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戲劇班 323 陳○瑄 進修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陳○恩 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陳○安 進修部 輔仁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戲劇班 323 陳○雅 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游○瑜 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廖○晴 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劉○萱 進修部 輔仁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戲劇班 323 盧○恩 獨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電影創作學系

戲劇班 323 劉○翰 獨招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鄭○太 進修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姜○騏 獨招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演藝事業系

戲劇班 323 施○廷 進修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黃○威 特選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戲劇班 323 葉○騰 進修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董○安 獨招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