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106學年度大學入學榜單總覽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入學方式

潘佳旻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繁推

鍾佳琪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繁推

吳濬煬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繁推

林佳儀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繁推

黃浩恩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指考

蔡宜樺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繁推

郭晟佑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 繁推

趙姿婷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 個申

蔡欣珆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 個申

陳岳騏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繁推

謝嘉玟 國立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個申

曾雨馨 國立中興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繁推

沈子平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指考

羅敏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繁推

劉雅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指考

雲子恬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繁推

黃伊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指考

范書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個申

劉德權 國立東華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繁推

邱雅琪                                  國立東華大學            臺灣文化學系                                                指考

張芳瑋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指考

蕭嘉妤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指考

林子皓                                  國立東華大學            社會學系                                                    指考

陳　瑜                                  國立東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指考

侯欣佑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指考

李靖偉 國立東華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個申

黃凱群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繁推

蔡宜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指考

趙光應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指考

徐珮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化學系                                                  指考

黃　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指考

劉芳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指考

曾俊瑜 國立高雄大學 法律學系 繁推

洪紹宭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指考

陳良豪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指考

黃柏諭                                  國立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指考

紀乃傑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申

吳偉睿 國立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申

張郁琳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繁推

吳宜庭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指考

王廣益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指考

莊淳如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指考

李振源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指考

陳紀志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指考



林正峰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申

吳彥儒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繁推

黃彬晏                                  國立聯合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指考

簡有成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指考

吳欣穎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個申

謝媛竹                                  國立金門大學            護理學系                                                    指考

羅雅葶 國立金門大學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個申

金慧萱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繁推

李育騰 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個申

張瑀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師資組                                    指考

陳奕豪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繁推

湯淑閔 國立臺南大學 材料科學系 繁推

侯景勛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指考

張芳蓁                                  國立臺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指考

廖邦安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個申

許家寧 國立屏東大學 英語學系 繁推

吳冠緯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繁推

盧佳筠                                  國立屏東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指考

陳郁晴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指考

蘇愛琳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化學系                                                  指考

吳昆霖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物理系光電暨材料組                                      指考

張登冠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物理系物理組                                            指考

許正穎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物理系光電暨材料組                                      指考

吳佩蓉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繁推

顏采瑜                                  國立臺東大學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指考

曾怡綸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化學及奈米科學組                                  指考

謝孟辰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化學及奈米科學組                                  指考

劉彥威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指考

鍾尚均                                  國立臺東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指考

許家瑄 國立臺東大學 華語文學系 個申

項亞聯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個申

楊沁璇 國立臺東大學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個申

陳信志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個申

涂紫樺 國立臺東大學 華語文學系 個申

許喬閔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個申

許雅玲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個申

黃姿婷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個申

顏妮可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個申

曾子軒 國立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系 個申

張仙品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個申

吳忠穎 國立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系 個申

歐怡均 國立嘉義大學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繁推

陳佳禾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歷史學系                                                指考

孫育廷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指考

蔡云甄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繁推

張泓棠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繁推



謝宗木百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指考

吳映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B組 個申

蘇㥔琳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申請

吳偉睿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申請

李耘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申請

蔡佳萱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申請

張譽千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繁推

袁芷筠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繁推

李惟恩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個申

陳優香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個申

丁嘉玟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 繁推

黃偉家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創業與組織領導組)                              指考

黃瀚庭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指考

陳宏恩                                  東海大學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A組)                                 指考

陶韋霖 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個申

何心妤 東海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行銷與電子商務應用組) 個申

張嘉芳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繁推

杜玟萱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繁推

許芝菡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通訊組 繁推

蔡尚翰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指考

李宜襄                                  淡江大學                德國語文學系                                                指考

鄭婷予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個申

郭姿儀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個申

蔡瀚陞 淡江大學                數學學系數學組 個申

曾沛淳 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 個申

謝青樺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工程設施組 個申

劉啟有 淡江大學                數學學系數學組 個申

莊詠淇 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 個申

郭芷晴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個申

顏莉庭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繁推

趙宜莉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 繁推

吳婉慈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繁推

黃嘉欣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綠能製程組 繁推

于子軒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管理組 個申

呂姝葵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個申

林昌毅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繁推

蔡瑞惟 逢甲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繁推

黃煜家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不分系榮譽班 繁推

邵維瑄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指考

楊珺婷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指考

曾令傑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指考

劉冠麟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個申

陳敬和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個申

林育澤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個申

張郁昕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繁推

林湘玲                                  中國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指考



楊馨予                                  中國文化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                                      指考

林勇延                                  中國文化大學            經濟學系                                                    指考

翁唯真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學系                                                    指考

黃奕愷                                  中國文化大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指考

范怡媛                                  中國文化大學            韓國語文學系                                                指考

洪啟堯 中國文化大學            應用數學系 個申

連秋樺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個申

賴麗妃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繁推

朱稼銘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繁推

楊子萱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丙組)                                          指考

鄭　淋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指考

賴嘉宜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遊戲設計組) 個申

曾靖雅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個申

高錢鋒 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個申

樓又榛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個申

戴偉宏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繁推

朱耕甫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指考

李柏逸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繁推

方柏翔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指考

李哲宇 元智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個申

林庠緣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個申

黃嘉萱                                  中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指考

韋瀞雅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指考

曾恬恬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國際商務組(高雄校區) 個申

黃治緯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個申

劉芷凌 義守大學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繁推

謝宜倫 義守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繁推

劉孟婷 義守大學 護理學系 繁推

李佳臻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行動商務組                                      指考

陳姿吟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語言文化組                                      指考

余浚源                                  義守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傳播管理組                                      指考

李泓岑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甲組                                                指考

朱鎮廷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機電組                                  指考

林蓓玎                                  義守大學                營養學系臨床營養組                                          指考

鄭心瑜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乙組                                        指考

郭博仁                                  義守大學                營養學系臨床營養組                                          指考

曾至信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指考

沈婧雅 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生活科技商品組 個申

邱凱琳 義守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個申

康郁婕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個申

王兆民 義守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媒體製作組 個申

王蒔晴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個申

李映璇 義守大學                電影與電視學系影視技術組 個申

沈怡安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個申

潘佳莉 義守大學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個申

施凱翔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申



曾詠濠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個申

黃品澔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申

盧永翔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申

吳孟瑾 義守大學                電影與電視學系影視技術組 個申

許茵淇 義守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個申

陳科錞 義守大學                護理學系 個申

楊子萱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個申

呂宗翰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 個申

謝承勳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個申

陳泓瑋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個申

黃聖勛 銘傳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桃園校區） 繁推

張雅蓁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動畫影視組(桃園校區)                        指考

趙心薇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台北校區)                                指考

孫維佑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指考

蔡承勳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桃園校區）個申

盧品佑 銘傳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個申

郭旭慈 銘傳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桃園校區） 個申

陳湘琦 世新大學 法律學系 繁推

宋孟潔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                                                指考

陳惠君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餐旅經營管理組                                      指考

石家豪                                  世新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指考

黃恬琪 世新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個申

董俞萱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個申

鍾家妘 慈濟大學 護理學系 繁推

鄭立婷                                  慈濟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指考

王洪焌                                  中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指考

蔡浩馨                                  玄奘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英語組)                                        指考

許修銘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住宅空間組)                                    指考

謝佳蓉                                  長榮大學                護理學系(A組)                                               指考

吳政威                                  長榮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指考

陳宜汶 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個申

吳建緯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工作專業組 個申

鄭尚文 長榮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個申

杜淳薆 南華大學 旅遊管理學系 個申

吳芷君 南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個申

吳欣穎 文藻外語大學 應用華語文系 申請

張勝程 輔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申請

韓宇翔 南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腦遊戲設計組 申請

劉容君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申請

林伯禧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製劑製造工程系 申請

黃治緯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嘉義校區） 申請

吳沛純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申請

高子懿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申請

陳泓瑋 正修科技大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