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108學年度大學入學榜單總覽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錄取結果

黃瑜雰 國立清華大學 理學院學士班 繁推

鄭羽彤 國立政治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德文組 繁推

李柏萱 國立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繁推

吳紹帆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繁推

陳羿均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個申

吳芮綺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個申

陳采君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系 繁推

陳雪華 國立中山大學 社會學系 特殊選才

吳亞倢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繁推

吳承鴻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繁推

徐家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繁推

沈子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競技系 獨招

陳建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競技系 運動甄審

徐翊榕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繁推

潘政周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指考

田沂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繁推

巴俊評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指考

吳昀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

源發展組
繁推

翁小茜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史學系 指考

洪薏晴 國立東華大學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繁推

王豪意 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指考

王育綸 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繁推

黃莛筑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繁推

葉又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文學創作組 個申

吳晉誠 國立體育大學 競技系 獨招

陳嘉隆 國立體育大學 競技系 獨招

林俊堯 台灣體育大學 競技系 獨招

朱容聖 國立嘉義大學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繁推

黃佳文 國立嘉義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個申

侯雅如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個申

楊雅惠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 個申

詹子涵 國立高雄大學 西洋語文學系 繁推

何詠葳 國立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韓語組 繁推

黃逸文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個申

陳宗瑋 國立高雄大學 西洋語文學系 個申

張宏安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指考

黃昱騰 國立臺南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個申

鄭佳珍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物理系光電暨材料組 繁推

周詩涵 國立屏東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個申

李珮司 國立屏東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指考

林　妗 國立屏東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指考

何孟潔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繁推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錄取結果
許睿綸 國立臺東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個申

劉承恩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理組 個申

李書靚 國立臺東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個申

林芸琪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個申

謝俐琇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個申

吳忠縉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個申

洪勛瑋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化學及奈米科學組 個申

周盈秀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個申

謝宗佑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個申

黃湘芸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個申

林志謙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化學及奈米科學組 個申

顏可芯 國立臺東大學 競技系 獨招

林景怡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指考

莊振昌 國立宜蘭大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繁推

黃崇益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繁推

張喻雯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繁推

羅圓貽 國立聯合大學 建築學系 繁推

林庭妤 國立聯合大學 建築學系 特殊選才

陳泳承 國立聯合大學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個申

趙翊宏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指考

歐沛鑫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指考

江瑜珉 國立聯合大學 華語文學系 指考

石家誠 國立金門大學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繁推

許震威 國立金門大學 食品科學系 繁推

許元碩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申

李旻霈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申

黃冠愷 國立金門大學 華語文學系 個申

謝翔維 國立金門大學 食品科學系 指考

劉宇恆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 繁推

蔡沂珊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繁推

莊婷伊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繁推

池凱澄 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個申

黃詩諭 中國醫藥大學 護理學系 繁推

任佩臻 輔仁大學 義大利語文學系 繁推

陳欣怡 輔仁大學 歷史學系 繁推

倪慧慈 輔仁大學 化學系 個申

李欣潔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繁推

林宜葶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繁推

盧語霈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個申

魏于軒 東吳大學 數學系 個申

楊雲筑 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 繁推

賴芝尹 淡江大學 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繁推

廖彥淳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繁推

羅雨涵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個申

邱真綾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個申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錄取結果
洪睿群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申

李維銘 淡江大學 歷史學系 指考

王麗婷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繁推

王欣柔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 繁推

趙珮伶 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繁推

許晉瑋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繁推

莊丞翔 東海大學 應用數學系 個申

黃釆奕 東海大學 哲學系 個申

吳子芸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決策管理組) 個申

彭竑仁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個申

顏美瑜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繁推

呂孟謙 中國文化大學 生命科學系 個申

錢泱里 中國文化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指考

王盛鴻 中國文化大學 光電物理學系 指考

楊承勳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系 指考

嚴妤軒 中國文化大學 應用數學系 指考

黃彩晴 逢甲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繁推

洪嬿淇 逢甲大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繁推

陳煥清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繁推

許育誠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個申

陳泓溥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個申

張育瑄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個申

湯巧丰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個申

梁晶晶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個申

黃柏瑜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個申

呂雅琳 逢甲大學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個申

黃瀚頡 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個申

施瀝媜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繁推

林芳辰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繁推

張子恆 靜宜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特殊選才

陳柔雯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一般組 個申

劉婉苓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一般組 個申

曾麗瑗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一般組 個申

吳昭穎 靜宜大學 會計學系-一般組 個申

黃詩婷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經營與行銷組) 指考

陳亦彤 長庚大學 護理學系 繁推

黃予庭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繁推

蔡坤翰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個申

黃琼雅 大同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學系(生物科技組) 指考

蔡秉軒 大同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乙組) 指考

張文謙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軟體設計組 繁推

王紹丞 中華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指考

蘇仲洺 中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應用組) 指考

魏龍恩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品牌行銷組（臺北校區） 繁推

李孟真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特殊選才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錄取結果
蔡喻安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商務與觀光組(桃園校區) 指考

陳柏任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 繁推

李慈恩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個申

王又霆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個申

沈沛霖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個申

林柏諺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人工智慧應用設計組(高雄校區) 個申

洪于婷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日韓商務組(高雄校區) 指考

項渝晴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指考

廖御翔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財富管理組(高雄校區) 指考

夏靖傑 南華大學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指考

謝雅淳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社會工作組 指考

姜妤萱 長榮大學 翻譯學系 繁推

高晗芮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組 個申

陳雅軒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數位內容設計組 個申

簡孜璇 長榮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觀光文化組 個申

徐銘威 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C組 個申

李芷嘉 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A組 個申

潘奕詳 長榮大學 健康心理學系 個申

陳智駿 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A組 個申

吳鵬玉 長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理財組 個申

黃紀瑋 長榮大學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餐飲管理組 個申

劉培萱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高齡福利服務組) 指考

王　晴 長榮大學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指考

張晴俞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數位內容設計組 指考

謝佳勳 長榮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社會組) 指考

陳羿蓁 長榮大學 醫藥科學產業學系 指考

黃梓嫺 真理大學 航空事業學系 繁推

郭已慈 慈濟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繁推

孫詩涵 慈濟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個申

黃雨薇 亞洲大學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保健化妝品組) 指考

蕭婷云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指考

洪孝嫺 康寧大學 健康照護管理學系(台南校區) 指考

林恆宇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繁推

劉柏呈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繁推

李宗翮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繁推

王佩安 義守大學 會計學系財稅規劃組 個申

李絮茵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申

黃瀞諠 義守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個申

謝宏盈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個申

何翌禎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個申

林姿璇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金融管理組 個申

林珮筠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個申

陳冠凌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金融管理組 個申

陳瑋婷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個申

曾韻庭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個申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錄取結果
蔡承祐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個申

史月鳳 義守大學 健康管理學系 個申

高玉潔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金融管理組 個申

黃意玲 義守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旅館管理組 個申

劉宇哲 義守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旅館管理組 個申

張育瑭 義守大學 會計學系財稅規劃組 個申

黃宥姍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個申

顏嘉瑩 義守大學 國際商務學系 個申

李鎮宇 義守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互動媒體設計組 個申

黃子豪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財務管理組 個申

許芷瑄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個申

黃詩閔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個申

蔡昀潔 義守大學 健康管理學系 個申

羅瑾晅 義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申

唐瑋廷 義守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個申

張輔元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申

莊靖德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個申

宋妤澄 義守大學 營養學系臨床營養組 個申

許芮琹 義守大學 觀光管理系 ROTC委託

蘇丞 義守大學 餐旅管理系 ROTC委託

陳怡儒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行動商務組 指考

王安妮 義守大學 健康管理學系甲組 指考

陳紹銘 義守大學 國際商務學系國際企業與行銷組 指考

鄭欣妮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財務管理組 指考

陳偉承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指考

吳佳錡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繁推

何偉銘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金融管理學院學士班 個申

吳雅慈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

科技大學
護理系 個申

曾韻庭 文藻外語大學 外語教學系 個申

吳芸瑄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漫畫學士學位學程 個申

莊博雅 樹德科技大學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個申

劉育霆 育達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個申

王梓霈 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個申

葉美純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獨招

曾顯揚 輔英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運動績優

廖恆群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行動科技學系 指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