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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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庭維 國立台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 甄審保送

梁亦炘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個申

林芷嘉 國立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繁推

劉姝嫻 國立成功大學 會計學系 繁推

陳齊恩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學系 特殊選才

許瑜玲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系 繁推

 黃鶴文                                  1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指考

傅睿洋 國立中正大學 歷史學系 繁推

王昱捷 國立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繁推

吳青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繁推

陳亮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系 甄審保送

陳宏齊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繁推

馮詩翰 國立高雄大學 建築學系 繁推

林禧兒 國立高雄大學 西洋語文學系 個申

 林芊妤                                  2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指考

鄒興德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個申

余芷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繁推

楊淯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個申

洪志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能源與冷凍空調組 繁推

楊芷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數學組 個申

 蘇靖雅                                  2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指考

王怡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繁推

鍾旻雅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個申

唐世昌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 個申

陳靜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競技系 獨招

江念恩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競技系 獨招

李冠宏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競技系 獨招

林勝鴻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競技系 獨招

陳正寶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競技系 獨招

余思函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競技系 獨招

李幸紜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繁推

劉純穎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繁推

張育維 國立東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繁推

張嘉雨 國立東華大學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個申

童政瑋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個申

朱炳憲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個申

 陳韋成                                  1國立東華大學 化學系 指考

 顏晶潔                                  2國立東華大學 經濟學系 指考

 尹健璋                                  1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指考

 梁日豪                                  1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指考

張瑋珊 國立金門大學 華語文學系 繁推

郭柏憲 臺北市立大學 城市發展學系 繁推

陳恩惠 臺北市立大學 水上運動學系 獨招

王亭浩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繁推



黃智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繁推

李芳綺 國立嘉義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繁推

林芊妤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 個申

詹謦羽 國立嘉義大學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個申

鄭淯升 國立嘉義大學 食品科學系 個申

 謝宜庭                                  2國立嘉義大學 中國文學系 指考

 吳信萱                                  2國立嘉義大學 水生生物科學系 指考

 梁佳瑀                                  2國立嘉義大學 中國文學系 指考

黃韻蓉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繁推

蔡佩蓁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個申

孫煒婷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個申

郭姵妤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個申

楊智鈞 國立屏東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個申

陳禹雯 國立屏東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個申

王睿燊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個申

 吳沛妤                                  2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指考

 洪菀均                                  2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自費) 指考

 楊竣雲                                  1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指考

林鈺翔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繁推

吳亞霖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理組 繁推

蔡婕綸 國立臺東大學 音樂學系〈一般生〉 個申

周裕城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個申

黃怡菁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個申

陳玟錡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個申

江姿諭 國立臺東大學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個申

鄭哲勛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個申

李聿歆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系 獨招

 沈逸豪                                  1國立臺東大學 華語文學系 指考

劉芳伶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繁推

陳思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繁推

戴　嘉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繁推

吳乾晟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競技系 獨招

潘袁仁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競技系 甄審保送

尤婕馨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申

蔡佳祐 國立聯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個申

 李婉瑜                                  2國立聯合大學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指考

 高浩淳                                  1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指考

 欒彥儒                                  1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指考

唐世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個申

許雅婷 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繁推

王唯綸 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繁推

黃裕淇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個申

張瑋方 東海大學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個申

常家浩 東海大學 哲學系 個申

林君霓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個申

楊曉潔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個申



黃俊凱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創業與組織領導組) 個申

徐怡臻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決策管理組) 個申

 康鏸中                                  2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指考

 蘇亭芳                                  2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指考

王俐涵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繁推

陳鐿方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繁推

曾凱琪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繁推

高琳詠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 繁推

 林暐翔                                  1輔仁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社會組) 指考

彭雨欣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繁推

劉彥君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個申

袁芷淇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 繁推

黃邑加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繁推

黃雯酈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繁推

周品婕 淡江大學 德國語文學系 個申

詹喻琇 淡江大學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個申

李明柔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個申

 郭燕容                                  2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化學與生物化學組 指考

趙鳳玲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個申

錢映帆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餐旅經營管理組 個申

盧奕蓁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個申

 莊佳穎                                  2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餐旅經營管理組 指考

 李佳螢                                  2世新大學 中國文學系 指考

 虞凱雯                                  2世新大學 英語學系 指考

 張勛翔                                  1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網路科技組 指考

 謝姷廷                                  2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指考

林倍弘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個申

郭佩瑜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商務與觀光組（桃園校區） 個申

 吳芝瑄                                  2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醫療數據資訊組(桃園校區) 指考

 蕭子祺                                  1銘傳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指考

 鄭羽珊                                  2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醫療數據資訊組(桃園校區) 指考

 蔡恩澤                                  1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文教組(桃園校區) 指考

 洪湘怜                                  2銘傳大學 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指考

黃敬涵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繁推

許廷瑋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繁推

李佳勳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繁推

陳冠妤 逢甲大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個申

陳心蘭 逢甲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 個申

机宏齊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申

吳書逢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個申

麥仕杰 逢甲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個申

廖祐成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申

鄭仲勛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個申

郭渼琪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個申

陳彥丞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個申

陳思翰 逢甲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申

 何紫瑄                                  2逢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指考



 鄭伊玲                                  2逢甲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指考

 莊曜璘                                  1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不分系榮譽班乙組 指考

 林玟宏                                  1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指考

李世龍 大同大學 材料工程學系 繁推

陳怡君 中山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繁推

 張宸悅                                  2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指考

陳柏瑜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材料工程組 繁推

賴以蓁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繁推

林巧欣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高科技業管理組 個申

伍鎮偉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個申

吳炯翰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個申

 熊子豪                                  1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指考

蔣怡萍 中國文化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繁推

翁基紘 中國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個申

 劉奕彣 中國文化大學 哲學系 指考

 郭尚群                                  1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指考

 黃辰恩                                  1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指考

 周昀潔                                  2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指考

 馬嘉羚                                  2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學系 指考

 張文馨                                  2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指考

 王心鈺                                  2中國文化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指考

張宸悅 中國醫藥大學 運動醫學系 繁推

呂國寧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特殊選才

劉佑怜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工商與社會心理組 個申

蔡宇宣 元智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繁推

劉昶江 元智大學 工程學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個申

蔡妤恩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教學與文化溝通組（桃園校

區）
繁推

郭思妤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 繁推

王昱晴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繁推

林采萱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個申

陳貝瑜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個申

郭佩瑜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商務與觀光組（桃園校區） 個申

謝易亨 靜宜大學 會計學系-類繁星 個申

翁怡靜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個申

孫友濠 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個申

陳文馨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個申

黃琪晴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個申

 郭崇靖                                  1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管理組) 指考

 張宇辰                                  1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指考

 蔡宜伶                                  2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管理組) 指考

 詹仲翔                                  1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指考

 曾億宏                                  1靜宜大學 法律學系 指考

 蔡冠笙                                  1靜宜大學 台灣文學系 指考

 黃郁慈                                  2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指考

林倍弘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個申

高千淳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個申



張又壬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餐飲旅館組(高雄校區) 個申

陳竑宇 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學系劇本創作組(高雄校區) 個申

 吳孟軒                                  2實踐大學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高雄校區) 指考

林嘉修 馬偕醫學院 護理學系 繁推

王贊鈞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 繁推

邱雅彥 長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大數據應用組 繁推

曾家盈 長榮大學 醫藥科學產業學系醫學科技應用與管理組 繁推

翁儀晅 長榮大學 翻譯學系 繁推

蔡怡婷 長榮大學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影視動畫組 個申

吳哲維 長榮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語文溝通組 個申

曾宥誠 長榮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語文溝通組 個申

吳明益 長榮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觀光文化組 個申

張簡俊竑 長榮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經濟貿易組 個申

謝宛衿 長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大數據應用組 個申

陳大成 長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互動多媒體組 個申

陳銳弟 長榮大學 數位內容設計學系數位設計與創客組 個申

謝明璁 長榮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火場鑑識組 個申

 何昆霖                                  1長榮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醫療機構管理組) 指考

 丁　翎                                  2長榮大學 翻譯學系 指考

 楊雅珊                                  2長榮大學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 指考

黃君瑀 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繁推

周妍伶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繁推

蔡秉哲 義守大學 營養學系 繁推

蔡佩蓉 義守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繁推

楊沛錡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繁推

童譯瑩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申

潘唯娟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個申

蘇芳儀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 個申

林淑芬 義守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個申

李晨明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生物醫藥組 個申

吳維英 義守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餐飲經營管理組 個申

李婉儀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個申

鄭湘諭 義守大學 娛樂事業管理學系活動策展組(國際學院) 個申

賴維晟 義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個申

謝宗融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申

王怡婷 義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個申

呂雅馨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申

傅智娟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申

劉家杏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申

李侑宸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個申

陳紘宇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申

 蔡明蓁                                  2義守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國際行銷組(國際學院) 指考

 張意暄                                  2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組 指考

 陳芷羚                                  2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雲端服務組 指考

 黃敬雅                                  2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管理組 指考

 鄭兆宏                                  1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指考

 劉昆軒                                  1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乙組 指考



 馬湘晴                                  2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指考

 吳翎華                                  2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指考

 周羿君                                  2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食品生技組 指考

 魏茂安                                  1義守大學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財務投資組(國際學院) 指考

 余曉東                                  2義守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指考

 盧冠吟                                  2義守大學 國際商務學系國際貿易與金融組 指考

 王佩恩                                  2義守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旅館民宿經營組 指考

陳建勇 大葉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個申

 王子淇                                  1大葉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指考

文雋亞 中華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個申

劉庭瑋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事務系 個申

張又壬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 個申

 林依潔                                  2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社會工作組 指考

 黃博晨                                  1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社會工作組 指考

 莊宜蓉                                  2康寧大學 休閒管理學系(台南校區) 指考

黃綉晴 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系 獨招

顏裕豪 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系 個申

黃冠霖 正修科技大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個申

藍祐晟 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個申

王永瀚 樹德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系 獨招

黃聖景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個申

 蘇怡亭                                  2慈濟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指考

 蔡昀諪                     慈濟大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指考

 陳泓諺                                  1佛光大學 傳播學系(流行音樂傳播組) 指考

 謝佩容                                  2真理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應用組(台北校區) 指考

 林泳麒                                  1真理大學 財務與精算學系精算與保險經營組(台北校區) 指考

梁書晴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個申

陳奕潔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個申

郭慧如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個申

賴玟廷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個申

許凱軍 輔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個申

賴玟廷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林口校區） 個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