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榜單業經 107.11.22 招生委員會第三次委員會議決議，
各系所正、備取生名單若有誤，以本校留存紀錄為主。

臺北醫學大學 108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公告
(108)校教招字第 021 號

主旨：茲核定本會 108 學年度碩士班及博士班甄試入學、EMBA 管理學院生物科技高階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考試入學錄取榜單，希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會 107 年 11 月 22 日召開招生委員會第三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各系所學位學程(組)最低錄取標準分數及名額如下：(榜單詳如公告)

碩士班：(最低錄取分數係指備取生最後一名之分數)
醫學科學研究所碩士班：七六‧八○分；正取生二十名，備取生十三名。
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八二‧○二分；正取生二名，不足額錄取。
呼吸治療學系碩士班：七八‧六○分；正取生三名，備取生四名。
牙醫學系碩士班：
臨床學組(A)組：七六‧六○分；正取生一名，備取生三名。
臨床學組(B)組：從缺。
臨床學組(C)組：七七‧六○分；正取生三名，備取生五名。
基礎學組：八○‧○○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二名。
牙體技術學系碩士班：八五‧六○分；正取生二名，不足額錄取。
藥學系碩士班：
藥物科學組：七五‧六○分；正取生十二名，備取生十五名。
臨床藥學組：七八‧四○分；正取生六名，備取生十三名。
生藥學研究所碩士班：八○‧八○分；正取生五名，備取生十名。
臨床藥物基因體學暨蛋白質體學碩士學位學程：
八九‧八○分；正取生一名，不足額錄取。
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七五‧○○分；正取生六名，備取生十一名。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傷害醫療組：八四‧二五分；正取生三名。
傷害防治組：七四‧四○分；正取生三名，備取生四名。
全球衛生暨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八三‧一五分；正取生一名。
應用分子流行病學碩士學位學程：八○‧三七分；正取生三名，備取生一名。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七八‧四二分；正取生六名，備取生二名。
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班：七二‧六○分；正取生六名，備取生二名。
癌症生物學與藥物研發研究所碩士班：八一‧一○分；正取生一名，備取生五名。
醫學人文研究所碩士班：九○‧○○分；正取生二名，不足額錄取
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八六‧○○分；正取生三名，備取生三名。
生醫材料暨組織工程研究所碩士班：：七三‧四五分；正取生七名，備取生十四名。
奈米醫學研究所碩士班：七七‧○○分；正取生三名，備取生十名。
生醫光機電研究所碩士班：七七‧四○分；正取生三名，備取生八名。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七○‧三八分；正取生五名，備取生九名。

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七二‧○八分；正取生三名，備取生十六名。
保健營養學系碩士班：八○‧一八分；正取生十名，備取生十名。
食品安全碩士學位學程：七四‧一三分；正取生三名，備取生四名。
代謝與肥胖科學研究所碩士班：七六‧五○分；正取生三名，備取生七名。

博士班：
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七五‧八○分；正取生四名，備取生二名。
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七六‧九○分；正取生六名。
細胞治療與再生醫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八七‧四○分；正取生一名。
牙醫學系博士班：八二‧二○分；正取生二名。
藥學系博士班：八三‧八○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四名。
中草藥臨床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八○‧六○分，正取生一名，備取生一名。
生技醫療產業研發博士學位學程：八五‧八○分；正取生一名，備取生一名。
醫學資訊研究所博士班：八四‧六三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一名。
神經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八三‧二三分；正取生二名。
癌症生物學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七四‧二○分；正取生一名，備取生三名。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七六‧七五分；正取生一名，備取生一名。
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八九‧四○分；正取生一名。
生醫材料暨組織工程研究所博士班：八○‧三○分；正取生一名，備取生二名。
保健營養學系博士班：九一‧六○分；正取生二名。

碩士在職專班：
管理學院生物科技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七一‧六○分；正取生十八名，備取生十五名。
三、榜單姓名如有筆誤，依本會決定錄取生報名表資料為準。
四、正(備)取生除榜示外，另函件通知。
五、本會以考試總成績決定最低錄取標準，達最低錄取標準者，由本會擇優依序錄取正取
生；如正取生報到後有缺額時，已完成就讀意願登記之備取生得依其總分高低次序遞
補。
六、正取生網路報到及備取生就讀意願登記期限：107 年 11 月 23 日(週五)起至 107 年 12
月 06 日(週四)下午五時止；逾時逾期者，視同放棄錄取或遞補資格。
(1)正備取生報到系統網址：http://recexam-1.tmu.edu.tw/registercheckin_new
(2)報到系統路徑：教務處網址 http://aca.tmu.edu.tw，選擇『註冊組』點選『正備取
生報到系統』選擇『碩士班甄試入學』、『博士班甄試入學』或『EMBA 考試入
學』。
七、錄取生於入學驗證時，查驗報考資格之學歷證件正本及同等學力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查驗不符將無法註冊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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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方式由左至右，由上至下) (最低錄取分數係指備取生最後一名之分數)

碩士班
醫學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20 名
81A210013 蔡沛霓
81A210021 陳曉凡
81A210005 蔡岱樺
81A210031 李怡慧
81A210027 林佳葦
☆ 備取生 13 名
81A210008 郭子鋒
81A210012 許祐誠
81A210032 詹雅如
81A210033 李瑞文

81A210029
81A210015
81A210038
81A210034
81A210028

蔡秉言
王唯竹
陳怡妏
劉耘歡
楊湛

81A210022 呂宗翰
81A210039 龍靖玟
81A210024 高培閎

81A210003
81A210037
81A210025
81A210007
81A210011

廖馨瑜
張耀元
莊皓淳
程馨嫺
陸晟華

81A210002 林玠德
81A210017 李駿宏
81A210020 陳禹秀

81A210004
81A210018
81A210019
81A210030
81A210016

劉昕恬
游景鈞
林伯霖
張毓琦
楊鎮瑀

81A210035 謝宗翰
81A210036 陳怡安
81A210009 林為莛

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2 名
81A220001 蔡承志

81A220002 湯惠珍

呼吸治療學系碩士班
● 正取生 3 名
81A240004 李宓容

81A240005 侯又維

81A240006 巫映蓉

☆ 備取生 4 名
81A240002 何恭綾

81A240003 郭小勻

81A240007 何華庭

81A240001 李偉銘

牙醫學系碩士班 (臨床學組 A 組)
● 正取生 1 名
81B261001 王雅璇
☆ 備取生 3 名
81B262001 王宇宸

81B262002 張育嘉

81B262003 葛秉豐

牙醫學系碩士班 (臨床學組 B 組)
● 從缺

牙醫學系碩士班 (臨床學組 C 組)
● 正取生 3 名
81B266004 李雙安

81B267001 徐瑋婕

81B266001 許景程

81B267002 王嘉盛

81B266005 林映汝

☆ 備取生 5 名
81B266003 林子玉
81B266006 馮暐棟

81B266002 林韋彤

☆ 牙醫學系碩士班 (基礎學組)
● 正取生 2 名
81B268003 鄧岳華

81B268001 張晏茹

☆ 備取生 2 名
81B268002 林欽凱

81B268004 李宥萱

牙體技術學系碩士班
● 正取生 2 名
81B270002 卓彥君

81B270001 張簡敬哲

藥學系碩士班 (藥物科學組)
● 正取生 12 名
81C281017 蔡騰文
81C281009 周郁庭
81C281013 徐政群
☆ 備取生 15 名
81C281025 顏承凱
81C281028 許毓庭
81C281022 游雅鈞
81C281008 陳沅琪

81C281001 彭琮閔
81C281012 阮子軒
81C281027 張力予

81C281004 王菱渝
81C281010 龔睦婷
81C281018 郭曉蓉

81C281016 孫兆含
81C281019 陳姿陵
81C281020 詹昕蓓

徐子朋
伍家萱
林家敏
蔣理

81C281006 彭秀均
81C281005 林毓紋
81C281015 鄧涵云

81C282015 黃宇宏
81C282011 趙婉妤

81C282006 吳芳儀

81C282020 邱牧群

81C282016 林芷蓉
81C282003 杜俊緯
81C282009 林依萱

81C282001 黃世輝
81C282013 楊書瑜
81C282005 許敏蓉

81C282019 潘宜杏
81C282004 陳奕彣
81C282012 陳怡如

81C300009 林元緣

81C300011 李采蓁

81C300013 張詠筑

81C300001 羅珮琦
81C300016 黃苡庭
81C300005 盧昱靜

81C300006 王薇茹
81C300002 謝予惠

81C300004 林詩芸
81C300017 李俋昕

81C281024
81C281007
81C281003
81C281023

魏彤恩
尤文辰
陳偉正
黃方妤

81C281002
81C281014
81C281026
81C281021

藥學系碩士班 (臨床藥學組)
● 正取生 6 名
81C282010 莊珮君
81C282007 李敏
☆ 備取生 13 名
81C282014 林旻柔
81C282008 管紋莉
81C282018 顏伯丞
81C282017 趙經軒

生藥學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5 名
81C300003 湯昕芸
81C300015 林高有
☆ 備取生 10 名
81C300007 張存豐
81C300014 古原嘉
81C300012 張凱雁

臨床藥物基因體學暨蛋白質體學碩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1 名
81C320001 陳佩汝

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 正取生 6 名
81E370015 蔡韙伊
81E370018 林宜萱
☆ 備取生 11 名
81E370008 陳詩宜
81E370013
81E370022 林佳汶

81E370002 郭子瑄
81E370019 廖泓舜

81E370006 李詠馨

81E370017 陳奕瑄

81E370003 吳家誼
81E370010 簡胤哲
81E370007 劉芷君

81E370020 劉璟函
81E370009 賴宜華
81E370001 鄭靖萱

81E370005 柯宜伶
81E370021 李孟庭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傷害醫療組)
● 正取生 3 名
81E381004 邱佳儀

81E381001 陳嘉哲

81E381002 張盛皇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傷害防治組)
● 正取生 3 名
81E382004 孫承安

81E382005 巫婷婷

81E382003 林怡萱

☆ 備取生 4 名
81E382001 黃馨漣

81E382006 張哲銘

81E382007 張雅茹

81E382002 許玉儒

全球衛生暨發展碩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1 名
81E390002 張廷馥

應用分子流行病學碩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3 名
81E400002 藍之辰

81E400004 蔣正宏

81E400001 黃子芯

☆ 備取生 1 名
81E400003 王昱權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
● 正取生 6 名
81F410002 鄭涵尹
81F410012 李東原

81F410007
81F410009

王胤先
宋佩玲

☆ 備取生 2 名
81F410004 高培閎

81F410013

徐儷珊

81F410010

簡家穎

81F410006

呂宇儒

81F420003

耿以庭

81F420006

張筑婷

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6 名
81F420001 林詣翔
81F420007 孫強

81F420009
81F420008

胡雯茜
李宗儒

☆ 備取生 2 名
81F420005 徐珮嘉

81F420002

李詩敏

癌症生物學與藥物研發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1 名
81F430006 賴彥伶
☆ 備取生 5 名
81F430004 張景翔
81F430003 張維程

81F430001

林玠德

81F430005

呂宗翰

81F430002

林笠嘉

醫學人文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2 名
81G481003 史琬晴

81G481001 張凱程

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3 名
81G490008 林芷暐

81G490003 廖昱翔

81G490007 廖仁鐸

☆ 備取生 3 名
81G490012 吳仁堯

81G490015 陳思琪

81G490004 胡省珮

生醫材料暨組織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7 名
81H500018 楊佩旋
81H500022 鄭佩如
☆ 備取生 14 名
81H500016 許玉女
81H500021 劉妍蓁
81H500006 黃詩閔
81H500001 林笠嘉

81H500017 陳冠葦
81H500004 劉信呈

81H500009 李登耀
81H500012 徐宗勤

81H500020 吳昱儀

81H500025 林紹蓁
81H500005 呂朱烜
81H500019 黃鈺程
81H500002 張維程

81H500024 謝宗翰
81H500008 林庭逸
81H500011 黃富鈺

81H500014 黃郁雯
81H500013 謝博丞
81H500003 林俊廷

奈米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3 名
81H510001 甘如瑩
☆ 備取生 10 名
81H510002 洪頡茗
81H510014 趙硯擎
81H510008 呂朱烜

81H510011 邱昱太

81H510015 胡順翔

81H510009 黃詩閔
81H510017 張維程
81H510003 黃富鈺

81H510007 徐儷珊
81H510018 林笠嘉

81H510010 江玥儒
81H510005 林俊廷

生醫光機電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3 名
81H520013 龍昱丞

81H520002 詹子賢

81H520006 邱昱仁

☆ 備取生 8 名
81H520011 陳曉君
81H520001 林俐妏

81H520012 施承萱
81H520003 林俊廷

81H520005 江玥儒
81H520004 黃詩閔

81H520010 卓栢義
81H520007 趙硯擎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 正取生 5 名
81I530006 陳歆慈
81I530005 邱玉涔

81I530011

廖若蘋

81I530007

張佳琳

81I530004

沈曼瑄

☆ 備取生 6 名
81I530008 魯奕廷
81I530012 王宇婕
81I530002 蔡政珊

81I530014
81I530009

李瑋芸
陳虹玲

81I530010
81I530003

林昱君
林宇宏

81I530013
81I530001

李佳頤
林筱媛

81I540003

黃顗亘

81I540011

石家宜

81I540002
81I540015
81I540014

81I540012
81I540013
81I540007
81I540005

邱彥蓁
許雅筑
周恬君
謝印展

81I540018
81I540017
81I540008

81I540001

林念頤
陳文彥
侯怡姍
陳豊汮

81I540009

沈金清
陳佩瑩
趙于萱
俞清山

● 正取生 10 名
81J560027 趙于雯
81J560017 林郁芳
81J560011 葉妍佳

81J560029
81J560021
81J560025

王婉瑄
謝佳軒
陳怡秀

81J560007
81J560014

蘇俐函
賴文德

81J560026
81J560022

黃羽聖
吳家彤

☆ 備取生 10 名
81J560002 王依婕
81J560013 林希
81J560018 張宜婷

81J560004
81J560009
81J560030

陳韋伶
黃柏勳
林冠萱

81J560001
81J560012

郭冠妤
賈雅茜

81J560023
81J560015

陳嘉晏
王育瑩

81J570013

陳守義

81J580013

陳芷嫺

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3 名
81I540010 梁予琪
☆ 備取生 16 名
81I540019 董芸彤
81I540004 柯艾彤
81I540006 施瑜珊
81I540016 洪才懿

保健營養學系碩士班

食品安全碩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3 名
81J570010 蔡佳霖

81J570001

張祐瑄

81J570007

徐翊芸

☆ 備取生 4 名
81J570009 王育瑩

81J570002

郭冠妤

81J570014

陳韋伶

代謝與肥胖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3 名
81J580006 林映汝

81J580003

羅以筑

81J580017

白繡菱

☆ 備取生 7 名
81J580015 俞恩
81J580010 陳韋伶

81J580020
81J580005

吳蕎臻
林冠萱

81J580014
81J580004

毛晨柔
陳守義

博士班
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 正取生 4 名
82A210007 熊元瑾

82A210001 徐同緯

☆ 備取生 2 名
82A210005 張馨仁

82A210002 謝俊明

82A210003 陳盈州

82A210006 吳雲明

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 正取生 6 名
82A220003 林脩涪
82A220005 劉慧燕

82A220001 廖宜恕
82A220002 劉津墉

82A220004 許軒豪

82A220006 王文科

82C280003 林家宇

82C280004 林文光

細胞治療與再生醫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1 名
82A250001 戴建丞

牙醫學系博士班
● 正取生 2 名
82B260001 林冠州

82B260002 賴宣宇

藥學系博士班
● 正取生 2 名
82C280002 劉奕廷

82C280007 周柏宇

☆ 備取生 4 名
82C280006 郭小懷

82C280001 鄭凱文

中草藥臨床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1 名
82C310002 謝承洋
☆ 備取生 1 名
82C310001 陳慧儀

生技醫療產業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1 名
82C330002 陳瑾儀
☆ 備取生 1 名
82C330001 劉正芳

醫學資訊研究所博士班
● 正取生 2 名
82F420003 袁聖博

82F420001

靳嚴博

☆ 備取生 1 名
82F420004 李哲雄

神經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2 名
82F440002 林文宜

82F440001

王詩婷

癌症生物學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1 名
82F450004 何俊慜
☆ 備取生 3 名
82F450002 彭兆翔

82F450003

吳暐凡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1 名
82F460001 甘淑儀
☆ 備取生 1 名
82F460002 吳宗翰

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1 名
82F470002 劉兆偉

生醫材料暨組織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 正取生 1 名
82G500003 陳宣惟
☆ 備取生 2 名
82G500001 陳思涵

82G500004 張馨仁

保健營養學系博士班
● 正取生 2 名
82J560001 連宇致

82J560002

蔣宜芬

82F450001

林約瑟

碩士在職專班
管理學院生物科技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 正取生 18 名
83I550005 陳學仁
83I550024 李芸樺
83I550027 彭淑屏
83I550010 張鳳
83I550008 黃珧珍

83I550001
83I550017
83I550011
83I550018
83I550032

王怡
林衍伯
朱乘緯
陳德魁
林佳儒

83I550033
83I550007
83I550020
83I550031

吳照興
張鈿浤
凃永慶
簡國維

83I550013
83I550003
83I550009
83I550002

沈嘉鈴
廖國欽
彭雪珍
許元修

☆ 備取生 15 名
83I550019 詹健良
83I550012 康良成

83I550030
83I550028

黃心韻
廖郁銘

83I550016
83I550025

葉芳浩
黃進華

83I550026
83I550022

蔡淑娟
劉羿伶

張喆然
張孟法

83I550021
83I550034

劉敏芬
簡雅怡

83I550023
83I550015

鄧亦晴
王淳良

83I550035

鄭佳真

83I550004
83I55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