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榜單業經 107.03.01 招生委員會第四次委員會議決議，
各系所學位學程正、備取生名單若有誤，以本校留存紀錄為主。

臺北醫學大學 107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公告
(107)校教招字第 050 號

主旨：茲核定本會 107 學年度碩士班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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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月 01 日召開招生委員會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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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四○分；正取生十五名，備取生九名。
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八○‧七三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一名。
呼吸治療學系碩士班：七二‧○○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三名。
牙醫學系碩士班：
臨床學組(A)組：從缺。
臨床學組(B)組：八六‧二○分；正取生一名。
臨床學組(C)組：八七‧○○分；正取生一名。
基礎學組：八四‧四○分；正取生一名，備取生一名。
牙體技術學系碩士班：七九‧八○分；正取生二名。
藥學系碩士班：
藥物科學組：七五‧八○分；正取生七名，備取生十三名。
臨床藥學組：七六‧二○分；正取生六名，備取生十三名。
生藥學研究所碩士班：八六‧六○分；正取生五名，不足額錄取。
臨床藥物基因體學暨蛋白質體學碩士學位學程：八二‧一○分；正取生四名，備取生三名。
護理學系碩士班：
成人臨床照護組：七一‧四○分；正取生十名，備取生十四名。
精神心理衛生護理組：七九‧三○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二名。
婦女暨兒童健康護理組：七○‧二七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四名。
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六二‧五八分；正取生六名，備取生十六名。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碩士班：六○‧三八分；正取生五名，備取生十九名。
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六九‧○○分；正取生五名，備取生十二名。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傷害醫療組：八七‧二八分；正取生一名。
傷害防治組：七○‧二○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四名。
全球衛生暨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八九‧二九分；正取生一名。
應用分子流行病學碩士學位學程：七六‧○○分；正取生四名，備取生三名。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七七‧五○分；正取生四名，備取生四名。
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班：七五‧八二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五名。
癌症生物學與藥物研發研究所碩士班：八二‧四五分；正取生一名。
醫學人文研究所碩士班：醫學人文組：八○‧八三分；正取生二名。
心智意識與腦科學組：八六‧五○分；正取生一名，備取生一名。

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七四‧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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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一三分；正取生四名。
奈米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八五‧四○分；正取生二名，不足額錄取。
生醫光機電研究所碩士班：八一‧六○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一名。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七四‧一七分；正取生五名，備取生十三名。
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七○‧四八分；正取生三名，備取生八名。
保健營養學系碩士班：七五‧一七分；正取生八名，備取生十五名。
食品安全碩士學位學程：七六‧八八分；正取生四名，備取生三名。
代謝與肥胖科學研究所碩士班：七九‧○八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五名。

碩士在職專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應用實證醫學碩士在職專班：六八‧三七分；正取生十名，備取生六名。
藥學系臨床藥學碩士在職專班：
社區藥學組：六八‧八○分；正取生六名，備取生七名。
醫院藥學組：七七‧九○分；正取生八名，備取生三名。
護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成人臨床照護組：六○‧四○分；正取生十二名，備取生三十三名。
精神心理衛生護理組：六四‧三七分；正取生三名，備取生一名。
婦女暨兒童健康護理組：六○‧八七分；正取生三名，備取生五名。
老人暨社區健康護理組：六○‧八三分；正取生六名，備取生十八名。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六九‧一七分；正取生七名，備取生五名。
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七八‧○三分；正取生十三名。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七四‧五三分；正取生十名，備取生一名。
保健營養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應用營養組：七一‧二○分；正取生五名，備取生三名。
營養照護與管理組：七三‧四七分；正取生三名，不足額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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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取生(限己完成上網報到登記者)得依其總分高低次序遞補。
六、網路報到期間：107 年 03 月 02 日(週五)起至 107 年 03 月 22 日(週四)下午五時止；正取生及
備取生均應上網完成「報到」手續，否則視同放棄錄取、遞補資格。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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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組』點選『正備取生報

到系統』選擇『碩士班入學招生考試』或『碩士在職專班入學招生考試』。
七、錄取生經入學後，其資料發現與事實不符時，即取消入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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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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名
74A210012 賴映璇
74A210014 陳延姍
74A210002 郝珮君
74A210019 許文瀞
☆ 備取生 9 名
74A210007 葉修言
74A210029 朱晉緯
74A210016 溫宏諾

74A210027
74A210025
74A210022
74A210003

吳亮寰
黃本森
許嘉元
林奕伶

74A210021 吳哲凱
74A210018 陳雅唐

胡睿安
郭玉明
賴安庭
黃詩珺

74A210030 顏禎儀
74A210010 李韋成
74A210028 康玲瑄

74A210009 曾濬哲
74A210017 蔡旻晏

74A210011 彭坤祥
74A210015 陳漢勳

74A210020
74A210026
74A210023
74A210024

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2 名
74A220001 周予婷

74A220002 藍祺昀

☆ 備取生 1 名
74A220003 吳維元

呼吸治療學系碩士班
● 正取生 2 名
74A240005 劉懿瑩

74A240002 陳禮聖

☆ 備取生 3 名
74A240001 周玟瑀

74A240003 吳佳陵

74A240004 徐晴

牙醫學系碩士班 (臨床學組 A 組-贋復牙醫暨牙科植體學組、牙髓病學組、牙體復形學組)
● 從缺

牙醫學系碩士班 (臨床學組 B 組-口腔顎面外科學組、牙周病學組)
● 正取生 1 名
74B265001 李慧明

牙醫學系碩士班 (臨床學組 C 組-齒顎矯正學組、兒童牙醫學組)
● 正取生 1 名
74B266002 李旭芳

牙醫學系碩士班 (基礎學組)
● 正取生 1 名
74B268002 蘇俊瑋

☆ 備取生 1 名
74B268001 陳美光

牙體技術學系碩士班
● 正取生 2 名
74B270001 李守原

74B270002 吳鎮良

藥學系碩士班 (藥物科學組)
● 正取生 7 名
74C281011 顏瑞瑩
74C281002 高詠文

74C281004 林資堯
74C281015 蔡亭安

74C281010 陳姿尹
74C281005 沈家瑜

74C281016 陳威均

74C281014 吳羽晨
74C281019 洪思竹
74C281003 林煜鈞

74C281012 羅涵尹
74C281008 楊俊哲
74C281009 梁嘉尹

74C281013 黃沛蓁
74C281017 黃育翎
74C281018 紀育慈

74C282017 林依婷
74C282003 陳泓凱

74C282002 陳若昕

74C282018 林宣佑

74C282016 陳奕琳
74C282009 黃世輝
74C282013 范珈齊

74C282011 黃筠婷
74C282012 羅紫勻
74C282020 唐偉宸

74C282015 許嘉恩
74C282019 唐光楷
74C282010 吳筱筑

● 正取生 5 名，不足額錄取
74C300004 林柏延
74C300002 樊光輿
74C300005 陳玉娟

74C300001 彭浩源

74C300003 謝宜諺

☆ 備取生 13 名
74C281006 羅郁茹
74C281001 詹芯瑀
74C281020 陳宗緯
74C281007 王浩宇

藥學系碩士班 (臨床藥學組)
● 正取生 6 名
74C282005 黃琬珺
74C282021 許家芸
☆ 備取生 13 名
74C282001 陳盈蓁
74C282007 楊琳鈞
74C282008 何崇芸
74C282004 曾偉銓

生藥學研究所碩士班

臨床藥物基因體學暨蛋白質體學碩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4 名
74C320006 林干紘

74C320004 黃子恆

74C320007 吳雅賢

☆ 備取生 3 名
74C320005 鍾瑋珍

74C320008 陳冠儒

74C320001 陳彥丞

74C320003 楊宗珉

護理學系碩士班 (成人臨床照護組)
● 正取生 10 名
74D341011 張境芠
74D341016 蔡馨儀
74D341027 吳秀麗

74D341015 詹朝傑
74D341004 吳盈萩
74D341023 周亭伶

74D341008 朱玲萩
74D341022 鍾家偉

74D341026 鄭玉昀
74D341020 任紹菁

☆ 備取生 14 名
74D341019 王毓鈴
74D341003 黃郁婕
74D341024 曾心
74D341001 黃怡華

74D341012 陳玟秀
74D341014 莊舒晴
74D341025 曾情
74D341017 劉佩宣

74D341018 陳品佑
74D341006 張珮怡
74D341007 王于慈

74D341013 李靜佩
74D341010 李佳臻
74D341002 江依宸

74D343004 張庭

74D343002 鍾江婷

74D350008 施定宏
74D350026 陳亞君

74D350021 歐建利

74D350027 陳美娟

74D350016 李宗昀
74D350030 沈威君
74D350007 許雅婷
74D350005 張燕華

74D350029 施雅惠
74D350019 王冠文
74D350024 沈敏閔
74D350001 周立

74D350002 蘇品潔
74D350006 林彥汝
74D350015 陳佳綾
74D350003 張淑貞

74D360019 李婧瑋

74D360026 董恩璇

74D360012 洪佳君

74D360010 許雅婷
74D360001 劉徐融
74D360008 張燕華
74D360007 莫琇雯
74D360004 周立

74D360005 蘇品潔
74D360006 張淑貞
74D360020 林彩娟
74D360025 劉智淇
74D360018 陳巧莉

74D360022 黃雅君
74D360009 林彥汝
74D360023 傅靜芬
74D360021 徐瑞琴

74E370006 陳柔安

74E370020 黃筱鈞

74E370012 吳銘洋

護理學系碩士班 (精神心理衛生護理組)
● 正取生 2 名
74D342002 吳映嫺

74D342005 曾郁茹

☆ 備取生 2 名
74D342004 黃馨瑤

74D342003 翁子雯

護理學系碩士班 (婦女暨兒童健康護理組)
● 正取生 2 名
74D343005 黃俊源

74D343006 王詩婷

☆ 備取生 4 名
74D343003 江亭穎

74D343001 葉虹彣

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6 名
74D350025 楊邦媛
74D350017 黃筠茹
☆ 備取生 16 名
74D350014 王聖傑
74D350020 蔡宜恬
74D350028 陳素珍
74D350009 曾濬哲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碩士班
● 正取生 5 名
74D360003 盧昱樺
74D360014 張昭慧
☆ 備取生 19 名
74D360024 楊先敏
74D360002
74D360016
74D360017
74D360015

施佳
林昱昇
吳文翔
林雨臻

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 正取生 5 名
74E370010 廖庭蔚
74E370005 翁瑜晨

☆ 備取生 12 名
74E370003 胡珮萱
74E370018 張芳齊
74E370001 魏禎瑩

74E370008 吳尹煊
74E370004 陳博淵
74E370007 林雨慷

74E370015 胡恆肇
74E370019 陳秋伊
74E370013 彭彥騰

74E370002 高明君
74E370009 簡誌廷
74E370011 蔡百怡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傷害醫療組-在職生)
● 正取生 1 名
74E381001 張貴賢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傷害防治組)
● 正取生 2 名
74E382001 謝宗翰

74E382003 張皓鈞

☆ 備取生 4 名
74E382006 蔡蕙如

74E382005 陳儀真

74E382004 郭子賢

74E382002 邱文婷

74E400004 楊桂禎

全球衛生暨發展碩士學位學程
正取生 1 名
74E390001 張藝瀚

應用分子流行病學碩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4 名
74E400008 劉晉廷

74E400001 陳玉綸

74E400003 何宜庭

☆ 備取生 3 名
74E400005 張芳齊

74E400002 胡恆肇

74E400006 陳秋伊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
● 正取生 4 名
74F410005 陳祉蓉

74F410004

陳琮燁

74F410013

林奕萱

74F410010

黃新元

☆ 備取生 4 名
74F410008 陳彥丞

74F410011

田政輝

74F410006

江昕蓓

74F410002

李楷勲

74F420001

陳雅唐

74F420006

楊翔智

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2 名
74F420003 陳念慈
☆ 備取生 5 名
74F420004 李曼華
74F420007 李涵

74F420009

許丞宏

74F420008

高欣瑜

癌症生物學與藥物研發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1 名
74F430001 蔡瑋倫

醫學人文研究所碩士班 (醫學人文組)
● 正取生 2 名
74G481001 黃天愛

74G481002 李幸宜

醫學人文研究所碩士班 (心智意識與腦科學組)
● 正取生 1 名
74G482001 徐子圓
☆ 備取生 1 名
74G482002 李名康

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3 名
74G490003 鄭鈺潔

74G490004 程偉君

74G490005 朱啟良

☆ 備取生 3 名
74G490002 李子鋐

74G490001 蔡鋒毅

74G490006 李奕言

生醫材料暨組織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4 名
74H500005 張晏儒

74H500004 黃媛園

74H500003 卓爾辰

74H500006 蔡政勳

奈米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2 名，不足額錄取
74H510003 楊兆璿
74H510005 羅瑞林

生醫光機電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2 名
74H520004 張尚元

74H520003 張可任

☆ 備取生 1 名
74H520001 李名康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 正取生 5 名
74I530007 黃柏琇
74I530014

74I530005

黃梓瑄

74I530011
74I530009
74I530003

温子瑢
許雅婷
簡明盈

74I530020

楊喻茹

74I530004

沈祐任

李晏瑜

☆ 備取生 13 名
74I530008 許立安
74I530019 陳俞蓁
74I530010 紀佳妤
74I530012 宋品葳

74I530017
74I530021
74I530018

陳毓庭
吳佩臻
陳昱穎

74I530013
74I530006
74I530016

姜威廷
林淽沄
許祐嘉

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3 名
74I540013 葉文照

74I540008

李占元

74I540003

張瀞文

☆ 備取生 8 名
74I540010 李曼華
74I540005 馮少綸

74I540006
74I540007

吳昱嫺
郭智宇

74I540012
74I540004

林閏新
林昕緣

● 正取生 8 名
74J560009 嚴婕
74J560025 黃俊穎

74J560004
74J560014

吳孟潔
黃珮欣

74J560008
74J560010

☆ 備取生 15 名
74J560002 何品諭

74J560015

陳昱甄

74J560013

葉蘭亭

74J560006

蔡茗鎔

葉修言
林佳穎
宋品昕

74J560007
74J560003
74J560005

徐瑞昀
黃惠苹
林雨萱

74J560019
74J560018
74J560017

蕭瑋霖
周芷群
周梃鍹

74J560022
74J560021

蔡瑋庭
賴冠穎

74J570008

葉瀞文

74J580013

陳昱甄

74I540001
74I540002

廖浚鋒
林聖闓

保健營養學系碩士班

74J560026
74J560020
74J560012

陳俐欣
曾浩愷

74J560001
74J560011

蔡亦雯
施宏昱

食品安全碩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4 名
74J570007 林欣緯

74J570001

呂依蔓

74J570005

陳萱

☆ 備取生 3 名
74J570004 曾詮祐

74J570010

鄭凱駿

74J570011

洪尚凰

74J580010

宋品昕

代謝與肥胖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2 名
74J580006 鄧伊鈞
☆ 備取生 5 名
74J580003 賴冠穎
74J580009 周芷群

74J580014

林佳瑩

74J580011

葉蘭亭

碩士在職專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應用實證醫學碩士在職專班
● 正取生 10 名
75A810007 陳正杰
75A810001 方冠傑
75A810016 李姿嫻

75A810012 李云曦
75A810008 呂昕穎
75A810002 王思怡

75A810015 鄭照霖
75A810006 林檍涵

75A810005 陳建州
75A810004 胡明齊

☆ 備取生 6 名
75A810013 呂佳原
75A810010 許雲喬

75A810011 李孟珊
75A810003 胡慧芬

75A810014 李嘉琳

75A810017 鄧國基

75C821002 徐驊
75C821012 廖志文

75C821007 陳家維

75C821005 張慈烜

75C821006 吳宜臻
75C821013 張瑋淵

75C821003 洪莉婷
75C821011 梁文杰

75C821004 廖宗柱

75C822008 吳智遠
75C822009 郭御風

75C822010 趙翊涵
75C822007 尤若綺

75C822004 連嘉豪
75C822005 劉康聖

75C822003 陳育潁

75C822011 蕭元喩

藥學系臨床藥學碩士在職專班 (社區藥學組)
● 正取生 6 名
75C821008 施麗雅
75C821010 羅米邑
☆ 備取生 7 名
75C821001 張瑄
75C821009 邵瓊慧

藥學系臨床藥學碩士在職專班 (醫院藥學組)
● 正取生 8 名
75C822002 林明燊
75C822006 劉賢德
☆ 備取生 3 名
75C822001 巫婷婷

護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成人臨床照護組)
● 正取生 12 名
75D831034 魏淑貞
75D831020 翁家琪
75D831018 陳姿安

75D831030 邵佳慧
75D831013 胡承瑞
75D831007 鄭莉珍

☆ 備取生 33 名
75D831026 凃欣宜
75D831029 黃曉晴
75D831015 黃郁媛
75D831005 金鈺綺
75D831036 趙乙璇
75D831037 潘美鳳
75D831019 張筱涵

75D831017
75D831025
75D831024
75D831028
75D831048
75D831043
75D831023

75D831038 黃怡華
75D831022 賴姵妤

鄭欣怡
黃琇玲
莊欣茹
陳蕙怡
陳玟秀
王于慈
張心慧

75D831009 王怡晴

75D831011 謝惠琪
75D831045 蘇韻如
75D831035 沈佳蓉
75D831032
75D831050
75D831031
75D831006
75D831002
75D831046
75D831001

王子昭
莊舒晴
陳惠青
鄧子芸
王亮蒂
李佳臻
林純欣

75D831003 何采婕

75D831027 翁美玲
75D831021 溫曉雲
75D831033 范書瑋
75D831014
75D831040
75D831049
75D831008
75D831004
75D831012
75D831016

陳文鈴
黃郁婕
李靜佩
林佩姿
王臣安
陳靖雯
林彥汝

75D831039 江依宸

護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精神心理衛生護理組)
● 正取生 3 名
75D832001 江宜馨

75D832004 張凱茹

75D832003 陽雨薇

☆ 備取生 1 名
75D832002 吳珮甄

護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婦女暨兒童健康護理組)
● 正取生 3 名
75D833008 黃怡梅

75D833009 張靜怡

75D833001 陳穎楦

☆ 備取生 5 名
75D833003 李佩倫

75D833004 許富晴

75D833006 許杼鈴

75D833005 彭莉云

75D833002 何欣怡

護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老人暨社區健康護理組)
● 正取生 6 名
75D834012 吳晨瑜
75D834025 林君玲
☆ 備取生 18 名
75D834003 賴春美
75D834002 谷品瑀
75D834023 宋欣瑩
75D834014 黃鈺惠
75D834016 趙婉蘋

75D834009 林秀桑
75D834019 陳麗芬

75D834020 吳美姬

75D834010 徐鈴華

75D834006 陳和逸
75D834007 余佳樺
75D834011 曹芸華
75D834026 楊雅婷
75D834004 張玉薇

75D834013 許緹縈
75D834001 吳芝儀
75D834008 黃彥睿
75D834005 王玲翠

75D834015 陳珮儀
75D834022 劉偉玲
75D834021 張翠娟
75D834017 張珮怡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 正取生 7 名
75F850003 林俐亞
75F850001 劉俊坤
☆ 備取生 5 名
75F850005 李瑞玲
75F850006 沈秉諺

75F850007
75F850008

張甄豈
顧凱閔

75F850004
75F850011

翁慧雯
魏靜君

75F850009

楊佳穎

75F850010

陳容青

75F850012

涂雅涵

75F850002

王俞方

林宜正
吳淑偵
陳其蒙

75F860006
75F860002
75F860009

姜振華
璩文威
凃文華

75F860010
75F860012
75F860004

李炫逸
戴秀芳
許碧麟

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 正取生 13 名
75F860005 陳彥諭
75F860001 舒忠
75F860011 林暐昱
75F860013 雲思瑋

75F860003
75F860007
75F860008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 正取生 10 名
75I870009 陳欣韻
75I870005 賴麗鈞
75I870010 簡怡翎

75I870007
75I870004
75I870008

鄭傑仁
林憶涵
林淑惠

75I870002
75I870003

王敏芝
張雯雯

75I870011
75I870001

蔡雅慧
王朝佳

75J881002

張沂帆

☆ 備取生 1 名
75I870006 趙燕琪

保健營養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應用營養組)
● 正取生 5 名
75J881001 李哲佑

75J881005

詹雅涵

75J881009

蕭澤葭

75J881003 陳巧臻
☆ 備取生 3 名
75J881007 黃聖儒

75J881011

紀凱勻

75J881010

何忻郿

保健營養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營養照護與管理組)
● 正取生 3 名，不足額錄取
75J882001 楊善閔
75J882007
以下空白

張瑀恬

75J882002

林映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