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榜單業經 104.12.10 招生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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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公告 

(104)校教招字第 024 號  

  

主旨：茲核定本會 105 學年度碩士班及博士班甄試入學錄取榜單，希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會 104 年 12 月 10 日召開招生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各所(組)最低錄取標準分數及名額如下：(榜單詳如公告) 

  碩士班： 

醫學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六四‧一○分；正取生二十五名，備取生十二名。 

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九○‧九○分；正取生一名，不足額錄取。 

呼吸治療學系碩士班：七三‧九二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三名。 

牙醫學系碩士班： 

臨床學組(A)組：七七‧二○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一名。 

臨床學組(B)組：七一‧四○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一名。 

臨床學組(C)組：六九‧○○分；正取生三名，備取生五名。 

基礎學組：七一‧○○分；正取生一名，備取生二名。 

藥學系碩士班： 

藥物科學組：六九‧六○分；正取生十二名，備取生十四名。 

臨床藥學組：六六‧六○分；正取生六名，備取生三名。 

生藥學研究所碩士班：七二‧四○分；正取生七名，備取生十二名。 

臨床藥物基因體學暨蛋白質體學碩士學位學程：八三‧二○分；正取生四名。 

保健營養學系碩士班：七二‧五五分；正取生十一名，備取生二十名。                                  

食品安全碩士學位學程：八六‧一三分；正取生一名，不足額錄取。 

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七五‧○三分；正取生九名，備取生九名。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傷害醫療組：八九‧八○分；正取生一名，不足額錄取。 

傷害防治組：八三‧二○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一名。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七一‧一七分；正取生六名，備取生九名。 

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班：七一‧六○分；正取生六名，備取生四名。 

醫學人文研究所碩士班：七一‧八○分；正取生三名，備取生三名。 

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八六‧四○分；正取生二名，不足額錄取。 

生醫材料暨組織工程研究所碩士班：：七○‧二○分；正取生九名，備取生十二名。 

奈米醫學研究所碩士班：七三‧○○分；正取生五名，備取生三名。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七○‧○○分；正取生五名，備取生十一名。 



   博士班：  

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九○‧八○分；正取生二名，不足額錄取。 

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七六‧八七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一名。 

牙醫學系博士班：七三‧○○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一名。 

藥學系博士班：七四‧二○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六名。 

中草藥臨床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八六‧○八分，正取生二名。 

保健營養學系博士班：七六‧八○分；正取生二名。 

醫學資訊研究所博士班：七四‧七○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一名。 

神經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從缺。 

癌症生物學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八○‧三五分；正取生二名，備取生二名。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八三‧二八分；正取生一名，不足額錄取。 

生醫材料暨組織工程研究所博士班：八一‧八○分；正取生一名，備取生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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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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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2 月 11 日(週五)上午九時起至 104 年 1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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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o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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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甄試』或『博士班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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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委員    閻   雲 

 

中 華 民 國 一 ○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http://entero5.tmu.edu.tw/registercheckin_new


榜單 (排列方式由左至右，由上至下) 

碩士班 

醫學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25 名 

511210025 劉欣明 511210019 吳安智 511210040 鄭紘偉 511210011 邱伯涵 

511210042 甄沛勤 511210015 余敏 511210037 郭智嘉 511210010 林柏興 

511210008 謝奇錕 511210017 許毓哲 511210018 陳瑾儀 511210016 陳恩莉 

511210003 王瑞賢 511210007 林智妮 511210033 葉家亨 511210043 王婷 

511210036 張雅涵 511210020 凌祥曦 511210039 童裕雯 511210029 劉韋妮 

511210004 劉瑀欣 511210023 張綠萍 511210034 陳奕璇 511210028 何芷芸 

511210006 劉詩敏       

☆ 備取生 12 名 

511210024 陳亭穎 511210030 黃予庭 511210013 吳婕如 511210009 黃聖凱 

511210035 唐莉汶 511210026 林庭威 511210001 趙彥博 511210012 林培郁 

511210021 林婕誼 511210031 游凌杰 511210044 葉佳霖 511210005 林倍渝 

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1 名，不足額錄取 

511220001 李致詮       

呼吸治療學系碩士班 

● 正取生 2 名 

511230003 姚彥丞 511230002 鄭文豪     

☆ 備取生 3 名 

511230005 高萱容 511230001 張維倫 511230004 高兆辰   

牙醫學系碩士班 (臨床學組 A 組) 

● 正取生 2 名 

512241002 李佳燕 512242001 徐永鎬     

☆ 備取生 1 名 

512241001 徐筱婷       

牙醫學系碩士班 (臨床學組 B 組) 

● 正取生 2 名 

512245002 李馥安 512244001 王俊傑     

☆ 備取生 1 名 

512245001 李冠鋅       

 



牙醫學系碩士班 (臨床學組 C 組) 

● 正取生 3 名 

512246003 王俊偉 512246005 胡皓婷 512246007 劉立晨   

☆ 備取生 5 名 

512246006 陳儷文 512246001 李欣頻 512246002 李意婷 512246008 曹喆硯 

512246004 袁國康       

☆ 牙醫學系碩士班 (基礎學組) 

● 正取生 1 名 

512248003 熊晶如       

☆ 備取生 2 名 

512248002 張瑋倫 512248001 王藝婷     

藥學系碩士班 (藥物科學組) 

● 正取生 12 名 

513251003 程瑋捷 513251025 曾欣怡 513251001 楊榮群 513251012 黃順晟 

513251013 廖宇縉 513251011 陳俍伊 513251004 張妤 513251024 姚昀彤 

513251005 繆宜璇 513251018 林智渟 513251006 顏敬庭 513251016 吳庭歡 

☆ 備取生 14 名 

513251020 吳青璇 513251002 程暐勝 513251014 陳萱容 513251009 葉庭嘉 

513251007 李宜芬 513251010 黃惠翎 513251008 林千茹 513251017 許元綱 

513251021 謝蕙如 513251028 陳昱均 513251026 邱士薰 513251022 林聖傑 

513251015 邱民雄 513251027 葉宣佑     

藥學系碩士班 (臨床藥學組) 

● 正取生 6 名 

513252011 劉佳穎 513252002 黃冠慈 513252008 張天睿 513252004 高瑋翎 

513252003 王建升 513252005 張佩琦     

☆ 備取生 3 名 

513252007 陳宇婷 513252006 周威仰 513252010 楊沁臻   

生藥學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7 名 

513260007 許佳鳳 513260008 黃麗螢 513260018 李政哲 513260002 蕭盛鴻 

513260016 林琦婷 513260005 李若薇 513260004 鍾炫璉   

☆ 備取生 12 名 

513260012 陳昱如 513260003 蘇柏全 513260021 林佳俞 513260006 黃聖凱 

513260001 姜涵予 513260013 陳宇芳 513260011 陳昭如 513260015 鄧筱叡 

513260019 劉楷濬 513260017 趙詠瑩 513260010 陳萱庭 513260009 張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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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270001 陳哲毅 513270002 陳宛靖 513270005 李依庭 513270003 林哲仲 

保健營養學系碩士班 

● 正取生 11 名 

515320024 林致堅 515320033 呂念珊 515320009 吳翎妤 515320016 蘇彥昌 

515320032 蔡佳君 515320028 張嘉育 515320038 黃亭潔 515320019 楊婷瑄 

515320004 陳玫君 515320021 蔡卉宣 515320034 唐彥儒   

☆ 備取生 20 名 

515320008 洪綵襄 515320001 張台岳 515320039 曾怡寧 515320023 蔡侑螢 

515320015 孔祥霖 515320020 吳海平 515320027 林佩穎 515320011 王詩雅 

515320006 李仁傑 515320036 楊順喻 515320026 陳羿蓓 515320037 袁麗儀 

515320018 陳咨樺 515320029 蔡欣芳 515320005 李敬怡 515320002 王貝文 

515320031 徐黎安 515320010 張雅筑 515320022 曾湘婷 515320025 蘇庭玉 

食品安全碩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1 名，不足額錄取 

515330001 黃少玫       

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 正取生 9 名 

515340016 許瑜庭 515340011 蔡采軒 515340024 趙映婷 515340022 陳乙甄 

515340017 李洛堯 515340002 李懿 515340009 李思瑀 515340012 陳競尹 

515340003 章家銘       

☆ 備取生 9 名 

515340013 黃巧葳 515340004 蔡嘉宬 515340007 王安妮 515340010 張文禎 

515340019 林怡平 515340015 賴蓉萱 515340006 施皓軒 515340020 翁羚瑄 

515340001 林昶佑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傷害醫療組) 

● 正取生 1 名，不足額錄取 

515351001 詹征褘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傷害防治組) 

● 正取生 2 名 

515352003 郭宗瑀 515352002 蘇郁     

☆ 備取生 1 名 

515352004 楊文碩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 

● 正取生 6 名 

516370001 陳亭螢 516370008 王垣睎 516370015 李怡萱 516370002 李群雅 

516370009 劉百嘉 516370013 洪千惠     

☆ 備取生 9 名 

516370003 鄭舒云 516370006 黃郁筑 516370005 鄭以恬 516370007 陳昭如 

516370010 林翊堂 516370012 劉楷濬 516370011 趙詠瑩 516370004 黃紹詠 

516370014 林佳潔       

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6 名 

516380004 蔡承育 516380003 王振愷 516380008 蔡家蓁 516380006 李勁緯 

516380002 郭朕榮 516380007 黃珞薇     

☆ 備取生 4 名 

516380011 林亞辰 516380009 黃香娣 516380010 林孟函 516380001 張筑婷 

醫學人文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3 名 

517430002 黃立楷 517430005 陳蕙雅 517430006 巫蓓雯   

☆ 備取生 3 名 

517430003 城士淳 517430001 曾紫翎 517430007 馬明萱   

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2 名，不足額錄取 

517440004 吳俊霖 517440001 林珞涵     

生醫材料暨組織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9 名 

518450013 何家羽 518450006 朱芸欣 518450009 黃芋萱 518450001 蔡政翰 

518450007 莊宇倫 518450020 張哲榕 518450026 陳億州 518450008 蕭翎綺 

518450003 粘佳仁       

☆ 備取生 12 名 

518450022 林渝捷 518450011 蔡建遠 518450027 侯品安 518450018 張佳宇 

518450016 陳譽儒 518450015 劉庭妤 518450021 王鼎騰 518450017 蕭文亮 

518450002 黃信嘉 518450012 陳祈安 518450025 陳建璋 518450024 謝宗安 

奈米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 正取生 5 名 

518460002 何致緯 518460004 潘璽宇 518460001 洪嘉陽 518460005 張証婷 

518460003 許家華       

 



奈米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 備取生 3 名 

518460006 張佳宇 518460007 王鼎騰 518460008 侯品安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 正取生 5 名 

519470006 王于心 519470020 蘇鈺淇 519470008 林孟琪 519470015 丁云涵 

519470014 洪意茹       

☆ 備取生 11 名 

519470018 張琇琳 519470012 魏孟辰 519470024 劉玟昕 519470005 林雨玄 

519470011 楊捷茹 519470013 梁芷嘉 519470021 許喬雯 519470017 周俊男 

519470023 林宜屏 519470001 王上秦 519470009 方品雯   



博士班 

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 正取生 2 名，不足額錄取 

521210001 吳家麟 521210002 廖年捷     

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 正取生 2 名 

521220001 童敏哲 521220003 劉恆維     

☆ 備取生 1 名 

521220002 王聖麟       

牙醫學系博士班 

● 正取生 2 名 

522240002 徐蔚泓 522240003 呂劭倫     

☆ 備取生 1 名 

522240001 王鴻文       

藥學系博士班 

● 正取生 2 名 

523250004 李銘嘉 523250006 何明純     

☆ 備取生 6 名 

523250005 蘇育德 523250007 陳昌蕊 523250002 張涵怡 523250008 卓霆宇 

523250003 林嘉恩 523250001 吳尹中     

中草藥臨床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2 名 

523280001 王昌弘 523280002 葉育韶     

保健營養學系博士班 

● 正取生 2 名 

525320001 李松欽 525320002 章慶堅     

醫學資訊研究所博士班 

● 正取生 2 名 

526380003 鍾禎智 526380002 謝美菱     

☆ 備取生 1 名 

526380001 許農育       

神經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 從缺 

癌症生物學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2 名 

526400004 林俐均 526400001 黃振僑     

☆ 備取生 2 名 

526400003 吳逸玟 526400002 蘇致柔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 正取生 1 名，不足額錄取 

526410001 廖怡婷       

生醫材料暨組織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正取生 1 名 

528450003 吳玉雯       

☆ 備取生 4 名 

528450001 黃姚儒 528450005 陳緻宇 528450004 黄琨裕 528450002 許恆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