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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醫  藥  大  學       公 告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四日 

(99)博招字第 001 號           

主旨：公告本校九十九學年度研究所博士班暨博士學位學程入學招生考試錄取正取生暨備取生名單。 

依據：本校九十九學年度研究所博士班暨博士學位學程入學招生考試第三次委員會議決議暨校長核定。 

公告事項： 

壹、本校九十九學年度研究所博士班暨博士學位學程入學招生考試錄取正、備取生名單公告如下： 

（依分數高低由左而右由上而下順序排列，總成績有兩人以上同分者依同分參酌之順序次第比較分數高低決定

之。） 

    01.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一般生組 正取生 3 名 (最低錄取總分 82.933 分) （原招生名額 2 名加逕行修讀流用名額 1 名） 

丁韋仁 9011002     王建能 9011003     陳光荻 9011005 

一般生組 備取生 2 名 (最低錄取總分 78.093 分) 

張閎智 9011004     趙佩玉 9011001 

    02.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甲組臨床醫學學門 

一般生組 正取生 9 名 (最低錄取總分 82.534 分)  

（原招生名額 4 名加逕行修讀流用名額 3 名及乙組流用名額 2 名） 

林俞仲 9021016     王宇澄 9021003     李騰裕 9021006     詹日全 9021012     莊皓宇 9021008 

巫文平 9021005     劉俊麟 9021015     柯仰謦 9021001     花俊宏 9021017 

一般生組 備取生 7 名 (最低錄取總分 78.634 分) 

林冠合 9021010     謝旻晃 9021004     李宗翰 9021002     王俊隆 9021009     羅偉忠 9021013 

翁青筠 9021007     林忠義 9021011 

    03.老化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組 正取生 2 名 (最低錄取總分 86.933 分) 

林志學 9031003     賴昭宏 9031006 

一般生組 備取生 2 名 (最低錄取總分 76.433 分) 

孫國丁 9031005     王淵民 9031002 

    04.中醫學系博士班： 

甲組：中醫醫史文獻組 

一般生組 正取生 2 名 (最低錄取總分 77.200 分) 

彭俊傑 9041006     張文禎 9041001 

一般生組 備取生 3 名 (最低錄取總分 62.600 分) 

蔡岳廷 9041007     蔡忠志 9041004     林麗如 9041003  

乙組：中醫臨床醫學組 

一般生組 正取生 3 名 (最低錄取總分 70.600 分) 

康玉典 9042007     林齊魁 9042002     賴慶元 9042010 

一般生組 備取生 4 名 (最低錄取總分 62.200 分) 

蔡高頌 9042006     李青珊 9042001     鍾炫光 9042003     鄭鴻強 9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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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組：中醫基礎醫學組 

一般生組 正取生 2 名 (最低錄取總分 72.800 分) 

林郁晴 9043001     黃俊評 9043006 

一般生組 備取生 1 名 (最低錄取總分 71.000 分) 

林殿璜 9043005 

    05.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博士班： 

一般生組 正取生 4 名 (最低錄取總分 55.833 分) 

廖培茹 9051003     李曜暄 9051004     黃泓縉 9051002     張立嘉 9051001 

    06.藥物化學研究所博士班： 

一般生組 正取生 2 名 (最低錄取總分 65.900 分) 

陳彥伯 9061002     廖培茹 9061001 

    07.藥學系博士班： 

一般生組 正取生 5 名 (最低錄取總分 60.500 分)  

陳秋玲 9071005     廖培茹 9071001     簡韶妤 9071006     廖筱玫 9071004     鐘云隆 9071007 

一般生組 備取生 2 名 (最低錄取總分 58.250 分) 

吳嘉興 9071002     林昱秈 9071003 

    08.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組 正取生 8 名 (最低錄取總分 58.010 分) 

蕭富擎 9081006     蘇國榮 9081001     王智揚 9081004     王麗雅 9081002     彭竺英 9081003 

張仕妮 9081008     鍾瞿鴻 9081007     李永國 9081005 

    09.公共衛生學系博士班： 

乙：生物統計與流行病組 

一般生組 正取生 1 名 (最低錄取總分 84.701 分) 

廖麗娜 9092001 

丙：醫務管理組(含衛生政策)  

一般生組 正取生 3 名 (最低錄取總分 71.000 分)  

（原招生名額 1 名加乙組生物統計與流行病組流用名額 2 名） 

潘建州 9093001     馬志豪 9093002     黃秀玲 9093003 

丁：環境醫學與預防醫學組 

一般生組 正取生 2 名 (最低錄取總分 75.700 分) 

范修平 9094001     林葦 9094002 

戊：風險管理與健康行為組 

一般生組 正取生 1 名 (最低錄取總分 83.700 分) 

蔡旻光 9095001 

    10.營養學系博士班： 

一般生組 正取生 2 名 (最低錄取總分 78.034 分) 

詹前毅 9101002     林家媛 9101004 

一般生組 備取生 2 名 (最低錄取總分 72.550 分) 

邱碩宇 9101001     游艾琳 9101003 

貳、榜單姓名如有筆誤，依本招生委員會錄取考生報名表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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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正取生除榜示外，另函件通知。 

肆、錄取考生於接到錄取通知後，應依錄取通知單之說明及規定時間，以掛號郵寄「錄取生報到表」及與報名相符之

學經歷證件，辦理報到手續，逾期未辦理報到手續者，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考生不得異議。 

伍、正取生報到後有缺額時，備取生得依其總分高低依序遞補，由本校另行通知。 

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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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正、備取生報到情形網路公告於本校網頁首頁/招生訊息/註冊組/最新公告，請自行上網確認。 

 

主任委員 黃榮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