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陽明大學108學年度博士班入學招生考試放榜錄取名單
※網路公告內的資料僅供參考（由左至右排名）
（ 180 ） 生物藥學研究所 不分組
正取
1名
180001 梁家樺
備取
0名

（ 331 ） 分子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甲組
正取
4名
331006 關瑩
331005 陳東皓
備取
0名

331001 張誌顯

331004 曾方禹

（ 452 ） 生技醫療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甲組：博士四年研發組
正取
2名
452001 翁惠瑩
452003 周柏宇
備取
0名

（ 040YA ） 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不分組
正取
7名
040005 李思瑩
040006 王建順
040008 林育寬
040009 許庭碩
備取
0名

040002 許萬寶

040011 盧冠蓉

040010 黃意超

（ 190YA ） 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不分組
正取
1名
190001 林宜君
備取
0名

（ 200YA ） 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不分組

正取
4名
200002 黃煜旻
200003 張智傑
備取
0名

200004 康鈺玫

200001 黃文輝

（ 220YA ） 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不分組
正取
6名
220003 黃瓅瑩
220007 傅士豪
220008 祝煒欽
備取
0名

220005 李茵

220002 吳鴻章

220004 莊閔堯

（ 260YA ） 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生醫光電研究所

無人達最低錄取標準

（ 460YA ） 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生物醫學暨工程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不分組

有人報考，無人符合報考資格

（ 130YC ） 牙醫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牙醫學系不分組
正取
2名
130003 陳軒弘
130001 顏瑞瑩
備取
2名
130002 成函潔
130004 黎俊廷

（ 170YC ） 牙醫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口腔生物研究所不分組
正取
2名
170002 成函潔
170003 陳軒弘
備取
2名
170001 顏瑞瑩
170004 黎俊廷

（ 050YD ） 醫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生理學研究所不分組
正取
1名
050001 林庭安

備取

0名

（ 060YD ） 醫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藥理學研究所不分組
正取
3名
060005 張誌顯
060001 賴允賢
備取
1名
060003 葉美吟

060006 陳柏瑋

（ 070YD ） 醫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公共衛生研究所不分組
正取
6名
070001 鍾佳華
070006 吳政哲
070007 洪晨昕
備取
3名
070010 吳欣謙
070008 李宛霖

070005 楊迪媛

070002 洪國峯

070009 陳萱樺

（ 110YD ） 醫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傳統醫藥研究所不分組
正取
3名
110002 蔡佳倫
110004 孫崇凱
備取
0名

110006 林得昕

（ 120YD ） 醫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衛生福利研究所不分組
正取
2名
120005 童惠芳
120002 陳淑貞
備取
2名
120003 王綵喬
120004 陳萱樺

（ 210YD ） 醫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不分組
正取
1名
210004 吳欣謙
備取
0名

070004 陳邦彥

（ 240YD ） 醫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臨床醫學研究所不分組
正取
20 名
240015 康鈺玫
240002 林吉和
240012 丁冠中
240020 陳玉
備取
0名

240003 邱宇任
240006 吳政億
240016 陳慶恩
240010 張哲嘉

240001 王蕾琪
240018 陳彥如
240004 徐伯誠
240008 謝彝中

240013 吳嘉紘
240022 李培雯
240019 洪莉婷
240005 朱威奇

240023 劉至民
240017 鄭之光
240009 謝欣穎
240021 温勝發

（ 271YD ） 醫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急重症醫學研究所在職生組
正取
3名
271004 鄭斐茵
271003 林欣儒
備取
0名

271002 林逸翰

（ 272YD ） 醫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急重症醫學研究所一般生組
正取
1名
272001 陳淑娟
備取
0名

（ 300YD ） 醫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腦科學研究所不分組
正取
6名
300007 徐曼婷
300009 陳倩
300005 朱軒德
備取
3名
300006 洪晨昕
300001 黃俊淦

300003 王資竣

300004 吳翰林

300008 李貞文

（ 350YD ） 醫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不分組
正取
2名
350002 呂岳峰
350001 陳以琳
備取
0名

300002 高堯楷

（ 010YE ） 生命科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神經科學研究所
正取
2名
010003 林易徵
010001 周晉帝
備取
0名

（ 021YE ） 生命科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甲組(微生物及免疫學組)
正取
4名
021004 李健榕
021002 范琇涵
備取
0名

021008 馮興凱

021005 翁嘉文

（ 022YE ） 生命科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乙組(基因體科學組)
正取
1名
022001 張家瑜
備取
0名

（ 031YE ） 生命科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甲組(生化暨分子生物組)
正取
3名
031003 蘇亭語
031004 吳旻璁
備取
0名

031002 滕民豪

（ 032YE ） 生命科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乙組(基因體科學組)
正取
2名
032003 陳奕安
032005 吳任容
備取
0名

（ 080YE ） 生命科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
正取
3名
080006 秦茵
080003 歐士銘
備取
0名

080005 陳以庭

（ 230YE ） 生命科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

正取
6名
230006 黃文毅
230002 許萬寶
230001 邱奕儒
備取
0名

230005 孫芳如

230004 劉芷菁

（ 390YE ） 生命科學院博士班聯合招生 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台聯大)

無人達最低錄取標準

（ 332YF ） 生命科學院博士班在職組聯合招生 分子醫學博士學位學程乙組

無人報名

（ 451YF ） 生命科學院博士班在職組聯合招生 生技醫療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乙組
正取
2名
451002 方志豪
451004 羅詠茵
備取
0名

230008 王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