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學年度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藥學系正取及備取名單 

藥學系藥學組 

申請編號 系(組)、學程名稱 姓名 錄取結果 名次 

2160010769 藥學系藥學組 藍○得 正取 1 

2160010317 藥學系藥學組 陳○平 正取 2 

2160010352 藥學系藥學組 劉○辰 正取 3 

2160010914 藥學系藥學組 紀○鑫 正取 4 

2160010842 藥學系藥學組 蔣○淇 正取 5 

2160010890 藥學系藥學組 葉○韵 正取 6 

2160010675 藥學系藥學組 黃○嘉 正取 7 

2160010388 藥學系藥學組 吳○蓁 正取 8 

2160010784 藥學系藥學組 詹○勳 正取 9 

2160010055 藥學系藥學組 曾○耀 正取 10 

2160010482 藥學系藥學組 林○ 正取 11 

2160010677 藥學系藥學組 李○和 正取 12 

2160010009 藥學系藥學組 歐○熏 正取 13 

2160010084 藥學系藥學組 劉○瑜 正取 14 

2160010479 藥學系藥學組 陳○蓉 正取 15 

2160010811 藥學系藥學組 陳○柔 正取 16 

2160010605 藥學系藥學組 荊○迎 正取 17 

2160010575 藥學系藥學組 蕭○賢 正取 18 

2160010785 藥學系藥學組 陳○華 正取 19 

2160010052 藥學系藥學組 楊○堤 正取 20 

2160010495 藥學系藥學組 洪○瑗 正取 21 

2160010008 藥學系藥學組 葛○辰 正取 22 

2160010223 藥學系藥學組 呂○澤 正取 23 

2160010435 藥學系藥學組 蘇○欽 正取 24 

2160010555 藥學系藥學組 劉○宏 正取 25 

2160010196 藥學系藥學組 柯○萱 正取 26 

2160010898 藥學系藥學組 李○芳 正取 27 

2160010564 藥學系藥學組 施○哲 正取 28 

2160010014 藥學系藥學組 廖○鈜 正取 29 

2160010674 藥學系藥學組 李○憲 正取 30 

2160010799 藥學系藥學組 楊○駿 正取 31 

2160010621 藥學系藥學組 曾○霖 正取 32 



申請編號 系(組)、學程名稱 姓名 錄取結果 名次 

2160010650 藥學系藥學組 陳○嬋 正取 33 

2160010228 藥學系藥學組 曾○欣 正取 34 

2160010798 藥學系藥學組 柯○耀 正取 35 

2160010197 藥學系藥學組 徐○寶 正取 36 

2160010840 藥學系藥學組 謝○駿 正取 37 

2160010609 藥學系藥學組 鄭○瑛 正取 38 

2160010801 藥學系藥學組 黃○容 正取 39 

2160010109 藥學系藥學組 莊○喬 正取 40 

2160010928 藥學系藥學組 鍾○樺 正取 41 

2160010332 藥學系藥學組 陳○文 正取 42 

2160010601 藥學系藥學組 高○謙 正取 43 

2160010031 藥學系藥學組 吳○融 正取 44 

2160010884 藥學系藥學組 蔡○展 正取 45 

2160010804 藥學系藥學組 徐○忠 正取 46 

2160010314 藥學系藥學組 解○瑄 正取 47 

2160010781 藥學系藥學組 林○緯 正取 48 

2160010797 藥學系藥學組 呂○哲 正取 49 

2160010377 藥學系藥學組 王○雅 正取 50 

2160010934 藥學系藥學組 黃○楷 正取 51 

2160010772 藥學系藥學組 周○陞 正取 52 

2160010721 藥學系藥學組 陳○豪 正取 53 

2160010283 藥學系藥學組 吳○瑩 正取 54 

2160010591 藥學系藥學組 陳○妍 正取 55 

2160010901 藥學系藥學組 謝○煒 正取 56 

2160010010 藥學系藥學組 黃○楨 正取 57 

2160010700 藥學系藥學組 張○柔 正取 58 

2160010386 藥學系藥學組 王○寧 正取 59 

2160010710 藥學系藥學組 呂○翰 正取 60 

2160010130 藥學系藥學組 江○馨 正取 61 

2160010124 藥學系藥學組 徐○婷 正取 62 

2160010118 藥學系藥學組 林○瑀 正取 63 

2160010822 藥學系藥學組 張○旗 正取 64 

2160010630 藥學系藥學組 盧○嘉 正取 65 

2160010610 藥學系藥學組 簡○璟 正取 66 

2160010739 藥學系藥學組 郭○渝 正取 67 

2160010459 藥學系藥學組 謝○樺 正取 68 



申請編號 系(組)、學程名稱 姓名 錄取結果 名次 

2160010454 藥學系藥學組 張○君 正取 69 

2160010507 藥學系藥學組 胡○瑜 正取 70 

2160010163 藥學系藥學組 陳○均 正取 71 

2160010485 藥學系藥學組 余○葳 正取 72 

2160010282 藥學系藥學組 林○妤 正取 73 

2160010808 藥學系藥學組 王○惠 正取 74 

2160010380 藥學系藥學組 游○璇 正取 75 

2160010042 藥學系藥學組 𡍼○庭 備取 1 

2160010094 藥學系藥學組 周○偉 備取 2 

2160010286 藥學系藥學組 翁○媛 備取 3 

2160010664 藥學系藥學組 黃○綸 備取 4 

2160010619 藥學系藥學組 陳○宇 備取 5 

2160010883 藥學系藥學組 黃○諺 備取 6 

2160010766 藥學系藥學組 官○邑 備取 7 

2160010465 藥學系藥學組 吳○霖 備取 8 

2160010348 藥學系藥學組 楊○涓 備取 9 

2160010498 藥學系藥學組 蔡○名 備取 10 

2160010587 藥學系藥學組 范○淳 備取 11 

2160010072 藥學系藥學組 蔡○蓁 備取 12 

2160010107 藥學系藥學組 林○豆 備取 13 

2160010450 藥學系藥學組 黃○揚 備取 14 

2160010656 藥學系藥學組 鄭○靜 備取 15 

2160010494 藥學系藥學組 王○翔 備取 16 

2160010335 藥學系藥學組 王○婷 備取 17 

2160010678 藥學系藥學組 王○涵 備取 18 

2160010706 藥學系藥學組 陳○勳 備取 19 

2160010155 藥學系藥學組 林○博 備取 20 

2160010596 藥學系藥學組 洪○萍 備取 21 

2160010145 藥學系藥學組 蔡○庭 備取 22 

2160010106 藥學系藥學組 房○名 備取 23 

2160010311 藥學系藥學組 張○誠 備取 24 

2160010312 藥學系藥學組 謝○宏 備取 25 

2160010782 藥學系藥學組 林○泰 備取 26 

2160010390 藥學系藥學組 陳○伶 備取 27 

2160010568 藥學系藥學組 林○辰 備取 28 

2160010794 藥學系藥學組 林○余 備取 29 



申請編號 系(組)、學程名稱 姓名 錄取結果 名次 

2160010132 藥學系藥學組 欒○樂 備取 30 

2160010350 藥學系藥學組 朱○哲 備取 31 

2160010538 藥學系藥學組 蔡○珊 備取 32 

2160010773 藥學系藥學組 楊○凱 備取 33 

2160010919 藥學系藥學組 鄭○涵 備取 34 

2160010733 藥學系藥學組 曹○芸 備取 35 

2160010474 藥學系藥學組 蕭○鈺 備取 36 

2160010343 藥學系藥學組 薛○文 備取 37 

2160010907 藥學系藥學組 廖○鴻 備取 38 

2160010850 藥學系藥學組 江○霖 備取 39 

2160010623 藥學系藥學組 林○翰 備取 40 

2160010188 藥學系藥學組 林○軒 備取 4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申請編號 系(組)、學程名稱 姓名 錄取結果 名次 

2160020028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趙○軒 正取 1 

216002052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郭○蓁 正取 2 

216002041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郭○承 正取 3 

216002048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蔣○淇 正取 4 

216002039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張○柔 正取 5 

2160020164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吳○叡 正取 6 

216002048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張○維 正取 7 

2160020343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荊○迎 正取 8 

2160020178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吳○瑩 正取 9 

2160020273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平 正取 10 

2160020003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李○華 正取 11 

2160020256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吳○子 正取 12 

2160020236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吳○蓁 正取 13 

2160020529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田○瑋 正取 14 

2160020493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劉○辰 正取 15 

216002031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曾○惠 正取 16 

216002040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林○玟 正取 17 

2160020039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楊○堤 正取 18 

2160020436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藍○得 正取 19 



申請編號 系(組)、學程名稱 姓名 錄取結果 名次 

2160020363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嬋 正取 20 

2160020089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邱○惠 正取 21 

2160020373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石○瑋 正取 22 

2160020083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張○甯 正取 23 

2160020489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張○鈞 正取 24 

2160020239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鄭○崴 正取 25 

2160020213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張○瑄 備取 1 

216002038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薛○睿 備取 2 

2160020174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佳 備取 3 

2160020204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林○芸 備取 4 

2160020446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林○緯 備取 5 

216002053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恩 備取 6 

2160020484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林○君 備取 7 

216002027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袁○嫻 備取 8 

216002048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韓○廷 備取 9 

216002025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朱○誼 備取 10 

216002042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君 備取 11 

216002001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張○ 備取 12 

216002026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張○君 備取 13 

216002037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李○和 備取 14 

2160020463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柔 備取 15 

216002003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洪○蘋 備取 16 

216002036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余○溱 備取 17 

2160020044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劉○誠 備取 18 

2160020069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林○豆 備取 19 

2160020296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胡○瑜 備取 20 

2160020524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羽 備取 21 

216002030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蔡○蓁 備取 22 

216002012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蘇○竹 備取 23 

2160020505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蔡○展 備取 24 

2160020478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謝○駿 備取 25 

216002045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林○余 備取 26 

216002024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王○瑋 備取 27 

216002034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高○謙 備取 28 

216002046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黃○佑 備取 29 

216002040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黃○慈 備取 30 



申請編號 系(組)、學程名稱 姓名 錄取結果 名次 

2160020238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伶 備取 31 

2160020399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豪 備取 32 

2160020008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施○丞 備取 33 

2160020307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蔡○珊 備取 34 

2160020064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石○安 備取 35 

2160020440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陳○平 備取 36 

2160020211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楊○涓 備取 37 

216002020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杜○華 備取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