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碩士班考試入學
榜單先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依考生名次排序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18 名)

1057010005
李雋元
1057010017
吳欣庭
1057010001
劉榮柱

1057010010
洪毓棋
1057010016
陳彥廷
1057010004
林家米

1057010009
蔡紫琳
1057010002
張右杰
1057010008
楊詠淇

1057010012
陳昕汝
1057010019
陳爾中
1057010015
林承彥

1057010003
林芮安
1057010011
周仕凱

1057010013
張傑凱
1057010006
何承翰

1057010007
洪旭錦
1057010014
王靖齡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5 名)

1057020004
唐世豪

1057020005
張琮琨

1057020001
張盛皇

1057020003
阮懷磊

1057020002
徐瑋壕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士班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5 名)

1057030010
朱致柔

1057030001
許少宇

1057030007
蔡佩紋

1057030008
黃冠傑

1057030009
王孝元

1057030011
賴美智

1057030006
張詩佳

1057030012
林慧文

錄取狀態:備取 (5 名)

1057030002
許皓鈞

1057030003
顏宇佑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口腔衛生學系碩士班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3 名)

1057110002
胡林耀

1057110001
潘彥廷

1057110003
方星傑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研究所聯合招生-藥學系碩士班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7 名)

1057410001
林欣哲

1057410025
洪名瑤

1057410021
姚姿卉

錄取狀態:備取 (3 名)

1057410004
石顓銘

1057410022
吳俊廷

1057410020
林聖傑

1057410017
翁鈞奕

1057410023
韓承睿

1057410014
吳孟儒

1057410031
陳炘嫺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研究所聯合招生-藥學系臨床藥學
碩士班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5 名)

1057420020
蔡孟耕

1057420017
陳俞如

1057420009
蔡謹如

1057420019
張雅菁

1057420006
陳良雨

1057420018
翁鈞奕

1057420013
張以潔

1057420025
楊沁臻

錄取狀態:備取 (5 名)

1057420026
洪名瑤

1057420027
簡秀庭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天然藥物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9 名)

1057130005 1057130001
吳宥瑩
黃聖凱

1057130004
張巧念

1057130003
許智翔

1057130008
高靖傑

1057130011
柯姿儀

1057130002
黃韻靜

1057130006 1057130010
張家銘
楊婷伊
錄取狀態:備取 (1 名)

1057130009
余欣哲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香粧品學系碩士班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7 名)

1057140007

1057140004

1057140009

1057140013

1057140010

1057140015

1057140001

李忠霖

柳宗甫

呂奕儒

馬玉真

甯婕瑜

黃國書

祖韡僑

錄取狀態:備取 (3 名)

1057140002
林子靖

1057140003
邱筠景

1057140008
蔡宜君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碩士班-進階成人衛生護理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8 名)

1057150027

1057150014

1057150028

1057150036

1057150012

1057150004

1057150011

翁楷婷
1057150038
陳俏潓

張慈恩

劉伊蟬

陳鄉尹

劉曼盈

蘇家慧

姚柏伊

1057150037
陳信璋

1057150001
廖佳偉

1057150017
趙子慧

錄取狀態:備取 (5 名)

1057150015
莊友煦

1057150016
楊宜靜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碩士班-進階婦幼護理學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2 名)

1057160003
林姸妙

1057160002
洪儷毓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碩士班-進階精神衛生護理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1 名)

1057170001
李宜玟
錄取狀態:備取 (1 名)

1057170003
郭謝金梅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碩士班-進階社區護理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1 名)

1057180001
林裕超
錄取狀態:備取 (1 名)

1057180002
朱麗容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碩士班-護理行政管理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1 名)

1057190002
陳香伶
錄取狀態:備取 (1 名)

1057190005
蘇聖惠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8 名)

1057200004 1057200011
蔡蕙鞠
廖淑英
1057200021
鄭宥驊

1057200008
蔡玉蕙

1057200023
邱柔雰

1057200001
張品婕

1057200010
陳忠誠

1057200002
戴秀英

1057200018
楊珠陽

1057200015
林淑偉

1057200014
許芳瑜

1057200013
吳亞芹

錄取狀態:備取 (6 名)

1057200020
黃常菁

1057200009
孫庭軒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6 名)

1057270004
趙文齊

1057270001
郭明渝

錄取狀態:備取 (6 名)

1057270005
劉素芬

1057270008
周慧雯

1057270002
曾信凱

1057270003
謝佳伶

1057270007
施名芳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3 名)

1057290003
魏雅瑩

1057290006
黃礎

1057290001
李琪

錄取狀態:備取 (1 名)

1057290002
陳冠佑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碩士班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4 名)

1057300003
吳宜芳

1057300005
劉尚諭

1057300002
徐巧陵

1057300004
李宜姿

錄取狀態:備取 (2 名)

1057300001
郭秋陽

1057300006
林兆南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碩士班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16 名)

1057310004
趙瞳
1057310017
陳韋豪
1057310001
方耀星

1057310006
張峻維
1057310019
薛乃真
1057310005
陳鐸元

1057310012
黃毓瑄
1057310007
蔡承龍

1057310003
張家榕
1057310008
黃鈺婷

1057310013
林漢秋
1057310009
鍾佳陞

1057310020
馬士軒
1057310014
侯嘉寶

1057310015
章君睿
1057310010
李雅琪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及生物科技系碩士班
聯招招生考試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碩士班

生物科技系碩士班

錄取狀態:正取 (2 名)

錄取狀態:正取 (3 名)

1057320004
李政宜

1057320005
許羿華

1057320003
張育慈

1057320002
許云慈

1057320001
陳育慶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一般生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4 名)

1057340007
詹璇恩

1057340008
陳立婷

錄取狀態:備取 (2 名)

1057340006
田亦晴

1057340005
李依紋

1057340002
陳冠華

1057340004
徐玉錦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在職生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2 名)

1057350001
蕭宇

1057350002
蔡佳臻

錄取狀態:備取 (2 名)

1057350003
林欣佳

1057350004
劉孟蓉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一般
生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3 名)

1057390002
余宛婷

1057390004
陳秀珠

1057390005
易暐珺

錄取狀態:備取 (3 名)

1057390003
林芳翠

1057390001
林建勳

1057390008
馮嘉域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在職
生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2 名)

1057400002
沈芳名

1057400001
沈倩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