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碩士班考試入學第二梯次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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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學系碩士班-一般生（基礎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4 名)

1057050004
黃英瑋

1057050003
黃靜瑜

1057050001
李惠娜

1057050002
蘇映輝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碩士班-一般生(基礎臨床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1 名)

1057060001
邱鈺翔
(牙周病學組)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碩士班-一般生(專科臨床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1 名)

1057070001
蔡豐駿
(齒顎矯正學組)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碩士班-在職生（專科臨床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1 名)

1057100001
楊舒涵
(贋復牙醫學組)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公共衛生學碩士班-流行病學
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6 名)

1057210003
曾千

1057210009
葉亭佑

1057210004
潘汶萱

1057210012
邱約慈

1057210007
吳亦舒

1057210006
張偉傑

1057210002
葉玉和

1057210008
黃毓軒

錄取狀態:備取 (5 名)

1057210010
林君庭

1057210005
楊育慈

1057210011
林淑倩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公共衛生學碩士班-環境衛生
學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3 名)

1057220005
陳亭儒

1057220004
許蜜璇

1057220003
陳浩維

錄取狀態:備取 (2 名)

1057220001
李孟耘

1057220002
林宛萓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職業安全衛生碩士班-一般生
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1 名)

1057230001
楊方銓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碩士班-醫務管理
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5 名)

1057250004
黃之柔

1057250005
陳盈均

1057250010
黃國蘭

1057250013
葉千華

1057250012
王怡茹

1057250006
林畯勝

1057250007
王妤瑄

1057250001
邱荃

錄取狀態:備取 (5 名)

1057250014
黃晟育

1057250003
盧瑞晟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碩士班-醫療資訊
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1 名)

1057260001
宋紫華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士班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3 名)

1057280004
張馥讌

1057280005
黃柏樵

1057280001
陳勁為

錄取狀態:備取 (4 名)

1057280008
莫小萱

1057280006
陸奇鋒

1057280003
廖郁寧

1057280007
張哲維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4 名)

1057360047
戴君安

1057360039
林冠翔

1057360004
白舜心

1057360025
張壬申

錄取狀態:備取 (11 名)

1057360010
蘇悅茜

1057360018
黃士真

1057360031
林筱筑

1057360084
林哲立

1057360045
陳韋穎

1057360023
林姿慧

1057360014
鄭亭琳

1057360008
陳柔君

1057360030
梁琬琳

1057360072
曹立

1057360066
陳禹璇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碩士班-應用心理學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4 名)

1057370006
陳瑞堂

1057370008
黃仲平

1057370002
楊世屹

1057370003
陳婉瑜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3 名)

1057380009
劉以安

1057380002
王玠琦

1057380030
蕭婷文

錄取狀態:備取 (6 名)

1057380007
洪貫瑄

1057380028
鄭詠全

1057380015
林潔

1057380005
林冠合

1057380017
張慧嬅

1057380008
蔡博堯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第二梯次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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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8 名)

1056020005
呂婷

1056020001
曾郁惠

1056020002
郭祖仁

1056020010
張哲維

1056020003
陳建邦

1056020006
楊秀斌

1056020013
林榮興

1056020008
吳健恒
錄取狀態:備取 (3 名)

1056020009
張思潔

1056020004
錢正勳

1056020011
王致理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19 名)

1056040007
黃柏誠
1056040011
鄭詩蓉
1056040013
黃雅萍

1056040001
李美娟
1056040025
吳炎明
1056040006
陳郁筑

1056040026
毛柔云
1056040017
朱育瑩
1056040004
徐樺宗

1056040022
梁哲嘉
1056040027
張以潔
1056040014
許峰瑜

1056040009
吳宗翰
1056040020
莊長霖
1056040028
許維玲

1056040016
葉宗宜
1056040019
易羽宸

1056040015
鄭玉紫
1056040012
陳芊霓

錄取狀態:備取 (2 名)

1056040008
李泰河

1056040023
湯澤平

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醫管碩士在職專班
招生考試
錄取狀態:正取 (30 名)

1056050014
陳小芬
1056050045
練美華
1056050004
王乃玲
1056050001
葉淑婷
1056050019
胡學錦

1056050043
蔡秀男
1056050013
顏淯璇
1056050011
李金玲
1056050024
張毓倩
1056050034
黃小玲

1056050038
江淑芬
1056050032
馮包晶瀅
1056050028
蔡蕙怡
1056050025
陳宜宣

錄取狀態:備取 (3 名)

1056050036
洪正中

1056050037
陳禹勳

1056050030
洪以庭

1056050020
張鈴艷
1056050016
謝孟軒
1056050029
黃士財
1056050033
李佳芳

1056050008
洪國瑋
1056050041
蔡佩玲
1056050027
柯宜岑
1056050021
王善靉

1056050018
李秋慧
1056050009
劉玲玲
1056050005
周亮君
1056050035
何佳縉

1056050040
蔣慧勳
1056050003
王雅玲
1056050039
蘇文慧
1056050002
黃子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