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立 98 年 研 究 所 榜 單
國立台灣大學食科所營養組：錄取
錄取 7 名，高立占 5 名
國立台灣大學食科所營養組：林欣雅(榜眼)
榜眼)
國立台灣大學食科所營養組：孫雅祺(探花)
探花)
國立台灣大學食科所營養組：吳雅婷
國立台灣大學食科所營養組：吳逸舒
國立台灣大學食科所營養組：陳思綺
國立台灣大學生化暨分生所：廖瑩竹
國立陽明大學生化暨分生所：李璧華(備取)已備上
國立陽明大學生化暨分生所：張簡苡君(備取) 已備上
國立陽明大學生化暨分生所：黃宇佑(備取) 已備上
國立陽明大學生化暨分生所：劉宜婷(備取) 已備上

*************************************************************************************************************************************************************************************************************************************************************************************************************************************************

師範大學人類發展所營養與教育組：錄取
錄取5名
高立占4席
錄取 名,高立占
高立占 席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所營養與教育組：吳逸舒(榜首)
榜首)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所營養與教育組：蔡孟融(榜眼)
榜眼)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所營養與教育組：楊恆叡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所營養與教育組：陳葵蓉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所營養與教育組：王盈堤(備取2)已備上
****************************************************************************************************************************************************************************************************************************************************************************************************************************************************

長庚醫學大學生化與生醫工程所乙組：徐宇謙(榜眼)
榜眼)
長庚醫學大學生化與生醫工程所乙組：張簡苡君
長庚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所生理暨藥理學組：林佳瑩(備取)

已備上

****************************************************************************************************************************************************************************************************************************************************************************************************************************************************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所甲組：李璧華(探花)
探花)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所甲組：劉宜婷(備取6) 已備上
國立成功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所甲組：楊于嬋(備取 2) 已備上
清華生命科學院 甲組：徐宇謙(備取) 已備上
國立東華大學生物科技所：林亞薇(備取3) 已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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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甲
甲組：廖沂茹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甲
甲組：呂佳怡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甲
甲組：林佩蓉(備取) 已備上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甲
甲組：張尹宣(備取) 已備上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甲
甲組：黃凱民(備取) 已備上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乙
乙組：廖瑩竹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研究所：陳韻竹(甄試)
甄試)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研究所：徐宇謙(備取) 已備上
國立中興大學分子生物科學研究所：王芷穎
國立中興大學分子生物科學研究所：林思汝(備取 3) 已備上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組：錄取
錄取 5 名,高立占
高立占 4 席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
丙組：吳雅婷(榜眼)
榜眼)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
丙組：蘇建名(探花)
探花)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
丙組：孫雅祺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
丙組：林欣雅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
丙組：李萃芳(備取)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所乙組：何思瑩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所乙組：林彥伶

已備上

************************************************************************************************************************************************************************************************************************************************************************************************************************************************

國立海洋大學食品科學所生物科技組：陳仕昌(備取)
國立海洋大學生物科技所甲組：吳佳芳(探花)
探花)
國立海洋大學生物科技所甲組：楊于嬋(備取3) 已備上

已備上

***************************************************************************************************************************************************************************************************************************************************************************************************************************************************

國立中央大學生命科學所分生與細胞生物組：徐宇謙(備取)已備上
國立中央大學生命科學所分生與細胞生物組：劉宜婷(備取)已備上
國立中央大學生命科學所分生與細胞生物組：吳佳芳(備取)已備上
國立體院運動科學所乙組 營養生化組：林雨薇(探花)
探花)
國立體院運動科學所乙組 營養生化組：黃重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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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國防醫學大學生理所：廖郁紋
國立國防醫學大學生理所：林佳瑩
國立國防醫學大學生化所：何季霖
國立國防醫學大學公衛所營養組：林可欣(榜首)
榜首)
國立國防醫學大學海底醫學所：楊育絨
國立國防醫學大學航太醫學所：梁筠庭(探花)
探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生物技術所：王芷穎
**********************************************************************************************************************************************************************************************************************************************************************************************************************************************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許亦豪(甄試)
甄試)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蘇建名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何欣蓉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陳姿羽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蔡孟融(備取) 已備上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科學研究所：邱鈴懿(甄試)
甄試)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科學研究所：何季霖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科學研究所：李羿瑩
**********************************************************************************************************************************************************************************************************************************************************************************************************************************************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生化組：林育如(甄試榜首)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生化組：黃雅鈴(甄試探花)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生化組：何宜屏(榜首)
榜首)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生化組：邱郁雯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生化組：蔣婷羽(備取 2) 已備上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生化組：陳亭羽(備取 3) 已備上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生化組：周育瑄(備取) 已備上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生化組：林育如(備取) 已備上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生化組：簡嘉甫(備取) 已備上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生化組：鄭欣宜(備取) 已備上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食品與生物技術組：蔣維訓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食品與生物技術組：林晟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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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李蕙馨(甄試榜首)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顏嘉鈞(甄試)
榜眼)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江佳容(榜眼)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陳姿羽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林俐瑩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林沂怜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張皓瑜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楊婕舲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蔣婷羽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林佳蓁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何宜屏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鍾佳君(備取 1) 已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王宏銘(備取 2) 已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李伊姍(備取 3) 已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周育瑄(備取) 已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廖郁紋(備取) 已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在職)：王盈堤(榜首)
榜首)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在職)：陳羿璇(榜眼)
榜眼)
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所：朱樹梅
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所：蘇建名
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所：陳宜靖(備取) 已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所：黃一修(備取) 已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口腔生物暨材料科學所乙組：許雅雯
中山醫學大學毒理所：李易親
中山醫學大學毒理所：蕭月婕
中山醫學大學毒理所：齊婕妤(備取) 已備上
嘉義大學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王芷穎
嘉義大學生物農業科技學系：朱樹梅(備取) 已備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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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生物產業科技學系甲組：朱樹梅((榜首)
榜首)
大葉大學生物產業科技學系甲組：周祐新
朝陽科技大學生物科技所甲組：周祐新((榜眼)
榜眼)
朝陽科技大學生物科技所甲組：蔡孟憲(備取2) 已備上
亞洲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黃宜庭(榜首)
榜首)
亞洲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呂佳華(探花)
探花)
亞洲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陳克威
亞洲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李佩瀅
亞洲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沈依婷(備取) 已備上
亞洲大學生物科技學系：朱樹梅
*****************************************************************************************************************************************************************************************************************************************************************************************************************************************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生物科技乙組：楊耀鴻(榜首)
榜首)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生物科技乙組：陳彥宏(榜眼)
榜眼)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生物科技乙組：謝瑞萍(探花)
探花)
弘光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系所：吳惠青(甄試備 1) 已備上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錄取
錄取11名
高立占5席
錄取 名,高立占
高立占 席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蘇建名(探花)
探花)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楊宇勝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蔡孟融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陳姿羽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林沂怜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邱郁雯(備取7) 已備上
輔仁大學生命科學所：楊于嬋
輔仁大學生命科學所：林致文(備取6) 已備上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所保健生技組：林芸妃(榜首
榜首)
榜首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所保健生技組：孫芮蓁(備取) 已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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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生物科技所：周祐新((榜眼)
榜眼)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保健營養所：林芸妃((探花)
探花)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保健營養所：鄭欣宜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保健營養所：周育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保健營養所：李虔儀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保健營養所：李雅玲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錄取
錄取 12 名,高立占
高立占 8 席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魏瑜伶(榜首)
榜首)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蕭乃毓(探花)
探花)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周毓軒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周育瑄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何潔攀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江佳容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傅可婷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張皓瑜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羅梅寧(備取1) 已備上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莊蕙璟(備取2) 已備上
中國醫藥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碩士班：邱鈴懿(甄試榜首)
中國醫學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所：周祐新(備取1) 已備上
中國醫學大學生物科技所：朱樹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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