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立 99 年 研 究 所 榜 單
國立台灣大學食科所營養組推甄：
國立台灣大學食科所營養組推甄：錄取 2 名，都在高立
國立台灣大學食科所戊組(主修保健營養)：陳逸婷(甄試榜首)
國立台灣大學食科所戊組(主修保健營養)：蔡佳珉(甄試榜眼
榜眼)
國立台灣大學食科所戊組(主修保健營養)：黃鈴惠(獨招榜首
榜首)
國立台灣大學食科所丙組(主修食品加工)：許家齊
國立台灣大學毒理所：林亞葳
國立台灣大學毒理所：金錫安(備取 4)
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學所營養與教育組：
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學所營養與教育組：錄取 2 名，都在高立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所營養與教育組：廖欣瑩(甄試榜首
榜首)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所營養與教育組：楊蕓菁(甄試榜眼
榜眼)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所營養與教育組：黃鈴惠(甄試備取2)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廖欣瑩 (甄試)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錄取 9 名，高立占 4 名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楊蕓菁 (甄試榜眼)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黃鈴惠(甄試備取 3)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黃莉婷(獨招榜首)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鄭郁琪(獨招探花)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黃盈真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黃琪鈞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劉上宇(備取)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朱玉琳(備取)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陳佳君(備取)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謝政憲(備取)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所：胡雅淳(備取)
台北醫學大保健營養學系碩士：陳怡雯(在職)
台北醫學大學生藥學所：林哲緯(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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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院運動科學所乙組 營養生化組：張凱雯 (甄試榜眼)
國立體院運動科學所乙組 營養生化組：蘇美心(備取 4)
靜宜食品營養所營養保健組(甄試
靜宜食品營養所營養保健組 甄試)：
甄試 ： 錄取 6 名，高立占 3 名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保健組：陳若蓁 (甄試榜首)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保健組：黃鈺如 (甄試探花)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保健組：楊珮珊 (甄試)

靜宜食品營養所營養保健組：
靜宜食品營養所營養保健組： 錄取 11 名，高立占 4 名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保健組：黃鈺涵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保健組：林美孝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保健組：江昀倢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保健組：施雅韻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保健組：邱浚哲(備取 4) -已備上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保健組：官怡勤(備取 6) -可備上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保健組：林育華(備取 7) -已備上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保健組：賴金淳(備取 9) -已備上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所食品與生物技術組：賴胤均(備取 3)
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所丙組：黃薏茹
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所丙組：卓靖怡(備取) 已備上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所學系：周懿彤(甄試探花)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所保健生技組：林宛霖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所保健生技組：尤恩琪(備取5)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所保健生技組：施郁睫(備取)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所保健生技組：林佩瑜(備取)

已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甄試）
甄試）
：錄取
：錄取5名
高立佔 名
錄取 名，高立佔3名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陳意湘 (甄試榜首)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蕭秀娟 (甄試榜眼)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黃鈺如

(甄試)

活力 自信 突破 卓越 選擇高立‧絕對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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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錄取 18 名，高立佔 11 名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黃淳逸 (獨招榜首)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陳嫚羚 (獨招榜眼)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黃琪鈞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陳慶文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陳彥蓉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盧明鈺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林恬安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黃盈真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黃心汝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陳怡玲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林育如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劉上宇(備取1) -已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沈佩君(備取2) -可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李效孺(備取4) -已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陳宜芬(備取5) -可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陳佳君(備取) -已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蘇美心(備取) -已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陳斯珣(備取) -已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劉靜雯(備取) -可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林姵吟(備取) -可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施雅韻(備取) -可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林美孝(備取) -可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邱浚哲(備取) -可備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施惠純(在職備取)
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所：游聖永(榜眼)
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所：洪玉全
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所：饒行佑
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所：蕭裕賢(備取)
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所：賴胤均(備取)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乙組：溫智鈞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乙組：張以芳(備取4) -可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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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中醫學系天然藥物碩士班不分組：林哲緯 (甄試)
長庚
長庚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所生物化暨細胞分子生物組：席欣瑜
長庚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所生理暨藥理組：溫智鈞
長庚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所生理暨藥理組：陳斯珣(備取) –可備上
國立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許紫晶(甄試備取)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保健食品組：楊珮珊(甄試榜眼)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保健食品組：曾羿涵(甄試備 1)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保健食品組：黃盈真(甄試備 3)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保健食品組：廖欣瑩(甄試備 4)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食品科技組：張家慧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食品科技組：蕭介信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食品科技組：林宏任(備取)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保健食品組：張欽洲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保健食品組：劉俊安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保健食品組：吳孟珊(備取) -可備上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保健食品組：洪銘蔚(備取) -已備上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保健食品組：蘇筱惠(備取)
國立陽明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所不分組：陳亭羽
國立陽明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所不分組：金錫安
國立陽明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所不分組：陳宣伊
國立陽明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所不分組：李俊皓(備取) -已備上
國立陽明大學藥理學所甲組(藥理學組)：林亞葳(備取 14)
國立陽明大學生理所：陳胤廷
中臺科技大學生命科學所：孫國訓
中臺科技大學醫學生物科技研究所：賴金淳(榜首)
弘光科技大學營養醫學所：孫國訓
弘光科技大學營養醫學所：蕭裕賢
弘光科技大學營養醫學所：蘇翎宴(備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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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營養所（
：錄取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所（甄試）
甄試）
：錄取 3 名，高立佔 2 名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所：曾羿涵 (甄試榜眼)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所：楊蕓菁 (甄試探花)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所：黃鈺如 (甄試備 1) -已備取
中國醫藥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王舒懷(甄試榜眼)
中國醫藥大學藥物化學所：林哲緯 (甄試備2)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錄取 17 名，高立佔 12 席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陳嫚羚 (獨招榜首)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黃琪鈞 (獨招探花)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曾羿涵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黃盈真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陳怡潔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謝政憲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翁思婷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黃淳逸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黃莉婷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胡雅淳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許雅茹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林育如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吳姿瑩(備取1) -已備取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沈佩君(備取2) -已備取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周義泰(備取3) -已備取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游聖永(備取4) -可備上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劉上宇(備取5) -已備取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林恬安(備取) -可備上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陳佳君(備取)-已備取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楊舒閔(備取) -可備上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林書緯(備取)-已備取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陳慶文(備取) -可備上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李効孺(備取) -可備上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董宇珊(備取) -已備取
中國醫學大學營養所：盧明鈺(備取) -可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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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黃鈺紋(備取) -可備上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所：楊蕓菁 (甄試備取 3)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甲
甲組：許家齊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甲
甲組：林宏任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甲
甲組：張家慧(備取 6)-已備上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甲
甲組：郭婉宜(備取 7) -已備上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組：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組：錄取 10 名，高立佔 4 名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
丙組：翁思婷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
丙組：陳嫚羚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
丙組：黃淳逸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
丙組：曾羿涵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
丙組：湯昭瑜(備取 1) -已備上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
丙組：楊珮珊(備取 2) -已備上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
丙組：許育珺(備取)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
丙組：林于馨(備取)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
丙組：游聖永(備取)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丙
丙組：蘇怡瑄備取)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乙組：許勝揚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乙組：吳孟珊(備取 1)-可備上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乙組：張以芳(備取 8)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林亞葳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李俊皓(備取 3) -可備上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陳胤廷(備取)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陳亭羽(榜眼)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席欣瑜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黃鈺紋(備取) -已備上
國立中興大學分子生物所：楊明錡(備取) -已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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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大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甲組：席欣瑜(備取 3) -已備上
國立成大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甲組：李俊皓(備取)
國立暨南大學生物醫學科技所：林威傑(備取)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化學科技所：楊明錡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化學科技所：饒行佑(備取)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化學科技所：黃鈺紋(備取)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藥理所：陳胤廷(獨招榜首)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藥理所：魏齊萱(獨招探花)
亞洲大學保健營養學所：李瑜珊(榜眼)
亞洲大學保健營養學所：賴德宏
亞洲大學保健營養學所：林威傑
亞洲大學保健營養學所：施郁睫(備取5) -已備上
亞洲大學保健營養學所：賴金淳(備取 7) -已備上
亞洲大學保健營養學所：孔昭蘋(備取 8) -已備上
亞洲大學保健營養學所：孫國訓(備取)–可備上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錄取10名
錄取 名, 高立占6席
高立占 席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周佳慧(甄試)
榜首)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湯昭瑜(榜首
榜首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游聖永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黃鈺涵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陳慶文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李嘉書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溫智鈞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林宛霖(備取6)-已備上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邱浚哲(備取8) –可備上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鍾雨靜 備取10) -已備上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所：莊雅婷(備取11) -已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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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大學人展所營養與教育組：
師範大學人展所營養與教育組：錄取 5 名, 高立占 2 席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所營養與教育組：林幸洳(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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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忻蓉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所營養與教育組：黃鈺涵(備1)已備上
已備上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保健營養所：蔡孟憲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保健營養所：林威傑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保健營養所：曹渝涵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保健營養所：孔昭蘋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保健營養所：莊季碩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保健營養所：周映榕(備取 1)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保健營養所：黃勃翔(備取 2)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保健營養所：閰靜玉(在職)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保健營養所：陳怡宏(在職備取 3)
國立國防醫學大學公衛所營養組：楊舒閔(獨招榜首)
榜首
國立國防醫學大學公衛所營養組：林恬安(備 1)
國立國防醫學大學公衛所營養組：林宛霖(備 2)
國立國防醫學大學公衛所營養組：林美孝(備 3)
榜眼)
國立國防醫學大學海底醫學所：彭珈卉(榜眼
榜眼
國立國防醫學大學海底醫學所：施柏元(探花
探花)
探花
彰化師範大學生物技術研究所：朱懿慈(備取)
東華大學生命科學系生物技術乙組：施旻含(備取 4)

榜單大放異彩，再次證明亮麗成績
一定來自專業、專辦的高立

活力 自信

突破 卓越
高立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