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108年8月13日

准考證號 姓名 名次 報到狀況 錄取狀況

8561107 郭○萱 正取 放棄

8560253 蘇○婷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881 黎○棻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464 葉○榕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1184 歐○真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1001 柯○君 正取 放棄

8561085 李○原 正取 放棄

8560024 王○心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396 廖○熹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302 許○維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1259 許○瑄 正取 放棄

8560559 劉○奇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1028 王○紋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109 黃○宏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1060 許○翔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481 劉○婕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1022 鄭○文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755 林○玲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827 姚○羽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1430 葉○柔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1415 陳○華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794 陳○緯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739 蔡○妤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319 陳○勤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847 廖○伊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237 劉○真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1626 陳○芬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1103 鍾○育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1008 黃○崴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010 林○廷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108學年度學士後中醫學系招生考試【報到及遞補名單】
本公告所列名單係以考試總成績高低排列順序，茲將考生報到及錄取狀況公告於下：

一、遞補錄取生請於獲通知2日內，將學士(含)以上畢業證書正本以掛號郵寄至本校辦理入學資

        格查驗。若未依規定日期完成繳交「學士(含)以上畢業證書正本」之手續，或經查證未符

        合報考資格者，本校得取消其入學資格，考生不得提出異議。

二、已報到正取生或已遞補錄取之備取生，因特殊原故欲放棄入學資格時，須於108年9月6日

        (星期五)前，填妥招生簡章附件六「學士後中醫考試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並簽章郵寄至

        本校招生組。此聲明書一旦寄出即已生效，考生不得因任何理由提出變更。

三、已報到之備取生遞補作業至108年9月9日(星期一)截止。

四、若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或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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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8年8月13日

准考證號 姓名 名次 報到狀況 錄取狀況

108學年度學士後中醫學系招生考試【報到及遞補名單】
本公告所列名單係以考試總成績高低排列順序，茲將考生報到及錄取狀況公告於下：

一、遞補錄取生請於獲通知2日內，將學士(含)以上畢業證書正本以掛號郵寄至本校辦理入學資

        格查驗。若未依規定日期完成繳交「學士(含)以上畢業證書正本」之手續，或經查證未符

        合報考資格者，本校得取消其入學資格，考生不得提出異議。

二、已報到正取生或已遞補錄取之備取生，因特殊原故欲放棄入學資格時，須於108年9月6日

        (星期五)前，填妥招生簡章附件六「學士後中醫考試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並簽章郵寄至

        本校招生組。此聲明書一旦寄出即已生效，考生不得因任何理由提出變更。

三、已報到之備取生遞補作業至108年9月9日(星期一)截止。

四、若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或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處理。

8560164 余○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1604 林○德 正取 放棄

8561310 白○佑 正取 放棄

8560203 林○萲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927 盧○妤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587 楊○妤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672 林○益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376 沈○易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1512 陳○全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373 蘇○翰 正取 放棄

8560242 洪○志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763 謝○蓓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1227 廖○傑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1707 賴○達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134 吳○凡 正取 放棄

8561113 楊○祐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112 王○弘 正取 放棄

8561305 許○方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186 李○潔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393 吳○葳 正取 已報到 錄取

8560555 許○榮 備取第 1 名 已報到 8/13遞補錄取

8560144 劉○毅 備取第 2 名 已報到 8/13遞補錄取

8560052 孫○彬 備取第 3 名 已報到 8/13遞補錄取

8560803 黃○勳 備取第 4 名 已報到 8/13遞補錄取

8560694 吳○禎 備取第 5 名 已報到 8/13遞補錄取

8560386 邱○賢 備取第 6 名 已報到 8/13遞補錄取

8560505 何○珣 備取第 7 名 已報到 8/13遞補錄取

8561314 林○廷 備取第 8 名 已報到 8/13遞補錄取

8560331 莊○宇 備取第 9 名 已報到 8/13遞補錄取

8560296 鄭○禎 備取第 10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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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8年8月13日

准考證號 姓名 名次 報到狀況 錄取狀況

108學年度學士後中醫學系招生考試【報到及遞補名單】
本公告所列名單係以考試總成績高低排列順序，茲將考生報到及錄取狀況公告於下：

一、遞補錄取生請於獲通知2日內，將學士(含)以上畢業證書正本以掛號郵寄至本校辦理入學資

        格查驗。若未依規定日期完成繳交「學士(含)以上畢業證書正本」之手續，或經查證未符

        合報考資格者，本校得取消其入學資格，考生不得提出異議。

二、已報到正取生或已遞補錄取之備取生，因特殊原故欲放棄入學資格時，須於108年9月6日

        (星期五)前，填妥招生簡章附件六「學士後中醫考試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並簽章郵寄至

        本校招生組。此聲明書一旦寄出即已生效，考生不得因任何理由提出變更。

三、已報到之備取生遞補作業至108年9月9日(星期一)截止。

四、若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或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處理。

8560402 范○宜 備取第 11 名 放棄

8560517 楊○穎 備取第 12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324 林○芬 備取第 13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481 朱○炫 備取第 14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239 王○田 備取第 15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537 陳○維 備取第 16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981 郭○甫 備取第 17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234 洪○田 備取第 18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260 黃○珊 備取第 19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787 朱○賢 備取第 20 名 放棄

8560004 王○棟 備取第 21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582 盤○恩 備取第 22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275 呂○銘 備取第 23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125 曾○甄 備取第 24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595 廖○泓 備取第 25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014 陳○琳 備取第 26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548 李○茂 備取第 27 名 放棄

8560784 吳○玲 備取第 28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726 陳○蓉 備取第 29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157 張○斌 備取第 30 名 放棄

8560106 黃○淇 備取第 31 名 放棄

8560471 何○仁 備取第 32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324 賴○宏 備取第 33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320 李○蓁 備取第 34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663 徐○畯 備取第 35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462 林○妏 備取第 36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821 陳○昀 備取第 37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613 陳○樟 備取第 38 名 放棄

8560418 謝○宇 備取第 39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539 蔡○妤 備取第 40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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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8年8月13日

准考證號 姓名 名次 報到狀況 錄取狀況

108學年度學士後中醫學系招生考試【報到及遞補名單】
本公告所列名單係以考試總成績高低排列順序，茲將考生報到及錄取狀況公告於下：

一、遞補錄取生請於獲通知2日內，將學士(含)以上畢業證書正本以掛號郵寄至本校辦理入學資

        格查驗。若未依規定日期完成繳交「學士(含)以上畢業證書正本」之手續，或經查證未符

        合報考資格者，本校得取消其入學資格，考生不得提出異議。

二、已報到正取生或已遞補錄取之備取生，因特殊原故欲放棄入學資格時，須於108年9月6日

        (星期五)前，填妥招生簡章附件六「學士後中醫考試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並簽章郵寄至

        本校招生組。此聲明書一旦寄出即已生效，考生不得因任何理由提出變更。

三、已報到之備取生遞補作業至108年9月9日(星期一)截止。

四、若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或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處理。

8561138 黃○任 備取第 41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161 林○源 備取第 42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220 陳○佑 備取第 43 名 放棄

8560365 簡○彥 備取第 44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114 吳○寧 備取第 45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004 林○洲 備取第 46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048 劉○安 備取第 47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738 鄭○新 備取第 48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250 林○如 備取第 49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992 洪○涵 備取第 50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873 翁○蓁 備取第 51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519 黃○軒 備取第 52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602 李○豪 備取第 53 名 放棄

8561322 黃○菱 備取第 54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204 黃○瑜 備取第 55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626 張○涵 備取第 56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290 吳○郁 備取第 57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215 陳○涵 備取第 58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265 陳○儒 備取第 59 名 放棄

8561019 温○暄 備取第 60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401 劉○昫 備取第 61 名 放棄

8560413 丁○德 備取第 62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617 陳○妤 備取第 63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074 曾○儒 備取第 64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631 張○庭 備取第 65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463 簡○蓉 備取第 66 名 放棄

8560616 陳○旭 備取第 67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216 郭○宏 備取第 68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684 樊○鑫 備取第 69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229 黃○淨 備取第 70 名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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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8年8月13日

准考證號 姓名 名次 報到狀況 錄取狀況

108學年度學士後中醫學系招生考試【報到及遞補名單】
本公告所列名單係以考試總成績高低排列順序，茲將考生報到及錄取狀況公告於下：

一、遞補錄取生請於獲通知2日內，將學士(含)以上畢業證書正本以掛號郵寄至本校辦理入學資

        格查驗。若未依規定日期完成繳交「學士(含)以上畢業證書正本」之手續，或經查證未符

        合報考資格者，本校得取消其入學資格，考生不得提出異議。

二、已報到正取生或已遞補錄取之備取生，因特殊原故欲放棄入學資格時，須於108年9月6日

        (星期五)前，填妥招生簡章附件六「學士後中醫考試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並簽章郵寄至

        本校招生組。此聲明書一旦寄出即已生效，考生不得因任何理由提出變更。

三、已報到之備取生遞補作業至108年9月9日(星期一)截止。

四、若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或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處理。

8561538 陳○涵 備取第 71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394 張○筠 備取第 72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371 蔡○娟 備取第 73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741 陳○欣 備取第 74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846 張○琪 備取第 75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068 謝○穎 備取第 76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007 賴○儒 備取第 77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079 林○璉 備取第 78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822 潘○岳 備取第 79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062 趙○軒 備取第 80 名 放棄

8560076 王○中 備取第 81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211 吳○蒼 備取第 82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116 黃○瑄 備取第 83 名 放棄

8560310 呂○雪 備取第 84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937 曾○文 備取第 85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286 吳○軒 備取第 86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126 陳○銓 備取第 87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649 王○ 備取第 88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603 陳○昌 備取第 89 名 放棄

8560002 黃○凡 備取第 90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067 蕭○哲 備取第 91 名 放棄

8560818 陳○如 備取第 92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093 游○楠 備取第 93 名 放棄

8560780 古○千 備取第 94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139 侯○云 備取第 95 名 放棄

8560753 王○秀 備取第 96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856 蔡○涵 備取第 97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968 賴○珵 備取第 98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535 張○昕 備取第 99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863 廖○妏 備取第 100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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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8年8月13日

准考證號 姓名 名次 報到狀況 錄取狀況

108學年度學士後中醫學系招生考試【報到及遞補名單】
本公告所列名單係以考試總成績高低排列順序，茲將考生報到及錄取狀況公告於下：

一、遞補錄取生請於獲通知2日內，將學士(含)以上畢業證書正本以掛號郵寄至本校辦理入學資

        格查驗。若未依規定日期完成繳交「學士(含)以上畢業證書正本」之手續，或經查證未符

        合報考資格者，本校得取消其入學資格，考生不得提出異議。

二、已報到正取生或已遞補錄取之備取生，因特殊原故欲放棄入學資格時，須於108年9月6日

        (星期五)前，填妥招生簡章附件六「學士後中醫考試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並簽章郵寄至

        本校招生組。此聲明書一旦寄出即已生效，考生不得因任何理由提出變更。

三、已報到之備取生遞補作業至108年9月9日(星期一)截止。

四、若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或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處理。

8560379 楊○ 備取第 101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460 洪○庭 備取第 102 名 放棄

8560983 許○尹 備取第 103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284 李○颺 備取第 104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170 張○方 備取第 105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759 陳○蒨 備取第 106 名 放棄

8560086 劉○銘 備取第 107 名 放棄

8561086 陳○瑋 備取第 108 名 放棄

8560709 邱○倫 備取第 109 名 放棄

8561122 才○陽 備取第 110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232 洪○蓉 備取第 111 名 放棄

8560015 詹○宇 備取第 112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740 林○成 備取第 113 名 放棄

8560591 鄭○科 備取第 114 名 放棄

8561432 李○文 備取第 115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441 莊○存 備取第 116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098 劉○裕 備取第 117 名 放棄

8560770 林○安 備取第 118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907 田○皓 備取第 119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358 林○佑 備取第 120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506 呂○心 備取第 121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420 吳○修 備取第 122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096 黃○軒 備取第 123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068 劉○君 備取第 124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944 李○ 備取第 125 名 放棄

8560363 陳○萱 備取第 126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689 姜○○賢 備取第 127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311 葉○暐 備取第 128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356 黃○彬 備取第 129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239 吳○賢 備取第 130 名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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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8年8月13日

准考證號 姓名 名次 報到狀況 錄取狀況

108學年度學士後中醫學系招生考試【報到及遞補名單】
本公告所列名單係以考試總成績高低排列順序，茲將考生報到及錄取狀況公告於下：

一、遞補錄取生請於獲通知2日內，將學士(含)以上畢業證書正本以掛號郵寄至本校辦理入學資

        格查驗。若未依規定日期完成繳交「學士(含)以上畢業證書正本」之手續，或經查證未符

        合報考資格者，本校得取消其入學資格，考生不得提出異議。

二、已報到正取生或已遞補錄取之備取生，因特殊原故欲放棄入學資格時，須於108年9月6日

        (星期五)前，填妥招生簡章附件六「學士後中醫考試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並簽章郵寄至

        本校招生組。此聲明書一旦寄出即已生效，考生不得因任何理由提出變更。

三、已報到之備取生遞補作業至108年9月9日(星期一)截止。

四、若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或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處理。

8560125 許○真 備取第 131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889 林○辰 備取第 132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150 張○達 備取第 133 名 放棄

8560703 黃○彥 備取第 134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790 鄭○蓉 備取第 135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499 吳○毅 備取第 136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1097 陳○豪 備取第 137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605 陳○羽 備取第 138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548 蔡○軒 備取第 139 名 放棄

8560439 莊○承 備取第 140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383 鄭○茹 備取第 141 名 放棄

8561281 許○芝 備取第 142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637 白○文 備取第 143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785 陳○偉 備取第 144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271 李○浩 備取第 145 名 已報到 等候遞補

8560830 包○維 備取第 146 名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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