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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立 1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台台台台灣灣灣灣大大大大學學學學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戊組：周美伶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戊組：周美伶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戊組：周美伶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戊組：周美伶----探花探花探花探花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台台台台灣灣灣灣大大大大學學學學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戊組：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戊組：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戊組：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戊組：陳甄雯陳甄雯陳甄雯陳甄雯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台台台台灣灣灣灣大大大大學學學學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戊組：鄭敬妍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戊組：鄭敬妍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戊組：鄭敬妍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戊組：鄭敬妍((((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1)1)1)1)----已備上已備上已備上已備上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周美伶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周美伶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周美伶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周美伶((((推甄推甄推甄推甄))))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黃亞羚黃亞羚黃亞羚黃亞羚((((推甄推甄推甄推甄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2)2)2)2)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張孟涵張孟涵張孟涵張孟涵----榜眼榜眼榜眼榜眼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劉明悅劉明悅劉明悅劉明悅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賴又禎賴又禎賴又禎賴又禎((((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4)4)4)4)    
國立師範大學人國立師範大學人國立師範大學人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類發展與家庭學系：類發展與家庭學系：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曾怡鈞曾怡鈞曾怡鈞曾怡鈞((((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5555))))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正取正取正取正取    11111111 名名名名————佔佔佔佔 9999 名名名名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蘇怡瑄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蘇怡瑄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蘇怡瑄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蘇怡瑄----榜首榜首榜首榜首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黃宇君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黃宇君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黃宇君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黃宇君----探花探花探花探花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莊宜臻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莊宜臻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莊宜臻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莊宜臻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陳峖覟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陳峖覟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陳峖覟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陳峖覟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法冠寧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法冠寧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法冠寧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法冠寧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劉明悅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劉明悅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劉明悅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劉明悅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劉懿真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劉懿真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劉懿真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劉懿真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陳佳君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陳佳君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陳佳君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陳佳君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丙組：蕭似帆物科技學系丙組：蕭似帆物科技學系丙組：蕭似帆物科技學系丙組：蕭似帆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在職班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在職班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在職班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在職班----黃瀅芬黃瀅芬黃瀅芬黃瀅芬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在職班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在職班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在職班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在職班----楊尚凡楊尚凡楊尚凡楊尚凡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在職班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在職班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在職班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在職班----潘敏用潘敏用潘敏用潘敏用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乙組：洪子涵中興大學獸醫學系乙組：洪子涵中興大學獸醫學系乙組：洪子涵中興大學獸醫學系乙組：洪子涵----探花探花探花探花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乙組：劉佩洵中興大學獸醫學系乙組：劉佩洵中興大學獸醫學系乙組：劉佩洵中興大學獸醫學系乙組：劉佩洵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成功大學成功大學成功大學成功大學生理學研究所甲組：鄭妁君生理學研究所甲組：鄭妁君生理學研究所甲組：鄭妁君生理學研究所甲組：鄭妁君    

國立國防醫學大學病理及寄生蟲學所病理學組：國立國防醫學大學病理及寄生蟲學所病理學組：國立國防醫學大學病理及寄生蟲學所病理學組：國立國防醫學大學病理及寄生蟲學所病理學組：林嵩林嵩林嵩林嵩燾燾燾燾    

長庚醫學大學長庚醫學大學長庚醫學大學長庚醫學大學生物醫學生理暨藥理學組生物醫學生理暨藥理學組生物醫學生理暨藥理學組生物醫學生理暨藥理學組::::胡欣怡胡欣怡胡欣怡胡欣怡((((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長庚醫學大學長庚醫學大學長庚醫學大學長庚醫學大學生物醫學生生物醫學生生物醫學生生物醫學生化化化化暨暨暨暨細胞分子生物細胞分子生物細胞分子生物細胞分子生物組組組組::::許貫琳許貫琳許貫琳許貫琳((((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慈濟醫學系藥理暨毒理學系慈濟醫學系藥理暨毒理學系慈濟醫學系藥理暨毒理學系慈濟醫學系藥理暨毒理學系：：：：林嵩燾林嵩燾林嵩燾林嵩燾((((推甄推甄推甄推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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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立 2 

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    正取正取正取正取    5555 名名名名————佔佔佔佔 4444 名名名名    

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曾怡鈞曾怡鈞曾怡鈞曾怡鈞----榜首榜首榜首榜首    

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運運運運動科學所動科學所動科學所動科學所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莊昇儒莊昇儒莊昇儒莊昇儒----榜眼榜眼榜眼榜眼    
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劉汶璋劉汶璋劉汶璋劉汶璋    

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謝宜玲謝宜玲謝宜玲謝宜玲    

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潘婕瑀潘婕瑀潘婕瑀潘婕瑀((((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1)1)1)1)    
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運動營養組----林科廷林科廷林科廷林科廷((((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3333))))    
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運動科學所營養生化組營養生化組營養生化組營養生化組----蔣淑琦蔣淑琦蔣淑琦蔣淑琦((((推甄推甄推甄推甄))))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王齊梅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王齊梅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王齊梅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王齊梅((((推甄推甄推甄推甄榜眼榜眼榜眼榜眼))))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林佩青林佩青林佩青林佩青((((推甄推甄推甄推甄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2)2)2)2)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潘韋志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潘韋志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潘韋志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潘韋志((((推甄推甄推甄推甄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3)3)3)3)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陳品潔陳品潔陳品潔陳品潔----榜眼榜眼榜眼榜眼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呂玉如呂玉如呂玉如呂玉如    

台北醫學大學保台北醫學大學保台北醫學大學保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健營養學系：健營養學系：健營養學系：許翠含許翠含許翠含許翠含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周映君周映君周映君周映君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吳欣茹吳欣茹吳欣茹吳欣茹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朱育瑩朱育瑩朱育瑩朱育瑩((((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2222))))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鄭敬妍鄭敬妍鄭敬妍鄭敬妍((((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3333))))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陳佳君陳佳君陳佳君陳佳君((((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6666))))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陳斯菱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陳斯菱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陳斯菱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陳斯菱((((推甄推甄推甄推甄))))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吳欣茹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吳欣茹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吳欣茹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吳欣茹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周映君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周映君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周映君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周映君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凌新雅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凌新雅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凌新雅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凌新雅((((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蔡心怡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蔡心怡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蔡心怡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蔡心怡((((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周千祐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周千祐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周千祐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周千祐((((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10)10)10)10)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張竣煜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張竣煜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張竣煜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張竣煜((((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13)13)13)13)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張翰翔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張翰翔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張翰翔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張翰翔((((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14)14)14)14)    
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蔡蕎羽營養科學系：蔡蕎羽營養科學系：蔡蕎羽營養科學系：蔡蕎羽((((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17)17)17)17)    
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湯孟儒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湯孟儒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湯孟儒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湯孟儒((((推甄推甄推甄推甄備取備取備取備取))))----((((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朱涌弘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朱涌弘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朱涌弘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朱涌弘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江俐儀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江俐儀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江俐儀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江俐儀((((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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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立 3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生物化學科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生物化學科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生物化學科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生物化學科：：：：黃韋勝黃韋勝黃韋勝黃韋勝((((推甄推甄推甄推甄))))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生物化學科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生物化學科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生物化學科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生物化學科：李怡萱：李怡萱：李怡萱：李怡萱((((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成功大學成功大學成功大學成功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詹榮嘉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詹榮嘉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詹榮嘉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詹榮嘉((((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11)11)11)11)    
國立中央大學生命科學所分子與環境生物組：國立中央大學生命科學所分子與環境生物組：國立中央大學生命科學所分子與環境生物組：國立中央大學生命科學所分子與環境生物組：劉懿真劉懿真劉懿真劉懿真((((備備備備 33333333))))    
國國國國立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程麗蓉立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程麗蓉立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程麗蓉立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程麗蓉    ((((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25)25)25)25)    
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甲組生物科學系甲組生物科學系甲組生物科學系甲組：：：：陳甄雯陳甄雯陳甄雯陳甄雯((((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16)16)16)16)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推甄推甄推甄推甄正取正取正取正取    7777 名名名名————佔佔佔佔 5555 名名名名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王齊梅王齊梅王齊梅王齊梅----榜首榜首榜首榜首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楊婷珺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楊婷珺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楊婷珺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楊婷珺----榜眼榜眼榜眼榜眼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陳斯菱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陳斯菱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陳斯菱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陳斯菱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蔣淑琦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蔣淑琦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蔣淑琦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蔣淑琦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黃怡瑄黃怡瑄黃怡瑄黃怡瑄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陳孟君陳孟君陳孟君陳孟君((((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邱雅琳邱雅琳邱雅琳邱雅琳((((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2)2)2)2)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獨招獨招獨招獨招正取正取正取正取 15151515 名名名名————佔佔佔佔 10101010 名名名名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江宗謙江宗謙江宗謙江宗謙----榜眼榜眼榜眼榜眼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林子原林子原林子原林子原----探花探花探花探花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王筱淇王筱淇王筱淇王筱淇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賈婷文賈婷文賈婷文賈婷文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林妘珊林妘珊林妘珊林妘珊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朱育瑩朱育瑩朱育瑩朱育瑩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蔡佳蔡佳蔡佳蔡佳彣彣彣彣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陳品潔陳品潔陳品潔陳品潔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張晨慧張晨慧張晨慧張晨慧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蔡蕎羽蔡蕎羽蔡蕎羽蔡蕎羽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蔡心怡蔡心怡蔡心怡蔡心怡((((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3333))))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凌新雅凌新雅凌新雅凌新雅((((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4)4)4)4)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鄒泊諺鄒泊諺鄒泊諺鄒泊諺((((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5)5)5)5)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李盈嫻李盈嫻李盈嫻李盈嫻((((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6)6)6)6)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姬景馨姬景馨姬景馨姬景馨((((備取備取備取備取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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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立 4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系：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系：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系：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系：楊清蓮楊清蓮楊清蓮楊清蓮----榜眼榜眼榜眼榜眼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系：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系：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系：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系：胡欣怡胡欣怡胡欣怡胡欣怡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基礎醫學研究所：基礎醫學研究所：基礎醫學研究所：鄭妁君鄭妁君鄭妁君鄭妁君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基礎醫學研究所：基礎醫學研究所：基礎醫學研究所：李怡李怡李怡李怡萱萱萱萱((((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基礎醫學研究所：基礎醫學研究所：基礎醫學研究所：林嵩燾林嵩燾林嵩燾林嵩燾((((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林佩青林佩青林佩青林佩青((((推甄推甄推甄推甄榜榜榜榜首首首首))))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 : : : 楊忞秀楊忞秀楊忞秀楊忞秀((((推甄推甄推甄推甄))))    

中中中中山山山山醫藥大學營養學系醫藥大學營養學系醫藥大學營養學系醫藥大學營養學系獨招獨招獨招獨招正取正取正取正取 11119999 名名名名————佔佔佔佔 11112222 名名名名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呂世樹呂世樹呂世樹呂世樹----榜榜榜榜首首首首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倪曼婷倪曼婷倪曼婷倪曼婷----榜榜榜榜眼眼眼眼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許捷盛許捷盛許捷盛許捷盛----探花探花探花探花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蔡心蔡心蔡心蔡心怡怡怡怡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鄭家囷鄭家囷鄭家囷鄭家囷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吳伊雯吳伊雯吳伊雯吳伊雯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施汶均施汶均施汶均施汶均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潘璿凱潘璿凱潘璿凱潘璿凱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林菁薇林菁薇林菁薇林菁薇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藍藍藍藍郁淳郁淳郁淳郁淳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張鈞涵張鈞涵張鈞涵張鈞涵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黎國媛黎國媛黎國媛黎國媛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邱天邱天邱天邱天惠惠惠惠((((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柯雅羚柯雅羚柯雅羚柯雅羚((((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8888))))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曾怡鈞曾怡鈞曾怡鈞曾怡鈞((((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7777))))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陳佳敬陳佳敬陳佳敬陳佳敬((((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8888))))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劉千慈劉千慈劉千慈劉千慈((((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9999))))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在職在職在職在職專專專專班班班班::::黃慧儀黃慧儀黃慧儀黃慧儀----榜榜榜榜眼眼眼眼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在職在職在職在職專專專專班班班班::::曾惠君曾惠君曾惠君曾惠君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在職在職在職在職專專專專班班班班::::張淑茹張淑茹張淑茹張淑茹((((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3333))))    
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湯孟儒湯孟儒湯孟儒湯孟儒((((推甄推甄推甄推甄榜榜榜榜首首首首))))    

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魏瑞德魏瑞德魏瑞德魏瑞德----榜榜榜榜首首首首    

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施懿宸施懿宸施懿宸施懿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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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乙組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乙組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乙組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乙組::::吳岳峰吳岳峰吳岳峰吳岳峰((((推甄推甄推甄推甄))))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乙組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乙組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乙組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乙組::::林嵩燾林嵩燾林嵩燾林嵩燾((((推甄推甄推甄推甄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3)3)3)3)    
中山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系系系系::::林嵩林嵩林嵩林嵩燾燾燾燾    

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系甲組：林子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系甲組：林子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系甲組：林子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系甲組：林子群群群群    

實踐實踐實踐實踐大學大學大學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碩士班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碩士班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碩士班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碩士班::::徐藝洳徐藝洳徐藝洳徐藝洳    

實踐實踐實踐實踐大學大學大學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碩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碩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碩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碩士班士班士班士班::::林林林林舒舒舒舒婷婷婷婷((((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11110000))))    
文文文文化大學生化大學生化大學生化大學生活活活活應用科學系丙組：潘婕瑀應用科學系丙組：潘婕瑀應用科學系丙組：潘婕瑀應用科學系丙組：潘婕瑀    

文文文文化大學生化大學生化大學生化大學生活活活活應用科學系丙組：楊應用科學系丙組：楊應用科學系丙組：楊應用科學系丙組：楊先任先任先任先任    

中中中中州州州州技術學技術學技術學技術學院院院院保健營養系保健營養系保健營養系保健營養系：：：：王王王王文文文文郁郁郁郁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系營養保健組靜宜大學食品營養系營養保健組靜宜大學食品營養系營養保健組靜宜大學食品營養系營養保健組推甄推甄推甄推甄正取正取正取正取 4444 名名名名————佔佔佔佔 3333 名名名名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洪嘉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洪嘉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洪嘉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洪嘉芳芳芳芳----榜首榜首榜首榜首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湯孟儒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湯孟儒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湯孟儒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湯孟儒----榜眼榜眼榜眼榜眼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李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李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李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李昀昀昀昀臻臻臻臻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營養保健組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營養保健組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營養保健組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營養保健組獨招獨招獨招獨招正取正取正取正取 12121212 名名名名————佔佔佔佔 7777 名名名名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呂世樹呂世樹呂世樹呂世樹----榜首榜首榜首榜首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朱育瑩朱育瑩朱育瑩朱育瑩----榜眼榜眼榜眼榜眼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藍郁淳藍郁淳藍郁淳藍郁淳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姬景馨姬景馨姬景馨姬景馨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李李李李本原本原本原本原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與保健組：與保健組：與保健組：陳陳陳陳沛綺沛綺沛綺沛綺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黎國媛黎國媛黎國媛黎國媛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呂呂呂呂書瑋書瑋書瑋書瑋((((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吳吳吳吳姿穎姿穎姿穎姿穎((((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游游游游佳佳佳佳珊珊珊珊((((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劉欣劉欣劉欣劉欣芮芮芮芮((((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張張張張連連連連倪倪倪倪((((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范范范范又又又又晨晨晨晨((((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蔡蔡蔡蔡維維維維欣欣欣欣((((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靜靜靜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趙憶荷趙憶荷趙憶荷趙憶荷((((已已已已備備備備上上上上))))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彰彰彰彰化師範大學生物學系乙組：蔡化師範大學生物學系乙組：蔡化師範大學生物學系乙組：蔡化師範大學生物學系乙組：蔡維維維維欣欣欣欣((((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1111))))    
國立暨國立暨國立暨國立暨南南南南大學大學大學大學應化系應化系應化系應化系生物醫學所：生物醫學所：生物醫學所：生物醫學所：莊宜臻莊宜臻莊宜臻莊宜臻((((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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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弘弘弘光光光光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黃韋勝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黃韋勝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黃韋勝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黃韋勝((((推甄推甄推甄推甄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3)3)3)3)    
弘弘弘弘光光光光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游游游游佳佳佳佳珊珊珊珊    

弘弘弘弘光光光光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傅傅傅傅子齊子齊子齊子齊((((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1111))))    
弘弘弘弘光光光光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張張張張連連連連倪倪倪倪((((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4444))))    
弘弘弘弘光光光光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科技大學醫學營養所：陳雅慧陳雅慧陳雅慧陳雅慧 ( ( ( (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5555))))    
長榮大學醫學研究所：林佩青長榮大學醫學研究所：林佩青長榮大學醫學研究所：林佩青長榮大學醫學研究所：林佩青((((推甄推甄推甄推甄))))    

長榮大學醫學研究所：蘇冠長榮大學醫學研究所：蘇冠長榮大學醫學研究所：蘇冠長榮大學醫學研究所：蘇冠華華華華    

台北體台北體台北體台北體院院院院運動科學所：莊昇儒運動科學所：莊昇儒運動科學所：莊昇儒運動科學所：莊昇儒((((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1111))))    
亞亞亞亞洲洲洲洲大學大學大學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黃怡瑄黃怡瑄黃怡瑄黃怡瑄((((推甄推甄推甄推甄))))    

亞亞亞亞洲洲洲洲大學大學大學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林林林林舒舒舒舒婷婷婷婷    
亞亞亞亞洲洲洲洲大學大學大學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劉欣劉欣劉欣劉欣芮芮芮芮    

亞亞亞亞洲洲洲洲大學大學大學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王慧王慧王慧王慧倫倫倫倫    

亞亞亞亞洲洲洲洲大學大學大學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林子林子林子林子群群群群    

亞亞亞亞洲洲洲洲大學大學大學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黃黃黃黃鈺淇鈺淇鈺淇鈺淇    

亞亞亞亞洲洲洲洲大學大學大學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呂呂呂呂詩縈詩縈詩縈詩縈    

亞亞亞亞洲洲洲洲大學大學大學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江江江江姿緣姿緣姿緣姿緣    

亞亞亞亞洲洲洲洲大學大學大學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保健營養生技學系：：：：趙趙趙趙家家家家穗穗穗穗    

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高高高高崇豪崇豪崇豪崇豪----探花探花探花探花    
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陳雅慧陳雅慧陳雅慧陳雅慧    

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傅傅傅傅子齊子齊子齊子齊    

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系：系：系：姚軼姚軼姚軼姚軼凡凡凡凡((((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3333))))    
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鄭鄭鄭鄭奇昌奇昌奇昌奇昌((((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4444))))    
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趙苡趙苡趙苡趙苡均均均均((((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5555))))    
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王王王王馨馨馨馨慧慧慧慧((((備取備取備取備取 6666))))    
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陳明陳明陳明陳明苓苓苓苓----探花探花探花探花    

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嘉藥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潘婕瑀潘婕瑀潘婕瑀潘婕瑀    

中中中中臺臺臺臺科技大學醫學生物科技所：陳雅慧科技大學醫學生物科技所：陳雅慧科技大學醫學生物科技所：陳雅慧科技大學醫學生物科技所：陳雅慧----探花探花探花探花    

中中中中華華華華醫醫醫醫事事事事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技系乙組：王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技系乙組：王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技系乙組：王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技系乙組：王馨馨馨馨慧慧慧慧    

輔輔輔輔英英英英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碩士班：邱雅琳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碩士班：邱雅琳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碩士班：邱雅琳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碩士班：邱雅琳    

輔輔輔輔英英英英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碩士班：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碩士班：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碩士班：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碩士班：簡簡簡簡嘉嘉嘉嘉皇皇皇皇    

輔輔輔輔英英英英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碩士班：王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碩士班：王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碩士班：王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碩士班：王馨馨馨馨慧慧慧慧    

輔輔輔輔英英英英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碩士班：陳志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碩士班：陳志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碩士班：陳志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碩士班：陳志永永永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