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號 姓名 學系

錄取 1 108001048 林○玟 醫學系
錄取 2 108001049 曾○蘋 醫學系
錄取 3 108001140 陳○宇 醫學系
錄取 4 108002002 吳○琴 牙醫學系
錄取 5 108003063 李○叡 藥學系
錄取 6 108006048 陳○璇 公共衛生學系
錄取 7 108006208 沈○ 公共衛生學系
錄取 8 108007024 謝○伶 心理學系
錄取 9 108007029 黃○晴 藥學系
錄取 10 108009011 翁○侒 運動醫學系
錄取 11 108009015 廖○鈞 運動醫學系
錄取 12 108009048 蕭○峻 運動醫學系
錄取 13 108009049 周○宏 物理治療學系
錄取 14 108020209 陳○臻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錄取 15 108025013 許○瑋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錄取 16 108025031 江○達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錄取 17 108025032 顏○瑀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錄取 18 109001005 沈○浩 醫學系
錄取 19 109001028 黃○旻 醫學系
錄取 20 109001053 陳○安 醫學系
錄取 21 109001056 黃○雅 醫學系
錄取 22 109001071 劉○君 醫學系
錄取 23 109001087 韓○奕 醫學系
錄取 24 109001094 江○娟 醫學系
錄取 25 109001117 余○維 醫學系
錄取 26 109003050 雷○威 藥學系
錄取 27 109003082 阮○源 藥學系
錄取 28 109007010 南○伍 心理學系
錄取 29 109015010 柯○羽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錄取 30 109018002 黃○ 職能治療學系
錄取 31 109018037 吳○宇 職能治療學系
錄取 32 109019004 章○昕 物理治療學系
錄取 33 109019007 張○勇 物理治療學系
錄取 34 109019038 林○怡 物理治療學系
錄取 35 109023012 吳○君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錄取 36 106007206 蔡○倢 心理學系
錄取 37 106009005 劉○涵 運動醫學系
錄取 38 106015303 張○翔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錄取 39 106017037 賴○儒 口腔衛生學系
錄取 40 106021003 強○卿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錄取編號

109-2百日百K里程競賽--錄取名單

*注意事項：
(1)名額分配以一、二年級修體育課者35人，其餘5人為原則。
(2)已於109-1學期完成百K目標並獲頒發獎勵金者，不得報名參加。
(3)須參加110/3/12 中午12：10說明會，地點：濟世大樓CS406教室，自備午餐。
(4)如未參加說明會，將於說明會現場依序遞補備取名單。



學號 姓名 學系

備取 1 107025205 洪○筠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備取 2 107022041 陳○蓉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備取 3 107029033 連○睿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備取 4 107026053 張○穎 呼吸治療學系
備取 5 107022204 薛○君 生物科技學系
備取 6 107001101 施○昕 醫學系
備取 7 107021013 高○博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備取 8 109023033 王○殊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備取 9 107003122 王○達 藥學系
備取 10 107021015 侯○妤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備取 11 106021030 林○美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備取 12 109026017 張○欣 呼吸治療學系
備取 13 107001125 方○媛 醫學系
備取 14 107001038 郭○霖 醫學系
備取 15 107001068 陳○浩 醫學系
備取 16 107002042 李○維 牙醫學系
備取 17 109029032 李○棋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備取 18 107021033 李○嫻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備取 19 107026013 李○祐 呼吸治療學系

*注意事項：
(1)名額分配以一、二年級修體育課者35人，其餘5人為原則。
(2)已於109-1學期完成百K目標並獲頒發獎勵金者，不得報名參加。
(3)須參加110/3/12 中午12：10說明會，地點：濟世大樓CS406教室，自備午餐。
(4)如未參加說明會，將於說明會現場依序遞補備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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