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通過證號

1 醫學系 陳O雯 教授 CMULAC-109-001

2 醫學系                           王O翔 學生 CMULAC-109-002

3 醫學系                           曾O懿 學生 CMULAC-109-003

4 醫學系                           顏O純 學生 CMULAC-109-004

5 醫學系                           錢O亘 學生 CMULAC-109-005

6 醫學系                           柴O文 學生 CMULAC-109-006

7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張O豪 學生 CMULAC-109-007

8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

學系 黃O洋 助理教授
CMULAC-109-008

9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

學系 陳O琦 學生
CMULAC-109-009

10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

學系 黃O涵 學生
CMULAC-109-010

11 生物醫學研究所 王O豪 助理教授 CMULAC-109-011

12 生物醫學研究所 曹O琪 實驗助理 CMULAC-109-012

13 生物醫學研究所 黃O婷 研究助理 CMULAC-109-013

14 生物醫學研究所 譚O 教授 CMULAC-109-014

15 臨床醫學所 雷O如 博士生 CMULAC-109-015

16 臨床醫學所 王O厲 博士後研究 CMULAC-109-016

17 新藥開發研究所博士班                    林O均 學生 CMULAC-109-017

18 新藥開發研究所博士班                    李O珉 學生 CMULAC-109-018

19 新藥開發研究所碩士班                    李O蓁 學生 CMULAC-109-019

20 生醫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張O崴 學生 CMULAC-109-020

21 中醫系 黃O紋 研究助理 CMULAC-109-021

22 中醫學系 黃O發 教授 CMULAC-109-022

23 中醫學系乙組                        吳O芷 學生 CMULAC-109-023

24 中醫學系博士班                       王O佑 學生 CMULAC-109-024

25 中藥中資系                簡O軒 學生 CMULAC-109-025

26 中藥中資系                周O妮 學生 CMULAC-109-026

27 針灸研究所 林O丞 學生 CMULAC-109-027

28 針灸研究所 鍾O怡 研究助理 CMULAC-109-028

29 針灸研究所 蔡O達 學生 CMULAC-109-029

30 針灸研究所 吳O毅 學生 CMULAC-109-030

31 針灸研究所 葉O安 學生 CMULAC-109-031

32 針灸研究所 呂O哲 學生 CMULAC-10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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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針灸研究所 紀O祐 研究助理 CMULAC-109-033

34 針灸研究所 張O穎 研究助理 CMULAC-109-034

35 藥學系                           吳O琪 學生 CMULAC-109-035

36 藥用化妝品學系                       簡O㯴 學生 CMULAC-109-036

37 藥用化妝品學系                       簡O明 學生 CMULAC-109-037

38 藥用化妝品學系                       葉O鼎 學生 CMULAC-109-038

39 藥用化妝品學系                       邢O瑋 學生 CMULAC-109-039

40 藥用化妝品學系                       柳O軒 學生 CMULAC-109-040

41 藥用化妝品學系                       呂O恩 學生 CMULAC-109-041

42 藥用化妝品學系                       林O蓉 學生 CMULAC-109-042

43 藥用化妝品學系                       馬李O靜 學生 CMULAC-109-043

44 藥用化妝品學系                       劉O綺 學生 CMULAC-109-044

45 生物科技學系 許O娟 助理教授 CMULAC-109-045

46 生物科技學系                        余O瑋 學生 CMULAC-109-046

47 生物科技學系                        徐O婷 學生 CMULAC-109-047

48 生物科技學系                        巫O昀 學生 CMULAC-109-048

49 生物科技學系                        陳O錩 學生 CMULAC-109-049

50 生物科技學系                        吳O婕 學生 CMULAC-109-050

51 生物科技學系                        許O溱 學生 CMULAC-109-051

52 生物科技學系                        陳O萱 學生 CMULAC-109-052

53 生物科技學系                        王O隆 學生 CMULAC-109-053

54 生物科技學系                        白O任 學生 CMULAC-109-054

55 生物科技學系                        董O澄 學生 CMULAC-109-055

56 生物科技學系                        廖O筠 學生 CMULAC-109-056

57 生物科技學系                        童O蓁 學生 CMULAC-109-057

58 生物科技學系                        江O瑾 學生 CMULAC-109-058

59 生物科技學系                        邱O敦 學生 CMULAC-109-059

60 生物科技學系                        周O雯 研究助理 CMULAC-109-060

61
生物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

程 楊O霖 博士生
CMULAC-109-061

62 物理治療學系 王O貞 研究助理 CMULAC-109-062

63 物理治療學系                        王O柔 學生 CMULAC-109-063

64 營養學系碩士班                       洪O晴 學生 CMULAC-109-064

65 營養學系碩士班                       汪O婷 學生 CMULAC-109-065

66 營養學系碩士班                       鄭O 學生 CMULAC-109-066

67 營養學系碩士班                       許O倚 學生 CMULAC-109-067

68 營養學系碩士班                       陳O雅 學生 CMULAC-109-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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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營養學系碩士班                       王O云 學生 CMULAC-109-069

70 研究發展處 林O欣 博士後研究員 CMULAC-109-070

71 研究發展處 羅O庭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71

72 研究發展處 朱O婷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72

73 研究發展處 辛O瑩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73

74 研究發展處 吳O眉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74

75 研究發展處 林O佑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75

76 研究發展處 楊O雅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76

77 研究發展處 許O安 博士後研究員 CMULAC-109-077

78 研究發展處 李O賓 博士後研究員 CMULAC-109-078

79 研究發展處 江O毅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79

80 研究發展處 林O倢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80

81 研究發展處 黃O評 博士後研究員 CMULAC-109-081

82 研究發展處 蘇O香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82

83 研究發展處 莊O婷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83

84 研究發展處 盧O尹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84

85 研究發展處 吳O璇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85

86 研究發展處 陳O秀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86

87 研究發展處 蔣O亭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87

88 研究發展處 張O發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88

89 研究發展處 王O景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89

90 研究發展處 陳O可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90

91 研究發展處 沈O涵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91

92 研究發展處 古O平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92

93 研究發展處 賴O汝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93

94 研究發展處 黃O澄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94

95 研究發展處 戴O辰 專任研究助理 CMULAC-109-095

96 研究發展處 洪O蓉 研究助理 CMULAC-109-096

97 附醫 洪O澤 研究助理 CMULAC-109-097

98 附醫 蕭O翰 主治醫師 CMULAC-109-098

99 血液腫瘤科 林O彤 研究助理 CMULAC-109-099

100 血液腫瘤科 陳O翰 博士後研究員 CMULAC-109-100

101 毒物科 林O華 博士後研究員 CMULAC-109-101

102 眼科部門 陳O皓 研究助理 CMULAC-109-102

103 風濕病研究中心 賴O樺 助理研究員 CMULAC-109-103

104 中醫藥癌症研究中心 莊O如 研究助理 CMULAC-109-104

105 醫研部 楊O琳 研究助理 CMULAC-10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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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醫學研究部動物中心 莊O玲 獸醫師 CMULAC-109-106

107 癌症中心 邱O婷 研究助理 CMULAC-109-107

108 轉移研究核心 林O君 研究助理 CMULAC-109-108

109 轉譯醫學研究中心 齊O 研究助理 CMULAC-109-109

110 轉譯醫學研究中心 陳O茜 研究助理 CMULAC-109-110

111 轉譯醫學研究設施 曾O涵 研究助理 CMULAC-109-111

112 近視眼疾中心 李O霖 博士後研究員 CMULAC-109-112

113 近視眼疾中心 廖O慧 博士後研究員 CMULAC-109-113

114 多維列印中心 林O賢 助理研究員 CMULAC-109-114

115 多維列印中心 陳O安 助理研究員 CMULAC-109-115

報名人數164人， 完成考試人數142人， 考試通過人數11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