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通過證號
1 醫學系解剖學 胡O涵 專任助理 CMULAC-110-054

2 醫學系 謝O翰 學生 CMULAC-110-055

3 醫學系 施O妤 學生 CMULAC-110-056

4 生醫所 徐O恬 助理教授 CMULAC-110-057

5 生醫所 王O銘 助理教授 CMULAC-110-058

6 生醫所 吳O誠 研究助理 CMULAC-110-059

7 生醫所 陳O如 學生 CMULAC-110-060

8 生醫所 汪O合 學生 CMULAC-110-061

9 生醫所 謝O樺 學生 CMULAC-110-062

10 生醫所 王O瑄 學生 CMULAC-110-063

11 生醫所 鄭O倢 學生 CMULAC-110-064

12 生醫所 官O芸 學生 CMULAC-110-065

13 生醫所 康O琪 博士後研究員 CMULAC-110-066

14 生醫所 莊O芬 博士後研究員 CMULAC-110-067

15 醫放系 李O銘 學生 CMULAC-110-068

16 醫技系 林O亮 教授 CMULAC-110-069

17 醫技系 蘇O實 學生 CMULAC-110-070

18 醫技系 陳O恩 學生 CMULAC-110-071

19 醫技系 陳O泓 學生 CMULAC-110-072

20 醫技系 謝O蓉 學生 CMULAC-110-073

21 醫技系 簡O珊 學生 CMULAC-110-074

22 醫技系 郭O瑜 學生 CMULAC-110-075

23
生物醫學工程碩

士學位學程 陳O敏 學生
CMULAC-110-076

24 中西所 廖O晨 學生 CMULAC-110-077

25 新藥所 莊O萱 研究生 CMULAC-110-078

26 新藥所 李O杰 學生 CMULAC-110-079

27 新藥所 張O欣 學生 CMULAC-110-080

28 中醫學系 黃O銓 副教授 CMULAC-110-081

29 中藥學中資系 李O澤 學生 CMULAC-110-082

30 中藥學中資系 凌O安 學生 CMULAC-110-083

31 中藥學中資系 詹O彥 學生 CMULAC-110-084

32 生科系 陳O菁 助理教授 CMULAC-110-085

33 生科系 許O穎 學生 CMULAC-110-086

34 生科系 黃O皓 學生 CMULAC-110-087

36 生科系 林O靜 學生 CMULAC-110-089

37 生科系 吳O欣 學生 CMULAC-110-090

38 生科系 朱O榆 學生 CMULAC-11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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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生科系 林O楷 學生 CMULAC-110-092

40 生科系 陳O慈 學生 CMULAC-110-093

41 生科系 羅O菻 學生 CMULAC-110-094

42 生科系 張O芸 學生 CMULAC-110-095

43 生科系 陳O瑄 學生 CMULAC-110-096

44 生科系 黃O旭 學生 CMULAC-110-097

45 生科系 邱O銓 學生 CMULAC-110-098

46 生科系 劉O彣 學生 CMULAC-110-099

47 生科系 蔡O婷 研究助理 CMULAC-110-100

48 生科系 陳O誼 學生 CMULAC-110-101

49 生科系 馮O敏 學生 CMULAC-110-102

50 生科系 胡O沛 學生 CMULAC-110-103

51 生科系 呂O琪 學生 CMULAC-110-104

52 生科系 劉O如 學生 CMULAC-110-105

53 藥學系 王O惠 學生 CMULAC-110-106

54 藥學系 岳O旭 學生 CMULAC-110-107

55 藥學系 李O維 學生 CMULAC-110-108

56 藥學系 紀O翰 學生 CMULAC-110-109

57 藥妝系 林O君 學生 CMULAC-110-110

58 藥妝系 樊O汧 兼任助理 CMULAC-110-111

59 藥妝系 連O偉 學生 CMULAC-110-112

60 藥妝系 鄭O君 博士後研究員 CMULAC-110-113

61
製藥碩士學位學

程 曾O政 研究生
CMULAC-110-114

62 營養系 連O琁 學生 CMULAC-110-115

63 營養系 陳O岭 學生 CMULAC-110-116

64 研究發展處 周O晴 研究助理 CMULAC-110-117

65 研究發展處 連O靚 研究助理 CMULAC-110-118

66 研究發展處 吳O軒 研究助理 CMULAC-110-119

67 研究發展處 林O萱 研究助理 CMULAC-110-120

68 研究發展處 雷O潔 研究助理 CMULAC-110-121

69 研究發展處 廖O毅 研究助理 CMULAC-110-122

70 研究發展處 廖O綺 研究助理 CMULAC-110-123

71 研究發展處 江O緯 研究助理 CMULAC-110-124

72 研究發展處 許O娉 研究助理 CMULAC-110-125

73 研究發展處 簡O忠 博士後研究員 CMULAC-110-126

74 醫研部 楊O欣 研究員 CMULAC-110-127

75 醫研部 黃O瑄 研究助理 CMULAC-1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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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醫研部動物中心 羅O宜 組員

CMULAC-110-129

77
醫研部動物中心 黄O邦 組員

CMULAC-110-130

78
醫研部動物中心 張O在 管理技師

CMULAC-110-131

79
過敏免疫及微菌

叢研究中心 陳O琪 博士後研究員
CMULAC-110-132

80
過敏免疫及微菌

叢研究中心 廖O慈 研究助理
CMULAC-110-133

81
過敏免疫及微菌

叢研究中心 賴O方 研究助理
CMULAC-110-134

82
過敏免疫及微菌

叢研究中心 簡O娟 研究助理
CMULAC-110-135

83
生醫材料創業研

究發展中心 杞O穎 博士後研究員
CMULAC-110-136

84
急症暨外傷中心 方O翔 博士後研究員

CMULAC-110-137

85
基因體轉譯研究

中心 陳O帆 助研究員
CMULAC-110-138

86
基因體轉譯研究

中心 李O緯 副主任
CMULAC-110-139

87
轉譯醫學研究中

心 劉O辰 事務員
CMULAC-110-140

88 眼科中心眼科暨

視光醫學研究室 劉O樺 研究助理

CMULAC-110-141

89 近視眼疾中心 蔡O璡 博士後研究員 CMULAC-110-142

90
王仲興主任實驗

室 劉O雯 研究助理
CMULAC-110-143

91 分子醫學中心 吳O燕 研究助理 CMULAC-110-144

92 北醫醫技系 鄭O宜 碩士生 CMULAC-110-145

93 北學 醫科所 廖O承 博士生 CMULAC-110-146

94
銘傳大學生科系 林O銘 副教授

CMULAC-110-147

報名人數125人， 完成考試人數105人， 考試通過人數9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