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學院 學系 姓名 學號

001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張O琳 107006010

002 健康科學院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蔡O琇 106029022

003 藥學院 藥學系 何O瑞 106003057

004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孫O瑄 108021102

005 醫學院 醫學系 李O評 106001132

006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黃O長 106021143

007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組 楊O賢 108021103

008 醫學院 醫學系 陳O雯 106001114

009 醫學院 醫學系 林O唐 108001035

010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高O博 107021013

011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張O瑋 106002028

012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劉O廷 106025016

013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李O珊 106021049

014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金   伶 107002017



序號 學院 學系 姓名 學號

015 醫學院 醫學系 王O鴻 106001017

016 醫學院 醫學系 黃O真 106001057

017 醫學院 醫學系 李O哲 106001086

018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黃O琪 106012058

019 醫學院 醫學系 許O臨 106001041

020 醫學院 醫學系 王O涵 107001128

021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王O仙 10612073

022 醫學院 醫學系 陳O芷 107001093

023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莫O葳 106023050

024 醫學院 運動醫學系 陳O欣 106009033

025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張O維 106023028

026 生命科學院 生物學系 張O瑋 106023013

027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林O甄 106025013

028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張O岑 108002018



序號 學院 學系 姓名 學號

029 醫學院 醫學系 陳O亘 107001098

030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陳O彤 107023045

031 醫學院 醫學系 陳O琪 106001049

032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楊O維 106023020

033 生命科學院 生物系 陳O凝 107023010

034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莊O瑋 107021122

035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高O涵 107012004

036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吳O瑄 106006021

037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莊O蓁 106012014

038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系 方O芳 106022042

039 生命科學院 生物系 莊O婷 107023007

040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劉O榛 106012013

041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李O怡 107022038

042 醫學院 醫學系 黃O豪 108001050



序號 學院 學系 姓名 學號

043 醫學院 醫學系 高O雯 106001068

044 口腔醫學院 牙醫系 林O祐 108002027

045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黃O柔 107025014

046 醫學院 醫學系 王O禾 108001071

047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黃O澍 108002032

048 醫學院 醫學系 邱O蓉 107001084

049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宋O霖 108025033

050 健康科學院 醫技學系 吳O翰 107025010

051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林O鈺 106025041

052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洪O旂 107025035

053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黃O鐔 107021028

054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吳O萱 106021050

055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簡O彤 106025014

056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趙O瑀 106025023



序號 學院 學系 姓名 學號

057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林O誼 107025022

058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許O茵 106023022

059 健康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高O峰 106021113

060 醫學院 醫學系 蘇O俊 106001146

061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廖O豪 107021108

062 生命科學院 生物學系 江O翰 106023014

063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陳O良 106023039

064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李O樺 108012059

065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蔡O穎 107012031

066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李O諭 107023047

067 醫學院 醫學系 杜O逸 106001015

068 生命科學院 生物系 連O汝 106023002

069 醫學院 醫學系 鍾O萱 107001100

070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黃O鈞 106023019



序號 學院 學系 姓名 學號

071 生命科學院 生物系 王O儒 106023025

072 藥學院 藥學系 林O志 108003112

073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系 吳O彤 106022022

074 生命科學院 生物系 蕭O霖 106023018

075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陳O諭 107025015

076 藥學院 藥學系 蔡O恩 108003026

077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陳O維 106021035

078 醫學院 醫學系 戴O欣 104001102

079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陳O晴 107023053

080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黃O筠 107022022

081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巫O哲 107023013

082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留O菱 106023010

083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楊O喻 107021034

084 醫學院 運動醫學系 林O琪 106009036



序號 學院 學系 姓名 學號

085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蔡O妮 107012014

086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江O達 108025031

087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卓O瑜 106023044

088 醫學院 醫學系 蔡O澤 106001125

089 健康科學院 物理治療系 陳O彤 107019002

090 醫學院 運動醫學系 梁O鈴 107009031

091 醫學院 醫學系 林O威 106001014

092 醫學院 醫學系 陳O瑞 106001140

093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陳O蓓 106025020

094 醫學院 醫學系 黃O霆 107001097

095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鄭O陽 105002010

096 健康科學院 物理治療 黃O緣 10719003

097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林O妤 107012040

098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林O書 107025016



序號 學院 學系 姓名 學號

099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李O婷 107025020

100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趙    玹 107023039

101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林O宇 108023037

102 醫學院 醫學系 侯O成 106001116

103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系 薛O君 107022204

104 健康科學院 醫技系 曾O軒 107025024

105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鄭O葳 108000006

106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姚O元 107023017

107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邱O茹 106021041

108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系 張O翔 106022013

109 生命科學院 生物系 吳O瑜 107023041

110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葉O璇 105002006

111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楊O涵 107025040

112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邱O翎 107023005



序號 學院 學系 姓名 學號

113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郭O滋 106023026

114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吳O佳 105002043

115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黃O瑜 106006006

116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曾O閑 106021032

117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吳O倩 107023033

118 醫學院 醫學系 李O鈞 106001063

119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系 蔡O榛 107022025

120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王O婷 107012067

121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余O君 106021052

122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莊O均 107026012

123 醫學院 醫學系 陳O慧 106001098

124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董O琦 107012032

125 醫學院 醫學系 才O伶 107001080

126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吳O慈 106022016



序號 學院 學系 姓名 學號

127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黃O晴 107022209

128 健康科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陳O桓 107019016

129 醫學院 醫學系 曾O瀚 108001123

130 藥學院 藥學系 陳O穎 106003066

131 醫學院 後醫學系 彭    凡 106000012

132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醫藥化學組

朱O敏 106021006

133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林O軒 106023012

134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許O捷 107012033

135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林O安 107012038

136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系 朱O儀 107022013

137 醫學院 醫學系 張O捷 106025042

138 健康科學院 醫技系 吳O霖 105006203

139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李O霓 105002007

140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陳O佑 106002056



序號 學院 學系 姓名 學號

141 醫學院 醫學系 吳O傑 107001013

142 醫學院 後醫學系 林O雪 106000064

143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李O向 107006052

144 藥學院 藥學系 李O珊 106003060

145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蔡O蓉 107022021

146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柯O芳 107025032

147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林O孜 106012050

148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劉O瑄 106022051

149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李O霖 107022019

150 口腔醫學院 牙醫系 徐O亨 108002063

151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王O瑄 10701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