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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姓名 編制單位 編制單位職稱
具醫事人

員身分
備註

1 袁行修 醫學研究所 教授 V 執行長(代理)

2 張芳榮 天然藥物研究所 教授 副執行長

3 *莊智弘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副教授 副執行長

4 鄭添祿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教授

5 侯明鋒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專案教授 V

6 吳志中 天然藥物研究所 教授

7 石啟仁 香粧品學系 教授

8 吳寶珠 藥學系 教授

9 吳炳男 藥理學科 教授

10 藍政哲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教授 V

11 陳巧雲 學士後醫學系 教授 V

12 許智能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教授

13 柯宏慧 藥學系 教授

14 高佳麟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教授

15 陳喧應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教授

16 曾嵩斌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教授 V

17 許雅玲 醫學研究所 教授

18 王惠君 天然藥物研究所 教授

19 顏峰霖 香粧品學系 教授

20 柯良胤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教授 V

21 蔡宜純 內科學科 教授 V

22 戴嘉言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教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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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黃尚志 內科學科 教授 V

24 陳芳銘 外科學科 教授 V

25 *潘美仁 臨床醫學研究所 教授

26 陳秀蘭 醫學研究所 教授

27 顏嘉宏 天然藥物研究所 副教授

28 王焰增 學士後醫學系 副教授

29 *張訓碩 藥學系 副教授

30 林盈廷 生物科技學系 副教授

31 *謝雅茹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副教授

32 洪仁宇 內科學科 副教授 V

33 王聖帆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副教授 V

34 林韋佑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副教授

35 李建興 學士後醫學系 副教授

36 *蔡明儒 內科學科 副教授 V

37 *王俊棋 藥學系 副教授

38 林宏糧 藥學系 副教授

39 *陳瑩容 香粧品學系 副教授

40 蔡英明 內科學科 副教授 V

41 *汪硯雲 牙醫學系 副教授

42 吳界欣 外科學科 副教授 V

43 *蔡維中 內科學科 副教授 V

44 *李偉鵬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助理教授

45 *林文瑋 學士後醫學系 助理教授

46 *陳宜芳 天然藥物研究所 助理教授

47 柯建志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助理教授



48 *施耀翔 解剖學科 助理教授

49 龔榮章 牙醫學系 助理教授 V

50 *張維安 呼吸治療學系 助理教授 V

51 *吳寬澧 胸腔內科 主治醫師 V

52 楊正宏
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台南應

用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
講座教授

(合聘研究員申請案尚待函覆)
(校教評會通過聘期111.8.1~112.7.31)

53 *柯立偉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國立陽明

交通大學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

所

教授 合聘研究員109.8.1~112.7.31

54 趙瑞益
國立陽明交通大學分子醫學與生物

工程研究所
教授 合聘研究員109.2.1~112.1.31

55 廖光文
醫學研究所/國立陽明交通大學分子

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
教授

合聘研究員109.1.1~112.7.31
(校教評會通過聘期至113.7.31，後續

聘期尚待函覆)

56 *林政緯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台北醫學

大學醫學系生物化學暨細胞分子生

物學科

教授

合聘研究員110.2.18~111.12.31
(校教評會通過聘期至112.12.31，後續

聘期尚待函覆)
合聘研究員109.10.21~109.12.31

57 *蕭育源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國立陽明

交通大學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

所

副教授 合聘副研究員109.2.1~112.1.31

58 鄒協成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國立陽明

交通大學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

所

副教授

合聘副研究員108.12.1~112.7.31
(校教評會通過聘期至113.7.31，後續

聘期尚待函覆)

59 *莊國祥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台北醫學

大學生藥學研究所
副教授

合聘副研究員110.2.18~111.12.31
(校教評會通過聘期至112.12.31，後續

聘期尚待函覆)
合聘副研究員109.10.21~109.12.31

60 *張晉源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國立陽明

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助理教授 合聘助理研究員109.2.1~112.1.31

61 柯泰名 國立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助理教授 合聘助理研究員109.2.1~112.1.31

62 *蘇昱誠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國立陽明

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助理教授

合聘助理研究員108.12.1~112.7.31
(校教評會通過聘期至113.7.31，後續

聘期尚待函覆)

63 黃道揚 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
助研究員級主治醫

師
V 合聘助理研究員109.1.1~113.7.31

64 呂韻綺 碩準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行長 合聘助理研究員111.8.1~112.7.31

65 鄭以安 碩準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長 合聘助理研究員111.8.1~112.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