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證書編號 學院別 學系(所) 姓名 取得日期

1 ****04094 醫學院 公共衛生研究所 蔡0萱 105.11.05

2 ****02165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葉0鋒 105.10.1

3 ****03206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李0寧 105.10.22

4 ****03207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古0竺 105.10.22

5 ****04095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王0筑 105.11.05

6 ****04096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鍾0庭 105.11.05

7 ****04097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林0議 105.11.05

8 ****04098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陳0文 105.11.05

9 ****06064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龔0睿 105.11.19

10 ****06065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劉0璋 105.11.19

11 ****06066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謝0庭 105.11.19

12 ****06067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蘇0徵 105.11.19

13 ****06068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蔡0皓 105.11.19

14 ****06069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林0伶 105.11.19

15 ****06070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高0淯 105.11.19

16 ****06071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陳0喬 105.11.19

17 ****06072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連0怡 105.11.19

18 ****06073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游0丞 105.11.19

19 ****06074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盧0安 105.11.19

20 ****06075 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許0翊 105.11.19

21 ****02166 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賴0榮 105.10.1

22 ****02167 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吳0翰 105.10.1

23 ****02168 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林0葳 105.10.1

24 ****02169 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吳0龍 105.10.1

25 ****02170 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楊0茵 105.10.1

26 ****02227 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王0文 105.10.1

27 ****03208 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孫0涵 105.10.22

28 ****03209 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張0婌 105.10.22

29 ****03210 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葛0庭 105.10.22

30 ****03211 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戴0菁 105.10.22

31 ****03212 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劉0瑋 105.10.22

32 ****05074 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楊0容 105.11.18

33 ****00038 醫學院 老年學研究所 洪0彣 105.9.1

34 ****00039 醫學院 老年學研究所 柳0吟 105.9.1

35 ****00040 醫學院 老年學研究所 蔡0蕙 105.9.1

36 ****00041 醫學院 老年學研究所 葉0佑 105.9.1

37 ****03213 醫學院 老年學研究所 洪0彣 105.10.22

38 ****03214 醫學院 老年學研究所 柳0吟 105.10.22

39 ****03215 醫學院 老年學研究所 賴0元 105.10.22

40 ****03216 醫學院 老年學研究所 葉0佑 105.10.22

41 ****03217 醫學院 老年學研究所 黃0婷 105.10.22

42 ****03218 醫學院 老年學研究所 謝0 105.10.22

43 ****04099 醫學院 老年學研究所 黃0詠 105.11.05

44 ****04100 醫學院 老年學研究所 呂0心 105.11.05

105學年度第1學期_系所取得證書統計表_105.11.19



45 ****04101 醫學院 老年學研究所 王0樺 105.11.05

46 ****04125 醫學院 老年學研究所 陳0進 105.11.05

47 ****02171 醫學院 行為醫學研究所 林0維 105.10.1

48 ****02172 醫學院 行為醫學研究所 戴0 105.10.1

49 ****03220 醫學院 行為醫學研究所 吳0昀 105.10.22

50 ****03224 醫學院 行為醫學研究所 王0慧 105.10.22

51 ****04103 醫學院 行為醫學研究所 劉0麟 105.11.05

52 ****04104 醫學院 行為醫學研究所 周0君 105.11.05

53 ****04105 醫學院 行為醫學研究所 江0蓉 105.11.05

54 ****06076 醫學院 行為醫學研究所 張0申 105.11.19

55 ****01110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所) 張0如 105.9.30

56 ****01112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所) 鄭0廷 105.9.30

57 ****02173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所) 郭0華 105.10.1

58 ****02174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所) 張0薇 105.10.1

59 ****02175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所) 李0芸 105.10.1

60 ****03225 醫學院 健康照護研究所 林0妤 105.10.22

61 ****04106 醫學院 健康照護研究所 楊0穎 105.11.05

62 ****02176 醫學院 基礎醫學研究所 張0傑 105.10.1

63 ****04107 醫學院 基礎醫學研究所 郭0廷 105.11.05

64 ****00042 醫學院 細胞生物與解剖研究所 吳0堂 105.9.1

65 ****00043 醫學院 細胞生物與解剖研究所 楊0筠 105.9.1

66 ****02177 醫學院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蔡0靜 105.10.1

67 ****02178 醫學院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蘇0涵 105.10.1

68 ****02179 醫學院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洪0瑩 105.10.1

69 ****02180 醫學院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王0捷 105.10.1

70 ****02181 醫學院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周0霖 105.10.1

71 ****02182 醫學院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張0讌 105.10.1

72 ****02183 醫學院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黃0茹 105.10.1

73 ****02184 醫學院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盧0麟 105.10.1

74 ****00044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蔡0芸 105.9.1

75 ****01113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顧0琪 105.9.30

76 ****01114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侯0芸 105.9.30

77 ****01115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謝0盈 105.9.30

78 ****01116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劉0羽 105.9.30

79 ****01117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吳0鴻 105.9.30

80 ****01120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林0璇 105.9.30

81 ****01121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陳0如 105.9.30

82 ****01122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林0珊 105.9.30

83 ****01123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張0甯 105.9.30

84 ****01124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陳0文 105.9.30

85 ****01125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李0芙 105.9.30

86 ****02186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蔡0珊 105.10.1

87 ****02187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邱0筑 105.10.1

88 ****02188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林0儀 105.10.1

89 ****02189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羅0婷 105.10.1

90 ****02190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康0王兪 105.10.1



91 ****02249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謝0育 105.10.1

92 ****03226 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劉0林 105.10.22

93 ****01126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王0倫 105.9.30

94 ****01127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李0銘 105.9.30

95 ****01128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李0芳 105.9.30

96 ****01138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陳0臻 105.9.30

97 ****01140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林0萓 105.9.30

98 ****02253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胡0婷 105.10.1

99 ****04110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黃0瑜 105.11.05

100 ****04111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郭0吟 105.11.05

101 ****04112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Francesca Prophete 105.11.05

102 ****04115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施0笙 105.11.05

103 ****04116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陳0瑩 105.11.05

104 ****04117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黃0捷 105.11.05

105 ****04118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陳0羽 105.11.05

106 ****05075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傅0萍 105.11.18

107 ****05076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陳0暄 105.11.18

108 ****05077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李0恩 105.11.18

109 ****05078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朱0甄 105.11.18

110 ****05079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林0馨 105.11.18

111 ****05080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陳0瑋 105.11.18

112 ****00045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黃0臻 105.9.1

113 ****00046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陳0庭 105.9.1

114 ****00047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許0瑞 105.9.1

115 ****02192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黃0綸 105.10.1

116 ****02193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張0展 105.10.1

117 ****05095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潘0愷 105.11.18

118 ****06081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廖0妤 105.11.19

119 ****06097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黃0雅 105.11.19

120 ****06098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李0伊 105.11.19

121 ****01130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所) 曾0琁 105.9.30

122 ****02194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所) 黃0涵 105.10.1

123 ****02195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所) 李0穎 105.10.1

124 ****02197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所) 邱0蔓 105.10.1

125 ****02198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所) 黃0斌 105.10.1

126 ****03227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所) 陳0芬 105.10.22

127 ****01131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洪0錦 105.9.30

128 ****01132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張0志 105.9.30

129 ****01133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呂0萱 105.9.30

130 ****01134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陳0穎 105.9.30

131 ****01135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包0瑜 105.9.30

132 ****01136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陳0 105.9.30

133 ****03228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陳0 105.10.22

134 ****03229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陳0泰 105.10.22

135 ****03230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辜0僡 105.10.22

136 ****04119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李0薇 105.11.05



137 ****04120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鄭0晶 105.11.05

138 ****04121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賴0雯 105.11.05

139 ****04122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蕭0恩 105.11.05

140 ****06077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郭0渝 105.11.19

141 ****06078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賴0珽 105.11.19

142 ****06079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徐0婷 105.11.19

143 ****06083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鄭0雯 105.11.19

144 ****06093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羅0瑩 105.11.19

145 ****06096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所) 陳0濬 105.11.19

146 ****01137 醫學院 藥理學研究所 莊0榮 105.9.30

147 ****02199 醫學院 藥理學研究所 黃0庭 105.10.1

148 ****02200 醫學院 藥理學研究所 李0瑩 105.10.1

149 ****02201 醫學院 藥理學研究所 陳0州 105.10.1

150 ****02202 醫學院 藥理學研究所 胡0婷 105.10.1

151 ****02228 醫學院 藥理學研究所 吳0憲 105.10.1

152 ****03232 醫學院 藥理學研究所 林0愉 105.10.22

153 ****03233 醫學院 藥理學研究所 邱0富 105.10.22

154 ****06080 醫學院 藥理學研究所 劉0甄 105.11.19

155 ****06084 醫學院 藥理學研究所 彭0慧 105.11.19

156 ****02206 醫學院 護理學系(所) 黃0怡 105.10.1

157 ****02207 醫學院 護理學系(所) 黃0茜 105.10.1

158 ****06092 醫學院 護理學系(所) 劉0真 105.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