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學院 107年學生暑期研究之參加名單 

 學生姓名 學生系所 學生年級 指導老師 

1 張靜琳 物治系 三年級 洪菁霞 

2 鄭禾欣 物治系 三年級 郭怡良 

3 鄭凱家 物治系 三年級 蔡一如  

4 何彥頡 職治系 二年級 張雁晴 

5 吳峻騰 職治系 三年級 陳官琳 

6 林芳汝  職治系 三年級 張雁晴  

7 金禹汝 職治系 二年級 林玲伊 

8 胡瑜庭 職治系 三年級 黃雅淑 

9 黃伊琳 職治系 三年級 陳官琳 

10 蔡思旻 職治系 四年級 張玲慧 

12 王品淇 職治系  二年級 林玲伊 

13 金俊傑  職治系  三年級 黃百川 

14 林孟筠 醫技系 三年級 傅子芳 

15 林嘉揚 醫技系 三年級 傅子芳 

16 徐雨虹 醫技系 二年級 黃溫雅 

17 郭沛宜 醫技系 二年級 陳百昇 

18 陳翊欣 醫技系 二年級 蔡佩珍 

19 黃楚淨 醫技系 二年級 黃溫雅 

20 沈筱蓉 醫技系  三年級 陳昌熙 

21 林妙珊 醫技系  二年級 蔡佩珍 

22 林欣慈 醫技系  二年級 葉才明 

23 陳姿諭 醫技系  四年級 陳昌熙 

24 王立安 醫學系 二年級 林聖翔 

26 王英瑜  醫學系 三年級 許耿福 



27 吳妍萱 醫學系 八年級 徐祥清 

28 吳承恩  醫學系 五年級 陳芃潔 

29 吳承儒 醫學系 三年級 謝奇璋 

30 宋季勳 醫學系 二年級 姜學誠  

31 李孟羚 醫學系 三年級 邱靜如 

32 林彥岑 醫學系 二年級 張雅雯 

33 林昱文 醫學系 三年級 蔡孟哲 

34 林昱辰 醫學系 四年級 吳佳慶 

35 林韋辰 醫學系 二年級 謝奇璋 

36 林詩琪 醫學系 二年級 蕭雅心 

37 侯秉宸 醫學系 五年級 許釗凱 

38 孫聖晏 醫學系 二年級 張雅雯 

39 曹友謙 醫學系 三年級 彭貴春 

40 陳亮宇 醫學系 二年級 許釗凱 

42 陳冠穎  醫學系 一年級 楊朝鈞 

43 陳建宇 醫學系 二年級 張志鵬 

44 陳逸婷 醫學系 三年級 陳百昇 

45 黃子宸 醫學系 二年級 鄭宏祺 

46 黃子騰 醫學系 二年級 蕭雅心 

47 楊敏嘉   醫學系 二年級 邱靜如  

48 溫柏崴 醫學系 二年級 黃于玲  

49 詹家瑜 醫學系 二年級 彭貴春 

50 鄭靖縢 醫學系 一年級 鄭宏祺 

51 謝定軒 醫學系 一年級 郭耀隆 

52 顏久智 醫學系 七年級 張志偉 

54 蘇宇軒 醫學系 三年級 蔡坤哲 



55 林婷薇 藥學系 四年級 歐凰姿 

56 邱佳慧 藥學系 三年級 徐之昇  

57 張嘉璇 藥學系 四年級 吳孟興 

58 陳奕儒 藥學系 四年級 余建泓 

59 葉皓恩   藥學系 二年級 歐凰姿 

60 廖信羽 藥學系 三年級 徐之昇 

61 蔡宗辰 藥學系 三年級 翁慧卿 

62 游霈柔 藥學系  二年級 陳韻雯 

63  陳人榕   護理系 三年級 林靜蘭   

64 吳珮聿 護理系 二年級 馮瑞鶯 

65 吳詩婷 護理系 四年級 高綺吟 

66 李貞儀 護理系 二年級 馮瑞鶯 

67 梁旆綺 護理系 四年級 許玉雲 

68 陳建達 護理系 三年級 林靜蘭 

69 游晉瑋 護理系 五年級 柯乃熒 

70 王俐文 護理系  五年級 李歡芳 

71 胡原豪 護理系  四年級 方素瓔 

72 張靜年 護理系  四年級 賴維淑 

73 黃思云 護理系  三年級 黃一修 

74 李大中 醫學系 二年級 吳至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