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工讀單位 班級 姓名

1 文宣公關組 護理五二己 張○友

2 文宣公關組 護理五三乙 林○羽

3 文宣公關組 護理系四一丁 施○華

4 校務研究組 放醫所碩一 吳○霖

5 課務組 醫管系四二甲 劉○彤

6 課務組 護理系四二丙 徐○沂

7 註冊組 醫放系四二甲 吳○嫺

8 實習就業組 醫管系四三甲 Se○○○

9 課外活動指導組 醫管系四二甲 石○茹

10 課外活動指導組 護理系二一丙 簡○蕙

11 生活輔導組 護理五二丁 許○欣

12 生活輔導組 護理系四二乙 張○漩

13 生活輔導組 資管系四一甲 楊○燁

14 生活輔導組 護理五二乙 林○瑜

15 生活輔導組 護理系四一丙 江○真

16 生活輔導組 護理五二丁 董○瑈

17 生活輔導組 護理五二丁 趙○亘

18 生活輔導組 護理五二甲 康○喬

19 學生諮商暨生涯輔導中心 醫放系四二甲 孫○芠

20 學生諮商暨生涯輔導中心 護理系二一丙 温○珍

21 文書組 資管系四三甲 蔡○儀

22 文書組 資管系四二甲 陳○宇

23 事務組 行管系四一甲 鄧○升

24 事務組 行管系四一甲 黃○勝

25 事務組 資管系四三甲 陳○楓

26 保管組 醫放系四二甲 蘇○力

27 保管組 醫放系四二甲 陳○凱

28 營繕組 護理系四一丙 吳○威

29 營繕組 行管系四二甲 鄧○涵

30 營繕組
行管系四三乙(外

國)
法○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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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營繕組 醫放系四二甲 闕○祥

32 營繕組 護理系四二丙 黃○晴

33 營繕組 護理五二丙 蔡○昊

34 慈懿活動組 醫放系四二甲 曾○順

35 學生事務組 護理系四一乙 黃○慧

36 學生事務組 護理系四二乙 戴○勳

37 推廣教育組 護理系四二乙 陳○君

38 推廣教育組 護理系四二丙 楊○軒

39 會計室 行管系四二甲 紀○頤

40 學術服務組 資管系四二甲 陸○謙

41 學術服務組 行管系四一甲 許○儀

42 學術服務組 醫放系四二甲 許○川

43 學術服務組 醫放系四二甲 葉○冰

44 產學專利組 資管系四二甲 蔡○芸

45 產學專利組 護理五三甲 邱○瑜

46 創新育成中心 資管系四二甲 陳○媛

47 圖書館 醫放系四二甲 鄭○傑

48 圖書館 護理五二丁 陳○允

49 圖書館 醫管系四一甲 黃○潔

50 圖書館 護理五二丙 莊○惠

51 圖書館 護理系四一乙 李○瑜

52 圖書館 護理五二丁 張○蓁

53 軟體開發組 資管系四三甲 黃○鳴

54 軟體開發組 護理五三乙 黃○玟

55 軟體開發組 護理系四一甲 周○耀

56 軟體開發組 資管系四三甲 謝○峰

57 系統管理組 放醫所碩二 彭○源

58 系統管理組 資管系四三甲 黃○進

59 系統管理組 行管系四三甲 黃○樂

60 系統管理組 資管系四一甲 謝○輝

61 教育訓練組 資管系四二甲 林○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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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教育訓練組 資管系四二甲 陳○潔

63 教育訓練組 資管系四三甲 陳○蓉

64 教育組 資管系四一甲 謝○昇

65 交流組 護理系四一丙 謝○翰

66 護理系 護理五二戊 黃○妮

67 護理系 護理系四二丙 蔡○柔

68 護理系 護理五二戊 邱○儀

69 護理系 護理五四乙 洪○甄

70 護理系 護理五二甲 林○榕

71 護理系 護理系二一乙 彭○琦

72 護理系 護理五三甲 柯○潔

73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醫管系四三甲 孫○瑀

74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醫管系四三甲 劉○君

75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醫管系四二甲 林○倩

76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護理五一丁 高○妤

77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醫放系四二甲 邱○晴

78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放醫所碩一 吳○憲

79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資管系四三甲 吳○雄

80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資管系四三甲 許○耀

81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資管系四三甲 黃○放

82 護理學院 護理系四三乙 卓○薇

83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 醫管系四三甲 謝○萱

84 全人教育中心 護理系四一丁 程○齊

85 全人教育中心 資管系四一甲 黃○華

86 體育學科 行管系四二甲 陳○彤

87 體育學科 護理系四二甲 張○

88 華語文中心 行管系四二甲 張○花

89 華語文中心 資管系四三甲 李○霖

90 長期照護科 行管系四一甲 吳○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