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旭 碩士 4000

朱○盛 碩士 4000

01U000754/AB 劉○臻 博士 4000

01U000754/AB 劉○勝 碩士 4000

王○幃 博士 4000

吳○真 碩士 4000

4 醫學院 共同課程 蔡○宏 組織學實驗(A-1) 醫學三 01U000916/AB 胡○瑋 博士 1 4000

王○銓 碩士 4000

鍾○揚 碩士 4000

6 醫學院 共同課程 葉○蘭 生物化學實驗
牙醫二

中資二
00U000231/A 巫○昀 碩士 1 4000 補學號

7 醫學院 共同課程 蔡○宏 組織學實驗(A-3) 醫學四 01U000780/AB 葉○倫 碩士 1 4000

8 醫學院 共同課程 吳○訓 組織學實驗 牙醫二 00U000240 胡○瑋 博士 1 4000

9 醫學院 共同課程 盧○宇 藥理學實驗 中四乙 23U000728 陳○錩 碩士 1 4000

10 醫學院 共同課程 陳○芳 藥理學實驗 牙醫三 00U000235 楊○霖 博士 1 4000

11 醫學院 共同課程 林○茹 生理學實驗 (B) 中三乙 23U000730/A 待聘 待聘 1 4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12 醫學院 共同課程 龔○力 生理學實驗 (A-1) 醫學三 01U000767/AB 陳○力 碩士 1 4000

13 醫學院 共同課程 鄭○鴻 生物化學實驗 生科二 10U000171/AB 許○寧 博士 1 4000

14 醫學院 共同課程 潘○均 微生物學暨免疫學實驗 中二甲 22U000724/AB 王○云 碩士 1 4000

15 醫學院 共同課程 李○珍 微生物學暨免疫學實驗 牙醫三 00U000227/A 吳○玟 博士 1 4000

16 醫學院 共同課程 項○芸 微生物學暨免疫學實驗 醫技二 07U000246/A 王○勳 碩士 1 4000

17 醫學院 共同課程 吳○字 化妝品微生學實驗 藥妝二 15U000091/A 吳○瑋 博士 1 4000

林○鋒 博士 4000

沈○凱 博士 4000

莊○雯 博士 4000

19 醫學院 共同課程 龔○力 生理學實驗 (A-1) 中三甲 22U000737/A 待聘 待聘 1 4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20 醫學院 共同課程 陳○雯 生理學實驗(B)
護理二

中資二
24U000206/A 林○安 博士 1 4000

21 研究生事務處 研究生事務處 杜○昊 現代生物醫學講座(一) 校(博)1年級 GB000001 蔡○宣 博士 1 4000

22 研究生事務處 研究生事務處 牛○之 現代生物醫學講座(三) 校(博)2年級 GB000003 施○丞 博士 1 4000

陳○宏 博士 4000

楊○宜 碩士 4000

24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陳○雄 普通物理學實驗 醫放系 20U000159/A 待聘 待聘 1 4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25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黃○雯 生物學實驗 生科系—AB 10U000233 賴○岑 碩士 1 4000

黃○琳 碩士 4000

蒲○ 碩士 4000

楊○宜 待聘 4000

徐○雯 待聘 4000

陳○慈 碩士 4000

江○瑾 碩士 4000

許○穎 碩士 4000

待聘 碩士 4000

吳○潔 博士 4000

待聘 待聘 4000

吳○誠 碩士 4000

待聘 碩士 4000

卓○翔 碩士 4000

待聘 碩士 4000

33 牙醫學院 牙醫系 石○璧 局部補綴學實驗 A 00U000180 林○敏 碩士 1 4000 補勞動契約書

34 藥學院 藥學系 林○怡 中藥炮製學實驗 藥四A 03U000026/A 李○珉 博士 1 4000

35 藥學院 藥學系 林○怡 中藥炮製學實驗 藥四B 03U000026/B 蔣○穎 博士 1 4000

36 藥學院 藥學系 林○怡 中藥炮製學實驗 藥四C 03U000026/C 曾○政 碩士 1 4000

37 藥學院 藥學系 林○怡 中藥炮製學實驗 藥四D 03U000026/D 王○卿 碩士 1 4000

38 中醫學院 中醫系 趙○ 中醫方劑學實驗 甲班3年級 22U000496 待聘 待聘 1 4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39 中醫學院 中醫系 趙○ 中醫方劑學實驗 乙班3年級 	23U000496 吳○萱 碩士 1 4000

40 中醫學院 中資系 郭○ 藥用植物學實驗 中資系2年級 24U000021/A 丁○傑 碩士 1 4000

41 中醫學院 中資系 郭○ 生藥學實驗 中資系3年級 24U000053/A  簡○軒 博士 1 4000

42 通識教育中心 藥學系 趙○華 普通化學實驗(B) 藥妝 15000134 待聘 待聘 1 4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43 通識教育中心 藥學系 林○章 普通化學實驗 公衛院不分系1 DAU000016/AB 高○彥 博士 1 4000

張○崴 博士 4000

待聘 待聘 4000

紀○翰 碩士 4000

楊○駿 碩士 4000

46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林○姿 生理及生化學實驗 二 07U000301/A 鄭○璇 碩士班 1 4000

47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林○姿 臨床血液及血庫學實驗 三 07U000212/A
Ebro ○

Mwakalinga
碩士班 1 4000 補資料、補工作證

48 藥學院 藥妝系 莊○原 化妝品調製學實驗 3 15000106 待聘 待聘 1 4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49 健康照護學院 營養學系 李○芬 膳食療養學實驗 營養系三 A 08U000043/A 待聘 待聘 1 4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50 健康照護學院 營養學系 李○芬 膳食療養學實驗 營養系三Ｂ 08U000043/Ｂ 待聘 待聘 1 4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51 健康照護學院 運動醫學系 王○如 生理學實驗 運醫二 11U000032/A 陳○瑜 碩士 1 4000 補勞動契約書

52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黃○雯 生物學實驗 牙醫系—AB 00U000263 賴○岑 碩士

53 牙醫學院 牙醫系 傅○志 全口補綴學實驗 A 00U000181 Ikbal 博士 1 4000

54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李○倫 生物學實驗(B) 公衛AB DAU000015 呂○融 碩士 1 4000

55 通識教育中心 藥學系 陳○良 普通化學實驗(B) 生科系1 10U000161 待聘 待聘 1 4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56 通識教育中心 藥學系 鮑○穎 普通化學實驗(B) 營養1AB 08U000271/AB 陳○尹 博士 1 4000

57 通識教育中心 藥學系 翁○富 普通化學實驗(B) 牙醫學系1 00U000217/A 鍾○諺 博士 1 4000

58 醫學院 醫放系 施○廷 輻射度量學實驗 醫放二/A 20U000093 黃○雅 碩士 1 4000 補學號

59 牙醫學院 牙醫系 余○宏 齒顎矯正學實驗 A 00U000082 黃○逸 碩士 1 4000

60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劉○慶 臨床鏡檢學實驗 三 07U000045 簡○姍 碩士班 1 4000

61 牙醫學院 牙醫系 傅○志 牙周病學實驗 A 00U000253 李○璇 碩士 1 4000

62 牙醫學院 牙醫系 涂○君 牙髓病學實驗 A 00U000179 吳○鈞 碩士 1 4000

63 醫學院 醫放系 彭○蕾 放射診斷技術學實驗(一) 醫放三/A 20U000173/A 許○芳 碩士 1 4000

64 健康照護學院 護理學系 鄧○貴

長期照護學程-

長期照護概論(護二)

老人醫學概論(護二)

長期照護營養學(營三)

長期照護服務學習(營三)

護理系二年級

營養系三年級

05U000144/AB

05U000151/AB

08U000269/AB

待聘 待聘 1 4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65 健康照護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鄭○容 心肺物理治療實習 物治三 9000071 梁○平 碩士 1 4000

袁○文 碩士 4000

陳○維 碩士 4000

67 健康照護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林○真 物理因子學實習（下） 物理治療學系3年級9000100 林○汝 碩士 1 4000

待聘 待聘 4000

待聘 待聘 4000

69 公衛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梁○敏 生物統計學實習(一)
公共衛生學系

2年級
04U000202/A 陳○妘 碩士 1 4000

70 公衛學院 職安系 王○亨 生物統計學實習(一) 職安二 14U000163/A 待聘 待聘 1 4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71 公衛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何○照 流行病學
公共衛生學系

博士班1年級
50D000197/A 待聘 待聘 1 4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73 藥學院 藥學系 陳○儀 非處方藥概論 藥四A 03U000171/A 待聘 待聘

74 藥學院 藥學系 陳○儀 非處方藥概論 藥四B 03U000171/B 待聘 待聘

75 公衛學院 醫管系 李○霙 生物統計學實習(一) 醫管系2年級 13000152 待聘 待聘 1 4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76 公衛學院 醫管系 楊○惠 醫療行銷與規劃 醫管系3年級 13U000020/A 簡○誼 碩士 1 3000

77 健康照護學院 運動醫學系 楊○雯 肌動學 A 11U000024 梁○玲 碩士 1 3000 補勞動契約書

許○峰 基礎針灸學(二) 甲組四年級 22U000920 

程○宜 基礎針灸學(二) 乙組四年級 23U000785 

79 中醫學院 後中醫系 蘇○玉 中西結合婦產科學 三年級甲乙班 	30U000330 待聘 待聘 1 3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80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楊○威 影像處理 A 95U000652/A 張○甄 博士 1 3000

81 中醫學院 中醫系 張○廸 中醫兒科學 甲組四年級 	22U000128 林○君 博士 1 3000

82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系 陸○豪 電腦輔助藥物設計 生科二(AB) 10U000105 甘○晶 碩士 1 3000

83 公衛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何○照 應用流行病學
公共衛生學系

3年級
04U000178/A 李○嫣 碩士 1 3000

84 生物統計整合課程 中醫系 廖○伶 生物統計學
共同整合課程

(英才及水湳)
DBU000001/B 待聘 待聘 1 3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85 生物統計整合課程 中醫系 黃○銓 生物統計學
共同整合課程

(英才及水湳)
DBU000001/C 待聘 待聘 1 3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86 生物統計整合課程 公衛系 梁○敏 生物統計學
共同整合課程

(英才及水湳)
DBU000001/D 待聘 待聘 1 3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87 生物統計整合課程 職安系 王○亨 生物統計學
共同整合課程

(英才及水湳)
DBU000001/E 待聘 待聘 1 3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88 生物統計整合課程 公衛系 鍾○容 生物統計學
共同整合課程

(英才及水湳)
DBU000001/G 莊○琪 碩士班 1 3000

89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洪○齡 當代台灣研究 AB 95U000624 張○頎 碩士 1 3000

90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洪○齡 全球性別議題 AB 95U000549 雷○如 博士 1 3000

91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王○景 歷史與文化導論 AB 95000580 待聘 待聘 1 3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92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徐○雲 科學哲學 AB 95000788 陳○廷 碩士 1 3000

93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盧○倉
論今說古談氣候變遷：

歷史、經濟及能資源革命
AB 95000800 高○瑋 碩士 1 3000

94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黃○忠 倫理議題的多元思維 AB 95U000535 吳○庭 碩士 1 3000

95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王○景 中醫與文化 AB 95000531 待聘 待聘 1 3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96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何○樺 金融市場 AB 95U000476 梁○欣 碩士 1 3000

97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徐○雲 邏輯思考與應用 AB 95000760 吳○和 碩士 1 3000

98 通識教育中心 醫工碩 蔡○聲 微積分(一) 藥學系A,C班 03000232AC 待聘 待聘 1 3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99 通識教育中心 教務處 李○蓉/李○民  AI生活大不同-4 AB 95U000793/A 待聘 待聘 1 3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100 通識教育中心 教務處 李○蓉/林○翔 動物健康與照顧 AB 95U000792/A 待聘 待聘 1 3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101 通識教育中心 教務處 李○蓉/葉○輝 科技應用與生活 AB 95U000824/A 王○德 博士 1 3000 補勞動契約書

102 公衛學院 職安系 陳○菶 公共衛生生涯規劃(一)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1年級DAU000008/A 待聘 碩士 1 3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103 公衛學院 職安系 王○文 職業安全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1年級DAU000004/A 待聘 碩士 1 3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104 公衛學院 醫管系 黃光華 健康照護管理導論 公衛學院大一不分系1年級DAU000003/A 陳○汝 碩士 1 3000

林○亨 碩士 3000

邱○嘉 碩士 3000

楊○慧 碩士 3000

梁○樺 博士 1 3000

林○汝 碩士 1 3000

107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系 蔡○彰 分子生物學實驗 生科三(A) 10000046 待聘 待聘 1 3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108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系 蔡○彰 分子生物學實驗 生科三(A) 10000046 待聘 待聘 1 3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109 中醫學院 中資系 彭○煌 中藥炮製學實驗 中資系三 24U000049/A 林○誼 博士 1 3000

110 公衛學院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林○婷 作業環境測定實習(化學性) 職安三 14U000038/A 林○佑 碩士 1 3000 補勞動契約書

111 健康照護學院 營養學系 吳○娟 團體膳食管理實驗 3年級乙 08U000060 洪○晴 碩士 1 3000

112 通識教育中心 中資  李○倫 生物學實驗(B)
中資和

運醫合班
24U000245 待聘 待聘 1 3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113 健康照護學院 營養學系 黃○瑩 營養學實驗 A 2A 08U000034 張○銘 博士 1 3000

114 健康照護學院 營養學系 黃○瑩 營養學實驗 B 2B 08U000034 廖○溱 碩士 1 3000

115 中醫學院 中資系 黃○琪 儀器分析實驗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4年級24U000047/A 陳○潔 碩士 1 3000

116 健康照護學院 營養學系 吳○娟 團體膳食管理實驗 3年級甲 08U000060 蔡○庭 碩士 1 3000

117 公衛學院 職安系 張○元 作業環境測定實習(物理性) 職安三 14U000206/A 陳○宇 碩士 1 3000

118 藥學院 藥妝系 江○梅 藥妝品學及實驗 4 15000165 鄭○清 碩士 1 3000 補勞動契約書

106 藥學院 藥學系 林○慧 藥物分析學實驗 藥三A 03U000056/A

3000

105 醫學院 共同課程 蔡○宏
 組織學(A-1)

整合課程

醫學三

中三甲
01U000915/AB 3

78 中醫學院 中醫系 蔡○雯 博士 1

1 4000 補學號

1 4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72 藥學院 藥學系 陳○儀 藥物治療學 藥四A/B
03U000228/A

03U000228/B
陳○華 碩士

2

68 醫學院 生醫所 譚○ 分子醫學 Ａ D4000136 2

03U000056/C 2 補勞動契約書

66 健康照護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張○銘 骨科物理治療學實習(上) 物理3A 9000223

45 藥學院 藥學系 林○慧 藥物分析學實驗 藥三C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44 藥學院 藥學系 林○慧 藥物分析學實驗 藥三B 03U000056/B 2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2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32 藥學院 藥學系
張○祥

連○城
藥物化學實驗 藥三C 03U000391/C 2

03U000391/A 2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31 藥學院 藥學系
張○祥

連○城
藥物化學實驗 藥三B 03U000391/B

30 藥學院 藥學系
張○祥

連○城
藥物化學實驗 藥三A

29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黃○雯 生物學實驗 藥學系—B 03U000440/B 2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2

28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黃○雯 生物學實驗 藥學系—A 03U000440/A 2

03U000044/B 2

27 藥學院 藥學系 吳○璋 生藥學實驗 藥二B 03U000044/A

26 藥學院 藥學系 吳○璋 生藥學實驗 藥二A

23 健康照護學院 營養學系 吳○娟 食物學原理實驗 1年級甲乙 08U000032 2

2

18 醫學院 共同課程 蔡○宏
組織學(A-3)

整合課程

醫學四

中四甲
01U000777/AB 3

22U000727/A 2

5 醫學院 共同課程 馬○琪 生物化學實驗
營養二

藥妝二
08U000247/AB

3 醫學院 共同課程 李○蓉 生物化學實驗 中醫二

2 朱○盛補工作證

2 醫學院 共同課程 陳○珍 微生物學暨免疫學實驗 醫學二 2

申請名額 核定每用薪資 備註

1 醫學院 共同課程 王○豪 生物化學實驗(A-1) 醫學二 01U000757/AB

中國醫藥大學110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助理-通過名單

編號 學院 申請學系 申請教師 授課科目 授課班級 課號 教學助理姓名 學制別



119 中醫學院 中醫系 吳○瑞 	中藥炮製及藥材學 甲組二年級 	22U000102 宋○ 博士 1 3000

120 中醫學院 中醫系 吳○瑞 	中藥炮製及藥材學 乙組二年級 23U000102 楊○怡 博士 1 3000

121 健康照護學院 營養學系 姚○宗 食品分析實驗 四年級AB 08U000261/AB 李○玲 博士 1 3000

122 藥學院 藥學系 藍○琁 分析化學實驗(A) 藥二AB 03U000314/AB 謝○庭 碩士 1 3000

123 健康照護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郭○英 神經物理治療學實習 三年級 09U000222
Firdausiyah ○

Amallia
碩士 1 3000 補工作證

124 健康照護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郭○英 神經物理治療學實習 三年級 09U000222
Tram ○

Nhieu
碩士 1 3000 補工作證

125 藥學院 藥學系 張○勳 中藥調劑學 藥四AB 03U000113/AB 林○瑰 碩士 1 3000

待聘 待聘 3000

待聘 待聘 3000

127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 董○銓 大數據概論 AB 96000611 待聘 待聘 1 3000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

04U000324/A

04U000324/B
2 請進行異動申請作業126 公衛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林○淳 健康資訊應用概論

公共衛生學系

2年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