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跨校、跨域研究學習成效競賽暨壁報成果展」 

口試時間：5/28(二)11:00~13:00 

活動地點：高醫 第一教學大樓 1 樓 

※注意事項： 

1.請務必提前到場，並至簽到處報到。 

2.每組會有 2 位評審老師分別進行口試，請確定皆已完成 2 位老師的口試審查後，方能簽退離場。 

3.若無法準時到場者，請於 5 月 21 日 (二 )中午 12:00 前回覆告知到達時間。  

 無回覆且當日未在表訂時間出席者將視同缺席。 (表定時間皆以口試委員時間為主 )  

108.05.21 

編號 學校 學院 系所 姓名 
5/28(二)口試時間 

【公告版】 

博 1 高醫 口腔醫學院 牙博 李坤宗  12:00-12:10 

博 2 高醫 健康科學院 醫技博 楊宗穎 
A委員 12:00-12:10 

B委員 12:10-12:20 

博 3 高醫 健康科學院 公衛博 楊佩靜 12:00-12:10 

博 4 高醫 醫學院 醫博 黃上恩 
A委員 11:30-11:40 

B委員 12:00-12:10 

博 5 高醫 藥學院 天然博 陳姝蓉   11:00-11:10 

博 6 高醫 藥學院 天然博 孔柏雄 11:10-11:20 

博 7 高醫 藥學院 藥博  王致遠  12:10-12:20 

博 8 高醫 藥學院 藥博 楊舜心  12:20-12:30 

博 9 高醫 藥學院 藥博 鄭承瑋 12:30-12:40 

博 10 高醫 護理學院 護博 王舒薇 
A委員 11:00-11:10 

B委員 12:00-12:10 

博 11 高醫 護理學院 護博 陳美菊 
A委員 11:10-11:20 

B委員 12:10-12:20 

博 12 高醫 護理學院 護博 陳瑞娥 
A委員 11:20-11:30 

B委員 12:20-12:30 



博 13 高醫 生命科學院 醫化博 
Mahendra Gunvantrao 

Jadhao 

A委員 11:30-11:40 

B委員 12:00-12:10 

博 14 高醫 生命科學院 醫化博 Revathi Gurunathan 12:00-12:10 

博 15 高醫 生命科學院 醫化博 
 Ganesh Kumar 

Dhandabani  
12:10-12:20 

博 16 高醫 生命科學院 醫化博  Ashok R. Yadav 12:20-12:30 

博 17 高醫 生命科學院 醫化博 
Raghavendra Rao 

PAsupuleti  
12:30-12:40 

博 18 高醫 生命科學院 醫化博 黃彥中 
A委員 11:40-11:50 

B委員 12:10-12:20 

碩 A1 高醫 口腔醫學院 牙碩 莊子璇 12:10-12:20 

碩 A2 高醫 口腔醫學院 牙碩 邱鈺翔 12:20-12:30 

碩 A3 高醫 健康科學院 醫放碩 陳孟妤 12:00-12:10 

碩 A4 高醫 健康科學院 醫放碩 夏馨徽 12:10-12:20 

碩 A5 高醫 健康科學院 醫技碩 耿志岳 12:20-12:30 

碩 A6 高醫 健康科學院 公衛碩 劉懿嫻    12:10-12:20 

碩 A7 高醫 健康科學院 公衛碩 王瑞甫  12:20-12:30 

碩 A8 高醫 醫學院 醫碩  顏良宇 11:40-11:50 

碩 A9 中山 理學院 生物科學系(所) 丘硯蕙 
A委員 12:00-12:10 

B委員 12:20-12:30 

碩 A10 高醫 藥學院 天然所 楊子頡   11:20-11:30 

碩 A11 高醫 藥學院 天然所 林雅函   11:30-11:40 



碩 A12 高醫 藥學院 天然所 賴怡靜 12:00-12:10 

碩 A13 高醫 藥學院 天然所  姚博議 12:10-12:20 

碩 A14 高醫 藥學院 藥碩  Ravery Sebuyoya 11:30-11:40 

碩 A15 高醫 藥學院 藥學系 許雅筑  11:40-11:50 

碩 A16 高醫 藥學院 香粧碩 吳昀蓁 
A委員 11:00-11:10 

B委員 12:00-12:10 

碩 A17 高醫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盧宜恩    
A委員 11:10-11:20 

B委員 12:10-12:20 

碩 A18 高醫 藥學院 藥碩專 葉宗宜  12:40-12:50 

碩 A19 高醫 護理學院 護碩 吳姈娟  
A委員 11:30-11:40 

B委員 12:30-12:40 

碩 A20 高醫 生命科學院 生技碩 巫郁玟 11:00-11:10 

碩 A21 高醫 生命科學院 生技碩 傅佩蓉 11:10-11:20 

碩 A22 高醫 生命科學院 醫化碩 李建忠 12:30-12:40 

碩 A23 高醫 生命科學院 醫化碩 朱禹丞 
A委員 12:10-12:20 

B委員 12:40-12:50 

碩 A24 高醫 生命科學院 醫化碩 Parikshit Banerjee  
A委員 12:20-12:30 

B委員 12:50-13:00 

碩 B1 高醫 口腔醫學院 牙碩 卓桂圓  11:00-11:10 

碩 B2 高醫 口腔醫學院 牙碩 蔡豐駿 11:10-11:20 

碩 B3 高醫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顧芳瑄 12:40-12:50 

碩 B4 高醫 健康科學院 物治碩 陳冠佑 11:00-11:10 

碩 B5 高醫 健康科學院 物治碩 陳麒方 11:10-11:20 

碩 B6 高醫 健康科學院 醫管資碩 邱怡晴 11:00-11:10 



碩 B7 高醫 健康科學院 醫管資碩 吳瓔真  11:10-11:20 

碩 B8 高醫 藥學院 藥碩專 鄭玉紫 12:20-12:30 

碩 B9 高醫 藥學院 臨藥碩 王映珽 11:00-11:10 

碩 B10 高醫 藥學院 臨藥碩 吳文婷  11:10-11:20 

碩 B11 高醫 藥學院 臨藥碩 蔡其瑞 11:20-11:30 

碩 B12 高醫 藥學院 藥碩專 梁哲嘉 12:30-12:40 

碩 B13 高醫 護理學院 護碩 李佩諭 
A委員 11:00-11:10 

B委員 12:00-12:10 

碩 C1 高醫 口腔醫學院 口衛碩 盧亭妤 
A委員 11:00-11:10 

B委員 12:00-12:10 

碩 C2 高醫 健康科學院 職治碩 林冠婷 11:20-11:30 

碩 C3 高醫 健康科學院 職治碩 李侑憲  11:30-11:40 

碩 C4 高醫 
人文社會 

科學院 
性別碩 平雨晨  12:20-12:30 

碩 C5 高醫 
人文社會 

科學院 
性別碩 楊晴盛  12:10-12:20 

碩 C6 高醫 
人文社會 

科學院 
心理碩 蔡萱燁 12:00-12:10 

碩 C7 高醫 
人文社會 

科學院 
心理碩 呂姿誼  

A委員 11:50-12:00 

B委員 12:10-12:20 

碩 C8 高醫 
人文社會 

科學院 
心理碩  楊琬心 

A委員 11:40-11:50 

B委員 12:20-12:30 

碩 C9 高醫 
人文社會 

科學院 
心理碩 朱于庭  

A委員 11:20-11:30 

B委員 12:30-12:40 

碩 C10 高醫 護理學院 長照碩 葉清軒 12:20-12:30 

碩 C11 高醫 護理學院 護碩 林靜秀 
A委員 11:10-11:20 

B委員 12:10-12:20 

碩 C12 高醫 護理學院 護碩 戴艾琳   
A委員 11:20-11:30 

B委員 12:20-12:30 



碩 C13 高醫 護理學院 長照碩 

蕭茜文 

周佳佩 

彭郁婷 

詹素婷 

A委員 11:50-12:00 

B委員 12:30-12:40 

碩 C14 高醫 護理學院 長照碩 

林伶 

鄭舒宇 

隋禹鈞 

張正二 

12:00-12:10 

碩 C15 高醫 護理學院 長照碩 

許尹睿 

薛惠蓉 

楊久嫻 

張蓉平 

邱泳祥 

12:10-12:20 

碩 D1 高醫 口腔醫學院 牙碩  吳亭瑩  11:20-11:30 

碩 D2 高醫 健康科學院 醫技碩  王鐸蓁 12:30-12:40 

碩 D3 高醫 健康科學院 醫管資碩專 李文瑛  11:20-11:30 

碩 D4 高醫 藥學院 天然所 卡迪凱 11:40-11:50 

碩 D5 高醫 藥學院 臨藥碩 湯育昕 11:40-11:50 

碩 D6 高醫 護理學院 護碩  陳淑芬 12:30-12:40 

碩 D7 中山 理學院 生物科學系 黃怡珊 
A委員 12:10-12:20 

B委員 12:30-12:40 

碩 D8 高醫 醫學院 醫研所 周安婕 11:50-12:00 

大 A1 高醫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方暐 

 劉子豪 

 陳致安  

A委員 11:10-11:20 

B委員 12:10-12:20 

大 A2 高醫 健康科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

科學系 
涂善貞  12:00-12:10 

大 A3 高醫 健康科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

科學系 
李翊嘉 12:10-12:20 



大 A4 高醫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曾泓喻 

蔡依璇 

廖冠瑜 

黃俊瑋 

曾筠庭 

洪聆凱 

謝佳蓁 

12:00-12:10 

大 A5 高醫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胡育瑄 

 陳羿如 

 陳亦余 

 嚴邡華 

陳怡穎 

莊淨雯   
張瑋珊 

劉瑞文  

12:10-12:20 

大 A6 高醫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孫語君 

林昕琪 

黃馨頤 

林芃均 

陳筠文 

許宏瑋 

蔡雯宇 

12:20-12:30 

大 A7 高醫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黃家榆 

鄭毓嫻 

陳映竹 

謝宜儒 

傅馨萱 

洪羽彤 

李珞宇 

魏合陞 

12:30-12:40 

大 A8 高醫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羅翊禎  
A委員 11:20-11:30 

B委員 12:00-12:10 

大 A9 高醫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陳祐萱 
A委員 11:30-11:40 

B委員 12:10-12:20 

大 A10 高醫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李昀怡 12:20-12:30 

大 A11 高醫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黃筱淇 
A委員 11:40-11:50 

B委員 12:30-12:40 



大 A12 高醫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羅景州  12:30-12:40 

大 A13 高醫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李智堯  
A委員 11:20~11:30 

B委員 12:20-12:30 

大 A14 高醫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黃子容 12:40-12:50 

大 A15 高醫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胡捷茹 11:20-11:30 

大 A16 高醫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系 王千勻 
A委員 12:20-12:30 

B委員 12:40-12:50 

大 A17 高醫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系 張琦琦 
A委員 12:30-12:40 

B委員 12:50-13:00 

大 A18 中山 理學院 化學系  蔡佳容 12:40-12:50 

大 A19 中山 工學院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 
謝佳軒 12:00-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