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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 
                    103 年度訓練課程 上課地點及名單 

 

時間：103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三）13:30 至 16:30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地下一樓 （A32-004）視聽教室 

 

序號 姓名 系所/單位 級職 

1 蔡宗杰 微藥系 助理教授 
2 呂佩璇 水生三甲 學生 
3 王星凱 水生生生物學系研究所 學生 
4 蘇崇愷 水生生物所 0 
5 謝豐群 水生生物所 0 
6 王拓雄 水生生物科學 學生 
7 黃翊筌 水生生物科學系 碩士班 
8 林靜如 水生生物科學系 研究助理 
9 蔡旻珊 水生生物科學系 助理 
10 陳淑美 水生生物科學系 副教授 
11 楊大緯 水生生物科學系 學生 
12 王振宇 水生生物科學系 研究生 
13 陳武雍 水生生物科學系 研究生 
14 徐正翰 水生生物科學系 學生 
15 彭聖凱 水生生物科學系 學生 
16 郭建賢 水生生物科學系 教師 
17 林修毅 水生生物科學系 學生 
18 黃士庭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系所 
19 古佳惠 水生生物科學系研究所 學生 
20 林建吾 水生生物科學系研究所 學生 
21 曾凱逸 水生系 研究助理 
22 陳哲俊 水生系 副教授 
23 賴弘智 水生系 教師 
24 舒立欣 水生系 研究助理 
25 蔡怡安 水生系 學生 
26 趙于慎 水生系 學生 

27 黃冠禎 生化系 學生 
28 洪苙榛 生化系 學生 
29 周裕翰 生化系 研究生 
30 陳彥希 生化系 否 
31 陳玫芳 生化系 學生 

32 林宛蓁 生化所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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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吳程紘 生化科技 研究生 
34 蘇冠中 生化科技 研究生 
35 陳瑞傑 生化科技系 助理教授 
36 黃冠杰 生化科技系 研究生 
37 廖慧芬 生化科技系 教授 
38 吳玉萍 生化科技研究所 研究生 
39 陳政男 生化科技學系 副教授 
40 林祐竹 生化科技學系暨研究所 學生 
41 陳慕恩 生技系 無 
42 孫士姍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學生 
43 楊敏 生物資源學系 學生 
44 陳昱宇 生物資源學系 研究助理 
45 沈胡楷 生物農業科技系 無 
46 王妍絜 生物農業科技所 學生 
47 孫維政 生物農業科技研究所 學生 
48 陳世博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研究生 
49 劉奎均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研究生 
50 林立杉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學生 
51 黃惇聖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助理 
52 李宜芳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研究助理 
53 劉又慈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學生 
54 沈巧苓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學生 
55 孔德涵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學生 

56 莊雅雯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研究生 

57 黃晟圃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研究生 

58 許婉嫆 生農 學生 
59 黃宜平 生農 學生 
60 陳羽鴻 生農系 無 
61 李互暉 生農系 副教授 
62 吳希天 生農系 副教授 
63 賴丁銓 生農系 學生 

64 張如君 食品科學 研究助理 
65 孫詩婷 食品科學 研究助理 
66 黃薇樺 食品科學系 研究生 
67 張志群 食品科學系 研究生 
68 林家麒 食品科學系 研究生 
69 蔡宜諠 食品科學系 研究生 
70 吳姿穎 食品科學系 研究生 
71 沈秀如 食品科學系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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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李佳珍 食品科學系 學生 
73 李培聖 食品科學系 學生 
74 王甜薇 食品科學系 學生 
75 邱柏維 食品科學系 學生 
76 林姿廷 食品科學系 學生 
77 林君蓓 食品科學系 學生 
78 吳思敬 食品科學系 主任(教授) 
79 蘇莉雅 食品科學系 學生 
80 陳姿雯 食品科學系 學生 
81 陳佑哲 食品科學系 無 
82 陳家平 食品科學系 碩士班 
83 張裴芝 食品科學系所 研究生 
84 張志翔 食品科學系所 研究生 
85 林奐妤 食品科學系暨研究所博士班 博士班 
86 王守琮 食科所 研究生 
87 曹昌玉 食科所 學生 
88 張家瑛 動物科學 學生 
89 李宜欣 動物科學系 無 
90 洪欣黛 動物科學系 博士生 
91 莊蕙嘉 動物科學系 學生 
92 黃怡嘉 動物科學系 學生 
93 霍怡華 動物科學系   
94 蔡一豪 動物科學系 無 
95 毛宣尹 動物科學系 無 
96 籃瑜珊 動物科學系 無 
97 李明哲 動物科學系 無 
98 許嫚容 動物科學系 研究生 
99 許晏婕 動物科學系 研究生 
100 吳建平 動物科學系 副教授 
101 梁純宜 動物科學系 學生 
102 陳國隆 動物科學系 教師 
103 羅永強 動物科學系 學生 
104 楊卓真 動物科學系 助理教授 
105 林姿穎 動物科學系 學生 
106 陳耀庭 動物科學系 非老師 

107 林炳宏 動物科學系 副教授 

108 蔡逢展 動物科學系 非老師 

109 駱子溥 動物科學系 非老師 

110 陳隆允 動物科學系 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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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郭東隴 動物科學所 研究生 
112 謝榮軒 森林暨自然資源研究所 研究生 
113 洪敏芝 園藝學系 學生 
114 劉怡文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教授 
115 詹郁恬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大學生 
116 曾雅嫺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學生 
117 王奕翔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無 
118 陳菁麗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學生 
119 莊晶晶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助理教授 
120 李奇翰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所 研究人員 
121 杜佩君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所 研究人員 
122 趙珮雯 微藥 學生 
123 MEZBA 微藥系 研究生 
124 陳立耿 微藥系 副教授 
125 陳佩青 微藥系 研究生 
126 李宜蓁 微藥系 研究助理 
127 黃襟錦 微藥系 助理教授 
128 吳若芷 微藥系 無 
129 方紫珣 微藥系 x 
130 葉采穎 微藥系 學生 
131 蘇育揚 微藥系 學生 
132 沈奕宏 微藥系 學生 
133 李鎮宇 微藥所 研究生 
134 林恒慶 農學院博士學程獸醫組 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