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測驗之單位代碼 需測驗之單位名稱 承辦人

3.9.20-1010 總務處文書組 鄭○瑟

3.9.20-1011 物理系 陳○薰

3.9.20-1020 社科院 王○元

3.9.20-1025 文書組 陳○寧

3.9.20-1034 醫學院總務分處 章○潔

3.9.20-1037 文書組 陳○先

3.9.20-1046 進修推廣學院 嚴○明

3.9.20-1062 主計室 王○珠

3.9.20-1068 學務處保健中心 何○珠

3.9.20-1078 主計室綜合業務組 陳○瑋

3.9.20-1101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作業管理組 張○芬

3.9.20-20 獸醫專業學院 高○霞

3.9.20-204 電機工程學系 吳○年

3.9.20-21 生機系 黃○音

3.9.20-212 生命科學系 廖○超

3.9.20-218 電機工程學系 李○芸

3.9.20-22 昆蟲系 王○涵

3.9.20-220 數學系 張○敏

3.9.20-221 財務金融學系 楊○司

3.9.20-226 醫學工程學 吳○美

3.9.20-229 大氣科學系 林○昌

3.9.20-23 動科系 游○育

3.9.20-230 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鄒○蓉

3.9.20-241 資訊管理學系 王○如

3.9.20-249 理學院化學系 張○和

3.9.20-25 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系 曾○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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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0-250 土木系 邱○霖

3.9.20-259 心理學系 林○漢

3.9.20-264 工學院 楊○萍

3.9.20-27 國家發展研究 李○穎

3.9.20-277 農業經濟系 諸○姬

3.9.20-290 圖書館 沈○宏

3.9.20-304 語文中心-國際華語研習所 呂○耘

3.9.20-308 住宿服務組 李○弘

3.9.20-31 文學院 陳○寶

3.9.20-33 光電所 陳○妤

3.9.20-37 食品科技研究所 羅○文

3.9.20-371 研究發展處 羅○堅

3.9.20-39 生化科技學系 蕭○宏

3.9.20-397 學務處保健中心 謝○綺

3.9.20-421 音樂學研究所 林○汝

3.9.20-423 農藝系 李○雅

3.9.20-452 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 郭○靜

3.9.20-468 會計系 劉○琪

3.9.20-487 園藝暨景觀學系 莊○綺

3.9.20-498 漁業科學研究所 蘇○旭

3.9.20-52 電機工程學系 潘○誌

3.9.20-53 應用力學研究所 廖○文

3.9.20-54 人類學系 陳○傑

3.9.20-545 電子所 王○琦

3.9.20-55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歐○銘

3.9.20-57 農化系 陳○婷

3.9.20-59 政治系 鄧○璠

3.9.20-630 資工系 葉○維



3.9.20-636 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 林○玉

3.9.20-638 地質科學系 李○峰

3.9.20-657 化學工程學系 王○惠

3.9.20-662 共同教育中心體育室 吳○翰

3.9.20-673 中文系 辛○珍

3.9.20-68 水工所 何○玲

3.9.20-688 國立臺灣大學雲林分部 陳○言

3.9.20-691 管理學院 陳○如

3.9.20-694 地質學系 曾○琳

3.9.20-703 總務處文書組 吳○宏

3.9.20-704 歷史學系 楊○柔

3.9.20-72 電信所 魏○豪

3.9.20-741 計中作業管理組 黃○曼

3.9.20-752 生命科學院 陳○慧

3.9.20-765 電機系 郭○香

3.9.20-767 總務處保管組 林○智

3.9.20-793 法律學院 吳○玲

3.9.20-810 教務處課務組 熊○齡

3.9.20-814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陳○君

3.9.20-817 生農學院生工系 陳○達

3.9.20-818 教務處資訊組 陳○宏

3.9.20-824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魏○伶

3.9.20-844 管理學院 陳○怡

3.9.20-855 圖書館 蔡○紋

3.9.20-865 外國語文學系 洪○明

3.9.20-867 財務管理處 李○倩

3.9.20-884 理論科學研究中心 劉○芳

3.9.20-890 管理學院 鄭○瑋



3.9.20-901 物理學系 劉○宏

3.9.20-902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吳○蓁

3.9.20-930 總務處事務組 陳○屹

3.9.20-932 主計室歲計組 黃○珮

3.9.20-933 祕書室 黃○芸

3.9.20-936 總務處出納組 莊○益

3.9.20-941 總務處教職員住宿服務組 林○達

3.9.20-956 土木系 林○彤

3.9.20-961 秘書室 林○美

3.9.20-963 人事室人一組 賴○明

3.9.20-964 總務處駐警隊 張○賢

3.9.20-967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黃○鈞

3.9.20-975 環安衛中心 林○勇

3.9.20-986 總務處事務組 李○蓉

3.9.20-993 機械系 吳○玲

3.9.20.1-106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吳○靜

3.9.20.1-10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陳○霞

3.9.20.1-1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黃○玲

3.9.20.1-117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廖○昱

3.9.20.1-11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呂○穎

3.9.20.1-12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練○琴

3.9.20.1-13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劉○朋

3.9.20.1-137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王○穎

3.9.20.1-13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戴○君

3.9.20.1-13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謝○容

3.9.20.1-14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曾○樺

3.9.20.1-143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黃○怡

3.9.20.1-1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胡○娟



3.9.20.1-1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朱○誼

3.9.20.1-5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許○志

3.9.20.1.1-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許○龍

3.9.20.1.1-16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林○真

3.9.20.1.1-2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林○蓮

3.9.20.1.1-29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劉○岐

3.9.20.1.1-3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羅○婷

3.9.20.1.1-33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姜○蘭

3.9.20.1.1-4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李○怡

3.9.20.1.2-1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廖○雲

3.9.20.1.2-1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楊○雯

3.9.20.1.3-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徐○芳

3.9.20.1.4-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林○伶

3.9.20.1.4-26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陳○昀

3.9.20.1.4-33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張○嬌

3.9.20.1.5-37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 羅○英

3.9.20.1.5-3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 廖○雯

3.9.20.14-0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 周○昆

A.9.51.2-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 王○穎

A.9.51.2-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 謝○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