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編號 姓名 畢業學校 名次

14 230 林卓秀 臺灣大學 儲備001
11 172 路婉虹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02
3 043 李佳憶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03
3 041 陳蔚文 臺北醫學大學 儲備004
13 221 王廷鎧 臺灣大學 儲備005
5 085 張淑蘋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06
9 148 邵馨誼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07
14 222 林鏵毅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008
7 116 羅翊寧 中山醫學大學 儲備009
2 019 張珈瑜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10
3 046 劉家瑋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11
18 292 邵沛瑜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12
11 178 林倚如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13
10 167 葉芙秀 輔仁大學 儲備014
3 037 陳柔妤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15
10 161 高苔瑄 輔仁大學 儲備016
17 277 劉姮君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17
9 147 陳韶萱 輔英科技大學 儲備018
12 198 高敏瑄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019
18 295 賴映辰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儲備020
1 008 康雅筑 陽明大學 儲備021
16 257 吳尚謙 臺灣大學 儲備022
3 049 謝鳳汝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23
13 220 李媁淇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24
6 092 謝育玟 中國醫藥大學 儲備025
14 227 王奕勻 臺灣大學 儲備026
4 059 姚潘柔 臺北醫學大學 儲備027
8 128 王麗蓉 中山醫學大學 儲備028
1 001 吳文翔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29
5 069 傅家儀 亞東技術學院 儲備030

一、本次甄選之儲備人員係俟出缺按儲備名次依序通知進用，儲備期限至108

        年12月31日止，若超過儲備期限之儲備人員其儲備資格即失效，另已通知

        進用之男性若需服役，則保留至服役完畢(依退伍生效日為準)後接獲通知

        一個月內報到。

二、儲備人員遞補將以電子郵件及簡訊通知，另遞補進度不定期更新於本院

        網站「訊息專區」>「人才招募」>「甄選結果」網頁中。

三、如有任何疑問，請與本院人事室潘小姐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1574)

台大醫院108年護理部儲備院聘護理師甄試錄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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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編號 姓名 畢業學校 名次

17 287 周政翰 臺灣大學 儲備031
16 266 林侑璇 臺灣大學 儲備032
1 005 呂蓁 陽明大學 儲備033
10 170 張子安 輔仁大學 儲備034
11 184 劉芳妤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35
1 013 顏瑋葶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36
3 036 郭宜婕 慈濟科技大學 儲備037
8 130 張芷若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38
2 020 陳英嵐 臺北醫學大學 儲備039
5 077 林潔希 長庚大學 儲備040
8 121 黃婉如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41
1 010 徐文璇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42
1 007 林紫筠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43
14 223 張潔雯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44
12 190 陳柏霖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45
9 141 廖哲賢 輔英科技大學 儲備046
7 112 蔡宛臻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47
9 152 賴蓉新 高雄醫學大學 儲備048
9 151 吳鵑如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49
5 073 黃馨玉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50
7 104 林宜嫻 中國醫藥大學 儲備051
8 123 張舒涵 金門大學 儲備052
17 284 陳一嫻 臺灣大學 儲備053
2 023 黃小慈 臺北醫學大學 儲備054
3 050 謝希言 臺北醫學大學 儲備055
10 169 張珺詠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56
7 118 程子芸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57
1 002 林芳竹 陽明大學 儲備058
18 305 謝青佳 臺灣大學 儲備059
3 040 許語之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60
3 038 曾聖元 臺北醫學大學 儲備061
6 090 王鈺嬋 臺中科技大學 儲備062
7 106 謝函玲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63
9 145 林佳勳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64
14 224 鄧詠方 臺灣大學 儲備065
16 263 劉磊 臺灣大學 儲備066
8 136 曾巧蓉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67
5 082 陳毓婷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68
4 068 廖訢融 長庚大學 儲備069
3 044 曾茄芸 臺北醫學大學 儲備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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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編號 姓名 畢業學校 名次

9 146 沈芸伊 成功大學 儲備071
17 282 翁筠媗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072
9 142 曾伃湉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73
2 022 江佳蓉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74
13 219 趙品淳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075
12 191 葉子華 輔仁大學 儲備076
4 055 孫若珊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77
1 014 黃心恩 陽明大學 儲備078
5 071 呂冠縈 長庚大學 儲備079
11 173 李品範 輔仁大學 儲備080
12 196 黎惠娟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81
13 217 李依靜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82
11 187 王瑀姍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83
18 303 吳芊錥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084
1 016 邵孟婷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85
3 047 姚宣竹 臺北醫學大學 儲備086
2 032 黃婷萱 臺北醫學大學 儲備087
13 218 江殷如 亞洲大學 儲備088
11 186 田秦瑩 大仁科技大學 儲備089
4 067 莊荏蓉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90
4 053 朱育嬋 臺北醫學大學 儲備091
6 101 江玉琳 中國醫藥大學 儲備092
12 202 曾敏容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93
13 205 葉鎔瑄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94
14 238 趙元薇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95
6 102 謝李芊 金門大學 儲備096
6 088 陳雅慧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97
8 124 劉晏昀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098
9 137 薛馥萱 中山醫學大學 儲備099
3 048 潘思妤 慈濟科技大學 儲備100
11 175 蘇珊瑩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01
8 129 柯淳齡 大葉大學 儲備102
4 058 吳珮綺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03
15 245 張智雅 臺灣大學 儲備104
6 086 林友梅 中國醫藥大學 儲備105
18 302 戴琳 臺灣大學 儲備106
7 113 張詩敏 中山醫學大學 儲備107
11 179 莊孟純 輔仁大學 儲備108
15 253 張綺文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09
5 070 高沛瑜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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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編號 姓名 畢業學校 名次

11 174 蔡雅婷 中臺科技大學 儲備111
8 133 王思語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12
6 100 陳佳柔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13
3 035 王學德 臺北醫學大學 儲備114
5 081 林依惠 馬偕醫學院 儲備115
8 131 蔡雅婷 中山醫學大學 儲備116
12 199 徐宇貞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17
4 061 張瑞家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18
13 213 李怡萱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119
12 195 張欣卉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120
13 207 何承恩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121
6 089 張誼蓁 中國醫藥大學 儲備122
17 288 黃昭綺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123
18 304 張汶鎂 長榮大學 儲備124
13 210 張宇沛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125
7 111 林書寧 金門大學 儲備126
9 153 黃于珊 輔英科技大學 儲備127
7 109 涂雅淳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28
14 236 謝婉晴 臺灣大學 儲備129
7 114 陳淅昀 金門大學 儲備130
6 091 廖珮均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31
12 200 林君欣 輔仁大學 儲備132
15 241 林恭賦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33
14 225 李思樊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134
18 290 李中傑 臺灣大學 儲備135
11 176 趙湘玲 輔仁大學 儲備136
2 031 田語婷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37
16 265 林詩涵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38
18 297 林權竑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139
4 052 陳郁晴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40
6 096 楊婷喻 臺中科技大學 儲備141
8 125 吳佳蕙 中山醫學大學 儲備142
12 193 方薈媜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43
16 268 張芳瑜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44
18 301 陳裕仁 長榮大學 儲備145
15 246 徐宇蒨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146
1 011 黃翊展 陽明大學 儲備147
4 064 林宣妤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48
7 115 林威汝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49
15 240 李珮丞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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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編號 姓名 畢業學校 名次

1 003 伍倬慧 義守大學 儲備151
6 093 陳怡君 臺中科技大學 儲備152
9 143 張家毓 成功大學 儲備153
17 289 林思廷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54
2 021 劉俊瑋 義守大學 儲備155
15 242 周哲瑋 臺灣大學 儲備156
16 260 沈庭麗 臺灣大學 儲備157
8 134 溫貽婷 中山醫學大學 儲備158
15 247 陳韻恬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59
5 083 王美娟 長庚大學 儲備160
15 249 唐榛檥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161
7 107 林佳 中國醫藥大學 儲備162
3 042 薛詒文 慈濟科技大學 儲備163
17 278 陳瑨 臺灣大學 儲備164
2 029 陳靖宜 臺北醫學大學 儲備165
4 056 張葳 臺北醫學大學 儲備166
12 203 林昀筠 輔仁大學 儲備167
4 065 陳鉉如 長庚大學 儲備168
8 127 賴怡如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69
7 103 方俞雯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70
1 006 盧韻安 義守大學 儲備171
13 216 陳佳珮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172
1 004 林暉軒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73
15 243 李凌瑄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174
16 256 張瑜庭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75
12 204 謝孟芩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176
18 296 周家瑋 臺灣大學 儲備177
13 211 楊斯喻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78
12 189 林郁彬 大仁科技大學 儲備179
6 097 邱瑀晴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80
12 201 李品容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181
15 252 呂文心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182
14 233 李昀珩 臺灣大學 儲備183
8 122 古婉儒 中山醫學大學 儲備184
17 274 黃姵琁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85
10 157 徐靖玟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86
5 079 童映美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87
16 272 葛芳汝 臺灣大學 儲備188
17 275 黃薇霓 臺灣大學 儲備189
10 168 張景雯 中臺科技大學 儲備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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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55 周德萌 高雄醫學大學 儲備191
11 182 魏若毓 輔仁大學 儲備192
16 259 施文珮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93
18 291 蕭雅萍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194
15 248 黃彥彬 臺灣大學 儲備195
13 215 宋蕓瑄 亞洲大學 儲備196
11 177 吳桂英 中臺科技大學 儲備197
13 209 萬姿宜 慈濟大學 儲備198
13 214 吳宜蘋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199
15 250 賴雅民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200
13 206 徐珮慈 輔仁大學 儲備201
5 074 王琪瑋 長庚大學 儲備202
6 087 許曉芊 馬偕醫學院 儲備203
17 285 黃研鈞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204
16 269 張雅惠 臺灣大學 儲備205
15 254 賴柏吟 臺灣大學 儲備206
10 164 陳鈺瀅 輔仁大學 儲備207
6 098 李欣穎 中國醫藥大學 儲備208
2 024 沈鈺珊 義守大學 儲備209
9 139 林昱含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210
10 163 王君旆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211
1 012 曾宥霖 義守大學 儲備212
4 062 楊頤玟 長庚大學 儲備213
11 185 陳玟霖 輔仁大學 儲備214
17 280 黃字引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215
7 119 郭庭言 中山醫學大學 儲備216
18 299 趙建翔 臺灣大學 儲備217
8 132 陳姵妤 輔英科技大學 儲備218
12 188 陳盈君 輔仁大學 儲備219
8 135 詹依菁 輔英科技大學 儲備220
12 194 黎映彤 輔仁大學 儲備221
5 078 馬慶蓉 馬偕醫學院 儲備222
13 212 林廷芳 慈濟大學 儲備223
1 015 黃姿綺 義守大學 儲備224
10 160 劉又瑄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225
2 025 江欣儒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226
15 255 程敬雯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227
9 149 莊宗翰 高雄醫學大學 儲備228
12 192 劉永昇 大仁科技大學 儲備229
10 166 曾柏瑄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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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97 黃筠晴 輔仁大學 儲備231
2 018 林巧倫 義守大學 儲備232
9 150 黃瑋婷 輔英科技大學 儲備233
2 034 彭郁婷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234
15 239 楊晴羽 臺灣大學 儲備235
18 293 陳彥君 臺灣大學 儲備236
16 261 鄭予歡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237
2 028 陳孟庭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238
2 026 陳玟君 臺北醫學大學 儲備239
11 181 黃柏文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240
2 027 馮恩柔 義守大學 儲備241
11 183 林立涵 大仁科技大學 儲備242
2 033 余佳芬 義守大學 儲備243
4 054 郭俐君 美和科技大學 儲備244
16 271 許維真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245
10 159 牛雅萱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儲備246
15 251 田文瑜 臺灣大學 儲備247
17 279 陳怡婷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248
10 154 許雅雲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249
3 039 陳燕玲 慈濟科技大學 儲備250
7 110 詹惠羽 中國醫藥大學 儲備251
18 300 蔡文鈞 長庚科技大學 儲備252
8 126 吳兒穎 大葉大學 儲備253
10 165 李康綺 中臺科技大學 儲備254
14 226 李鈺雯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255
15 244 葉奕妘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儲備256
4 063 黃惟莘 美和科技大學 儲備257
3 051 蘇雅玲 美和科技大學 儲備258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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