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女生宿舍 1A 樓寢室床位分配表 
寢室

編號

第一床 第二床 第三床 第四床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2101 教職員室 

2102 教職員室 

2103 教職員室   

2104 公衛 王０涵 公衛 郭０璇 公衛 黃０恩 公衛 羅０昀 

2105 公衛 楊０萱 公衛 張０淳 公衛 林０婷 公衛 方０瑜 

2106         

2107 宿舍辦公室 

2108 洗衣室 

2109 公衛 林０璇 公衛 尤０婷 公衛 洪０涵 公衛 王０熒 

2110 公衛 林０欣 公衛 李０瑋 公衛 周０安 公衛 賴０伊 

2111 復健室 

2112 儲藏室 

2113 輔導員室 

    樓長：公衛陳０昱   

備註:女舍 1F A 區:現住人數:16 人，可供學生床數:20 床 



106 學年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女生宿舍 1B 樓寢室床位分配表 
寢室

編號

第一床 第二床 第三床 第四床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2114 公衛 廖０右 公衛 曾０凰 公衛 蔡０倫 公衛 羅０蓁 

2115 公衛 吳０玫   公衛 黃０惠 公衛 梅０捷 

2116 公衛 陳０昱 公衛 林０如 公衛 彭０綺   

2117 公衛 鄭０安 營養 蔡０璇   公衛 莊０茹 

2118 公衛 林０君 公衛 林０儀 公衛 劉０淇 公衛 林０葳 

2119 公衛 張０渟 公衛 彭０芹 公衛 高０珣 公衛 吳０謙 

2120 公衛 許０怡 公衛 陳０安 公衛 陳 ０ 公衛 許０如 

2121 公衛 陳０臻 公衛 梁０晏 公衛 梁０容 公衛 張０雯 

2122 公衛 邱０瑄 公衛 賴０涵 公衛 周０卉 公衛 黃０慧 

2123 公衛 賴０君 公衛 陳０妤 公衛 林０嬙 醫放 鍾０津 

2124 公衛 游０瑩 公衛 羅０晴 公衛 蔡０宇 公衛 黃０比 

2125 公衛 陳０寧 公衛 柯０柔 公衛 梁０欣 公衛 王０臻 

2126 洗衣室 

 樓長：公衛陳０昱   

備註:女舍 1F B 區:現住人數:45 人，可供學生床數:48 床 



106 學年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女生宿舍 2A 樓寢室床位分配表 
寢室

編號

第一床 第二床 第三床 第四床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2201 教職員室 

2202 醫放 黃０慈 醫放 葉０君 醫放 魏０瑩 醫放 吳０欣 

2203 醫放 黃０儀 醫放 張０如 醫放 許０晴 醫放 高０亭 

2204 醫放 戴０雲 醫放 黃０雅 醫放 孫０淇 醫放 李０璇 

2205 醫放 崔０茹 醫放 林０沁 公衛 黃０綸 醫放 許０緁 

2206 醫放 許０馨 醫放 郭０惠 醫放 傅０瑄 醫放 劉０谷 

2207 醫放 陳０涵 醫放 林０妤 醫放 林０雲 醫放 王０琪 

2208 醫放 黃０安 醫放 連０靚   醫放 黃０瑄 

2209 醫放 王０臻 醫放 陳０遠     

2210 生科 林０廷 生科 屈０芸 生科 呂０澄 生科 陳０瑩 

2211 生科 黃０寧 生科 陳０尹 公衛 蔡０宇 公衛 李０璇 

2212 生科 蔡０珈 生科 徐０婷 生科 巫０昀 生科 盧０妤 

2213 生科 陳０容 生科 劉０綾 生科 姚０伶 生科 高０晴 

  樓長：公衛陳０容   

備註:女舍 2F A 區:現住人數:45 人，可供學生床數:48 床 



106 學年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女生宿舍 2B 樓寢室床位分配表 
寢室

編號

第一床 第二床 第三床 第四床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2214 生科 陳０閔 生科 林０婷 生科 黃０筑 生科 吳０蒡 

2215 生科 吳０君 生科 吳０芊 生科 蕭０宣 生科 汪０合 

2216 生科 蕭０怡 生科 周０君 公衛 魏０亘 生科 徐 ０ 

2217 生科 蔡０棻 生科 劉 ０ 生科 王０涵 生科 林０均 

2218 公衛 王０雲 公衛 熊０儀 公衛 葉０翎   

2219 公衛 楊０臻 公衛 楊０淳 公衛 游０梅 公衛 吳０芳 

2220 公衛 石０儀 公衛 葉０妤 公衛 黃０安 公衛 簡０恩 

2221 公衛 葉０筠 公衛 蕭０婷 公衛 謝０玲 公衛 曾０媛 

2222 公衛 宋０語 公衛 宋０汝 公衛 黃０琁 公衛 陳０妍 

2223 公衛 蔡０家 公衛 顏０芳 公衛 黎０芸 公衛 黃０諦 

2224 公衛 黃０慈 公衛 蔡０妤 公衛 陳０雲 公衛 廖０加 

2225 公衛 孫０涵 公衛 黃０玲 公衛 張０瑄 公衛 簡０誼 

2226 耐震工程不排床 

  樓長：公衛陳０容    

備註:女舍 2F B 區:現住人數:47 人，可供學生床數:48 床 



106 學年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女生宿舍 3A 樓寢室床位分配表 
寢室

編號

第一床 第二床 第三床 第四床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2301 自  習  室
 

2302 運醫 黃０琪 運醫 王０方 運醫 李０萱 運醫 柯０蓁 

2303 運醫 許０萱 運醫 呂０家 運醫 鍾０琪 運醫 周０婕 

2304 運醫 林０辰 運醫 黃０懷 運醫 馮０棋 運醫 謝０凡 

2305 運醫 吳０諭 運醫 許０主 運醫 莊０茜 運醫 林０臻 

2306 運醫 黃０宜 運醫 符０宣 運醫 錢０琪 運醫 林０翎 

2307 運醫 簡０玲 運醫 吳０余 
運 醫

香港 
沈０兒 

運醫

香港 
梁０玲 

2308 運醫
 

劉 ０
 

運醫
 

余０萍 運醫
 

嚴０舫 
運醫

馬來
 林０薇

 

2309 醫技 趙０蓉 醫技 許０方 醫放 林０汝 醫技 趙０雯 

2310 醫技 林０薇 醫技 宋０璇 醫技 林０辰 醫技 羅０蘋 

2311 醫技 王０真 醫技 張０瑄 醫技 陳０安   

2312 醫技 廉０茵 醫技 陳０芯 醫技 呂０瑜 醫技 陳０靜 

2313 醫技 周０暄 醫技 鄭０臻 醫技 李０羚 醫技 陳０蓉 

  樓長：藥妝陳０帆   

 備註:女舍 3F A 區:現住人數:47 人，可供學生床數:48 床 



  樓長：藥妝陳０帆   

備註:女舍 3F B 區:現住人數:47 人，可供學生床數:48 床 

 

106 學年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女生宿舍 3B 樓寢室床位分配表 
寢室

編號

第一床 第二床 第三床 第四床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2314 醫技 廖０帆 醫技 林０俞 醫技 陳０翎 
醫技

香港 
張０文 

2315 
醫技馬

馬來 
沈０寧 醫技

澳門 
殷０丹 醫技 鄭０綺 醫技 李０倫 

2316 藥妝 邱０婷 藥妝 陳０慧 藥妝 張０文 藥妝 許０蘋 

2317 藥妝 洪０涵 藥妝 樊０汧 藥妝 蕭０珊 藥妝 呂０珈 

2318 藥妝 廖０嘉 藥妝 江 ０ 藥妝 李０綺 藥妝 杜０家 

2319 藥妝 楊０倫 藥妝 王０晴 藥妝 鄭０昕 藥妝 洪０筠 

2320 藥妝
 

陳０帆 藥妝
 

鍾０霖 藥妝
 

周０蓉 藥妝
 
許０羚 

2321 藥妝 張０晴 藥妝 楊０瑀 藥妝 沈０頤 藥妝 范０筠 

2322 藥妝 鄭０清 藥妝 黃０娟 藥妝 李０穎 藥妝 陳０如 

2323 
藥妝 莊０婷 藥妝 張０翊 藥妝 蓮０婷 藥妝 林０岑 

2324 
藥妝 徐０婷 

藥 妝

澳門 邱０雯 
藥 妝

香港 陳０琼 藥妝 趙０萱 

2325 藥妝
 
陳０軒 藥妝

 
許０玲 藥妝

 
阮０錢   

2326 耐震工程不排床 



106 學年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女生宿舍 4A 樓寢室床位分配表 
寢室

編號

第一床 第二床 第三床 第四床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2401 耐震工程不排床 

2402 中資 張０儀 中資 鄭０璇 中資 胡００穎 中資 吳０恩 

2403 中資 徐０蓉 中資 陳 ０ 中資 陳０均 中資 莊０雯 

2404 中資 藍０婷 中資 曾０瑜 中資 林０霓 中資 吳０芸 

2405 物治 蘇０瑄 物治 金０璇 物治 呂０歡 物治 倪 ０ 

2406 物治 涂０雅 物治 連０伶 物治 鄭０如 物治 趙０筑 

2407 物治 胡０軒 物治 黃０卉 物治 謝０汝 物治 喬０安 

2408 物治 劉０汶 物治 邱０渟 物治 蔡０君 物治 王０萱 

2409 物治 劉０廷 物治 徐０如 物治 朱０瑜   

2410 物治 林０伶 物治 謝０庭 物治 陳０欣   

2411 物治 王０嘉 物治 陳０深 物治 余０誼 物治 黃０柔 

2412 物治 陳０芳 物治 陳０伶 物治 李０嬋 物治 徐０瑩 

2413 醫放 周０吟 護理 林０容 
醫放

香港 
朱０泓 醫放 許０芳 

  樓長：護理林０怡 

備註:女舍 4F A 區:現住人數:46 人，可供學生床數:48 床 

 



106 學年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女生宿舍 4B 樓寢室床位分配表 
寢室

編號

第一床 第二床 第三床 第四床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2414   護理 王０儒 護理 吳０軒 護理 范０庭 

2415 護理 黃０潔 護理 胡０方   護理 何０瑜 

2416 護理 楊０筠 護理 高０綺 護理 林０彤 護理 李０蓁 

2417 護理 姜０茹 護理 林０蓉 護理 劉０含 護理 黃 ０ 

2418 護理 鄧０昀 護理 關０倢 護理 周０妘 護理 黃０琳
 

2419 護理 陳０蓁 護理 張０妤 護理 嚴０渝 護理 許０婕 

2420 護理 黃０榕 護理 李０樺 護理 邱０琪 護理 黃０心 

2421 護理 曾０昕 護理 葉０廷 護理 鍾０妤 護理 梁０芸 

2422 護理 黃０軒 護理 黃０騏 護理 李 ０ 護理 黃０芮 

2423 護理 林０妘 護理 葉０晴 護理 杜０真 護理 徐０蔚 

2424 護理 陳０璇 護理 陳０如 
護理 

馬來 
廖０倩 

護理 

香港 
梁０祁 

2425 護理 林０怡 護理 何０依 護理 黃０璇 護理 張０鈴 

2426 自  習  室 

  樓長：護理林０怡 

備註:女舍 4F B 區:現住人數:46 人，可供學生床數:48 床 

 



106 學年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女生宿舍 5A 樓寢室床位分配表 
寢室

編號

第一床 第二床 第三床 第四床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2501 自   習   室 

2502 營養 張０涔 營養 廖０伃   營養 林０豫 

2503 營養 汪０媜 營養 黃０慈 營養 周０璇 營養 陳０霏 

2504 營養 林０潔 營養 呂０瀅 營養 湯０婷 營養 楊０宜 

2505 營養 史０宜 營養 劉０毓 營養 蔡０庭 營養 連０琁 

2506 營養 顏０綺 營養 簡０真 營養 連０筑 營養 陳０蓉 

2507 營養 洪０貽 營養 吳０橙 營養 李０瑩 營養 楊０如 

2508 營養 羅０方 營養 吳０萱 營養 翁０貽 營養 傅 ０ 

2509 營養 廖０溱 營養 范０晴 營養 林０妤 營養 王０祈 

2510 營養 林０綾 營養 林０軒 營養 李０欣 營養 孫０慈 

2511 營養 黃０甯 營養 鄭０宜 營養 黃０玉 營養 張０文 

2512 營養 楊０茜 營養 劉０妤 營養 葉０秀 
營 養

澳門 
陳０淇 

2513 營 養

澳門 
林０茵 營養 譚０可 營養 李 ０ 營養 許０筠 

  樓長：營養許０筠   

備註:女舍 5F A 區:現住人數:47 人，可供學生床數:48 床 

 



106 學年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女生宿舍 5B 樓寢室床位分配表 
寢室

編號

第一床 第二床 第三床 第四床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系班 姓 名 

2514 公衛 鍾０羽 公衛 劉０筑 公衛 李０璇 公衛 葉０妤 

2515   公衛 蕭０云 護理 陳０安 公衛 陳０孜 

2516 公衛 涂０宇 公衛 林０君 公衛 蘇 ０ 護理 周０竹 

2517 公衛 莊０珊 物治 蔡０純 公衛 吳０珊 公衛 葉０菁 

2518 公衛 黃０庭 公衛 李０芬 護理 盧０芯 護理 林０蓁 

2519 護理 鄭０芳 護理 陳０欣 護理 潘０婷 護理 盧０婷 

2520 營養 黃０芯 營養 林０柔 營養 王０予 營養 林０真 

2521 營養 袁０臻 營養 林０萱 營養 許０蘭 
營 養

緬甸 
番０順 

2522 醫技 林０珊 醫技 簡０珊 醫技 張０芮 醫技 劉０華 

2523 藥妝 何０庭 藥妝 邱０靖 生科 賴０芸 生科 張０禎 

2524 中資 潘０蓁 中資 陳 ０ 中資 吳０柔 中資 陳０庭 

2525 醫放 張０綾   運醫 盧０佑   

2526         

  樓長：營養許０筠 

備註:女舍 5F B 區:現住人數:45 人，可供學生床數:52 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