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年度-1081 課名-實驗動物飼養管理及操作技術 課號-M320132T

序號 班別 姓名 學號 職稱 證書字號

1 食品科學系 方○○ 00539011 大學生

2 食品科學系 蘇○○ 00539014 大學生

3 食品科學系 蔡○○ 00539020 大學生

4 食品科學系 蔡○○ 00539046 大學生

5 食品科學系 溫○○ 00539059 大學生

6 食品科學系 林○○ 0053A015 大學生

7 食品科學系 李○○ 0053A021 大學生

8 食品科學系 吳○○ 0053A024 大學生

9 食品科學系 吳○○ 0053A037 大學生

10 食品科學系 陳○○ 0053A044 大學生

11 食品科學系 陳○○ 0053A050 大學生

12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曾○○ 0053B007 大學生

13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陳○○ 0053B013 大學生

14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林○○ 0053B028 大學生

15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陳○○ 0053B041 大學生

16 食品科學系 王○○ 00639003 大學生

17 食品科學系 楊○○ 00639010 大學生

18 食品科學系 楊○○ 00639019 大學生

19 食品科學系 徐○○ 0063A001 大學生

20 食品科學系 李○○ 0063A036 大學生

21 食品科學系 楊○○ 0063A201 大學生

22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黃○○ 0063B007 大學生

23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詹○○ 0063B008 大學生

24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鄭○○ 0063B013 大學生

25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游○○ 0063B028 大學生

26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林○○ 0063B038 大學生

27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李○○ 0063B052 大學生

28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魏○○ 0063B302 大學生

29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李○○ 1053B014 碩士生

30 食品科學系 溫○○ 10732011 碩士生

31 食品科學系 曾○○ 10732014 碩士生

32 食品科學系 賴○○ 10732030 碩士生

33 食品科學系 楊○○ 10732036 碩士生

34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周○○ 1073B018 碩士生

35 食品科學系 陳○○ 10832002 碩士生

36 食品科學系 李○○ 10832009 碩士生

37 食品科學系 姜○○ 10832018 碩士生

38 食品科學系 陳○○ 10832019 碩士生

39 食品科學系 林○○ 10832022 碩士生

40 食品科學系 翁○○ 10832028 碩士生

41 食品科學系 洪○○ 10832029 碩士生

42 食品科學系 陳○○ 10832030 碩士生

43 食品科學系 張○○ 10832031 碩士生

44 食品科學系 陳○○ 10832034 碩士生



45 食品科學系 紀○○ 10832036 碩士生

46 食品科學系 古○○ 10832039 碩士生

47 食品科學系 柯○○ 10832042 碩士生

48 食品科學系 林○○ 10832045 碩士生

49 食品科學系 陳○○ 10832051 碩士生

50 食品科學系 陳○○ 10832053 碩士生

51 食品科學系 盧○○ 10832054 碩士生

52 食品科學系 張○○ 10832056 碩士生

53 食品科學系 吳○○ 10832057 碩士生

54 食品科學系 謝○○ 10832059 碩士生

55 食品科學系 黃○○ 10832068 碩士生

56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黃○○ 1083B005 碩士生

57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李○○ 1083B015 碩士生

58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林○○ 1083B023 碩士生

59 食品科學系 林○○ 20732002 博士生

60 水產養殖學系 葉○○ 20833001 博士生

61 水產養殖學系 林○○ 20833003 博士生

62 食品科學系 鄭○○ 30442025 進修學士生

63 食品科學系 蕭○○ 30542020 進修學士生

64 食品科學系 伍○○ 30642001 進修學士生

65 食品科學系 胡○○ 30642002 進修學士生

66 食品科學系 賴○○ 30642004 進修學士生

67 食品科學系 劉○○ 30642008 進修學士生

68 食品科學系 阮○○ 30642205 進修學士生

69 食品科學系 張○○ 30742206 進修學士生

70 食品科學系 陳○○ 40742006 在職碩士生

71 食品科學系 鄭○○ 40742009 在職碩士生

72 食品科學系 何○○ 40742012 在職碩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