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 部門 部門名稱 單位專責人員

A000 醫學院 施寶茜

A200 臨床醫學研究所 王怡雯

A220 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A230 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A300 癌症生物學研究所 許霆琍

A320 癌症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A500 免疫學研究所 謝琬琳

A520 免疫學研究所碩士班

A700 基礎醫學研究所 吳佩君

A720 基礎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A730 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A800 老化醫學學位學程

A830 老化醫學學位學程博士班

A900 醫學院轉譯醫學學位學程

A930 醫學院轉譯醫學學位學程博士班

AA00 醫學系 陳怡臻

AA10 醫學系學士班

AA11 解剖學科

AA12 生化學科

AA13 微生物學科

AA14 生理學科

AA15 病理學科

AA16 藥理學科

AA17 寄生蟲學科

AA18 社會醫學科

AA19 內科學科

AA1A 外科學科

AA1B 婦產學科

AA1C 小兒學科

AA1D 耳鼻喉學科

AA1E 家庭醫學科

AA1F 復健學科

AA1G 神經學科

AA1H 腫瘤治療學科

AA1I 精神醫學科

AA1J 實驗診斷學科

AA1K 泌尿學科

AA1L 皮膚學科

AA1M 眼科學科

AA1N 放射線學科

AA1O 麻醉學科

AA1P 骨科學科

AA1Q 急診醫學科

AA1R 核子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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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S 放射腫瘤學科

AP00 國際生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

AP30 國際生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博士班

EL00 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研究所

EL00 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AZ00 醫學院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學位學程 許霆琍

AZ30 醫學院癌藥學位學程博士班

E400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許銘津

E410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學士班

E420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碩士班

EB00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儲慧玫

EB10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學士班

EB20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

醫學研究部 8600 醫學研究部

AB00 牙醫學系 謝幸順

AB10 牙醫學系學士班

AB20 牙醫學系碩士班

D000 公共衛生學院 張彥華

D300 生物統計研究所 陳沛慈

D320 生物統計研究所碩士班

D400 公共衛生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D420 公共衛生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

DA00 公共衛生學系 張理莉

DA10 公共衛生學系學士班

DA20 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DA30 公共衛生學系博士班

DB00 醫務管理學系 李靜怡

DB10 醫務管理學系學士班 施婉菁

DB20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DB21 醫管系在職專班 施婉菁

DC00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柯瑞璋

DC10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學士班

DC20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班

DC21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DE00 健康風險管理學系 蔡珮嘉

DE10 健康風險管理學系學士班

DE20 健康風管管理學系碩士班

DF00 人畜共通傳染病碩士學位學程

DF20 人畜共通傳染病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

DH00 生物統計中心

DH10 服務組

DH20 教學組

J000 生技製藥暨食品科學院

J100 製藥碩士學位學程 謝宜芳

醫學院

牙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院

生技製藥暨食品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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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20 製藥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

JB00 藥用化妝品學系

JB10 藥用化妝品學系學士班

JB20 藥用化妝品學系碩士班

JC00 營養學系 呂佳俐

JC10 營養學系學士班

JC20 營養學系碩士班

JC30 營養學系博士班

JD00 生物科技學系 謝秋鳳

JD10 生物科技學系學士班

JD20 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JD30 生物科技學系博士班

E000 健康照護學院 賴文楓

EA00 護理學系 洪鳳凰

EA10 護理學系學士班

EA20 護理學系碩士班

ED00 物理治療學系 李晋鋌

ED10 物理治療學系學士班

ED20 物理治療學系復健科學碩士班

EE00 運動醫學系 劉夙真

EE10 運動醫學系學士班

EF00 口腔衛生學系 蕭詩紜

EF10 口腔衛生學系學士班

EG00 放射技術學系

EG10 放射技術學系學士班

EH00 二年制營養學系

EI00 二年制護理技術學系

EJ11 二年制護理學系學士班(舊制)

EJ12 二年制護理學系學士班(3年)

EJ13 二年制護理學系學士班(2年)

EJ14 二年制護理學系學士在職專班

EK00 二年制呼吸治療學系 許美玉

EK11 二年制呼治學士在職專班

EL00 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游雨涵

EL20 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

C000 藥學院 謝雅如

CA00 藥學系 陳又嘉

CA10 藥學系學士班

CA20 藥學系碩士班

CA30 藥學系博士班

B000 中醫學院 黃可榮

B100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 紀采嬪

B120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碩士班

B130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博士班

生技製藥暨食品科學院

健康照護學院

藥學院

中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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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00 針灸研究所 紀采嬪(針灸)

B320 針灸研究所碩士班

B330 針灸研究所博士班

B400 國際針灸學位學程 殷夢婷

B420 國際針灸學位學程碩士班

B500 中獸醫碩士學位學程 張東迪

B520 中獸醫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 張東迪

BA00 中醫學系 張祐銘

BA10 中醫學系學士班

BA11 中醫內科學科

BA12 中醫針灸學科

BA13 中醫方藥學科

BA14 中醫外傷學科

BA15 中醫診斷學科

BA16 中醫基礎學科

BA17 中醫學系學士班甲組

BA18 中醫學系學士班乙組

BA19 中醫婦兒學科

BA20 中醫學系碩士班

BA30 中醫學系博士班

BB00 學士後中醫學系 周沁琳

BB10 學士後中醫學系學士班

BB11 中醫內科學科

BB12 中醫針炙學科

BB13 中醫方藥學科

BB14 中醫外傷學科

BB15 中醫診斷學科

BB16 中醫基礎學科

BB17 後中中醫婦兒學科

JA00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蔡宜芳

JA10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學士班

JA20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碩士班

JA30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博士班
中台灣醫學科學雜誌編

輯委員會
8440 中台灣醫學科學雜誌編輯委員會

中草藥研究中心 3I00 中草藥研究中心

中草藥農林實驗場 5400 中草藥農林實驗場 郭昭麟
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

院研究倫理委
8460 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研究倫理委

中醫暨針灸研究中心 3200 中醫暨針灸研究中心

立夫中醫藥展示館 5300 立夫中醫藥展示館 蘇楚萱

3A00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林慧雅

3A10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基因多樣性組

3A20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生物技術組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中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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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30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生態多樣性組

生醫工程研發中心 3G00 生醫工程研發中心 段正仁

3E00 都築傳統藥物研究中心

3E10 都築藥物研究中心-國際交流行政組

G000 通識中心 劉宣辰

GA00 語文教學中心 楊登翔

GB10 藝術中心 黃意淳

免疫醫學研發中心 3J00 免疫醫學研發中心

腫瘤醫學研究中心 3H00 腫瘤醫學研究中心

3300 資訊中心 王暐淨

3310 資訊中心-行政支援組

財務室 2900 財務室 林毓珊

董事會 1000 董事會 黃煜光

募捐委員會 8450 募捐委員會 林佳瑩

3100 推廣教育中心 張瑋筑

3110 推廣教育中心行政組

3600 教師培育暨發展中心 周姍姍

3630 教師培育暨發展中心教學資源組

2200 教務處 江宛蓁

2250 招生組

2260 學習中心

2280 註冊課務組

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 8300 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 -

2D00 產學合作處

2D30 生物科技發展育成中心 戴安琪

2D40 行政組

2E00 國際事務處

2E40 國際暨兩岸事務中心 郭文華

2E60 醫院事務中心

人力資源室 2800 人力資源室 吳佳玲

研究生事務處 2F00 研究生事務處 林清發

2500 研究發展處

2510 校務發展組

2560 行政組 廖彣欣 

2570 實驗動物中心 關智尤

2580 研究計畫

校長室 2100 校長室 洪育琳

副校長室 2110 副校長室 洪育琳

校長室 2E50 公共關係中心

2600 圖書館

2640 圖書館閱覽組

2650 圖書館北港分館

2660 圖書館技術服務組 曹麗美

2670 圖書館讀者服務組

教務處

產學合作處

國際事務處

研究發展處

圖書館

教師培育暨發展中心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都築傳統藥物研究中心

通識中心

資訊中心

推廣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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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 學務處

2360 服務學習中心 蔣雅婷

2370 課外活動組 徐郁涵

2380 職涯發展暨校友聯絡組 林欣儀

2390 軍訓暨生活輔導組 陳秐扦

23A0 健康中心 羅逸帆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 8420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 許銘津

環安室 2C00 環安室 楊日昇

2400 總務處

2410 文書組 白于非

2420 事務組 黃珮㚬

2430 保管組 潘靜慧

2431 保管組(不動產)

2432 保管組(動產)

體育室 2A00 體育室 沈嫦萍

6000 北港分部

6010 教務分組

6020 學務分組

6030 總務分組 郭幸蕙

總務處

北港分部

學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