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士班畢業名錄 

 
第一屆 (73 年畢業) 
葛應欽 
 
第二屆 (74 年畢業) 
黃宏圖  柯成國  林德賢 
 
第三屆 (75 年畢業) 
張寶樹  吳永昌  黃俊雄 
 
第四屆 (76 年畢業) 
鍾美英  何先聰 
 
第五屆 (77 年畢業) 
顏全敏  吳聰能  黃高彬  蔡烟力  陳順勝  洪秀貞  邱慧芬 
 
第六屆 (78 年畢業) 
莊麗月  李金德  藍守仁  鍾蝶起 
 
第七屆 (79 年畢業) 
蔡榮發  邱欽元  王蓮成  陳素惠  嚴雅音 
 
第八屆 (80 年畢業) 
陳贊如  林信仁  徐雪瑩  周以和  許文燦 
 
第九屆 (81 年畢業) 
盧勝男  陳英富  林綉茹  蔣連財  鍾相彬  謝建勳  許  勤  王建平      
劉景寬  彭健芳  吳信昇  郭國華 
 
第十屆 (82 年畢業) 
張玲麗  邱世欣  莊萬龍  黃哲人  王起杰  鄭海倫  蔡錦蓮  蔡麗玉 
陳信成  白秀華  高照星  楊竹茂  莊季瑛  江宏哲  張基隆 
 
第十一屆 (83 年畢業) 
陳玲娜  洪文俊  潘碧珍  葉竹來  林貴香 
 



第十二屆 (84 年畢業) 
陳武元  王致仁  羅韻珊  盧俊泰  吳炳男  楊淑齡  江博暉 
 
第十三屆 (85 年畢業) 
顏正賢  顏懷慈  陳正宗  林雙金  蔡佩玲  謝淑芬  楊美賞  蔡英美 
陳雪君  吳文正  楊美利  張慧柔 
 
第十四屆 (86 年畢業) 
邱正芬  白佳欣  羅怡卿  蔡志仁  陳明潭  陳信穎  辛錫璋  陳榮祥 
關皚麗  蕭廷鑫  莊豔凰  李正亮 
 
第十五屆 (87 年畢業) 
黃茂雄  姜泰安  賴秋蓮  蔡賽美  楊堉麟  章順仁  林柏每  黃俊農 
蔡世盟 
 
第十六屆 (88 年畢業) 
陳理椎  陳昌裕  黃友利  楊玉嬌  賴向榮  謝悅齡  譚棉心  何美泠 
劉子英  陳香文  謝雅倫 
 
第十七屆 (89 年畢業) 
吳佩芳  劉家壽  張仲羽  褚佩瑜  余明隆  陳鴻鈞  李洮俊  張家禎 
王姿乃  李建宏  黃允志  謝翠娟  尹順君  黃昭祥  林昭宏 
 
第十八屆 (90 年畢業) 
黃旭霖  王雙桂  張慧秋  何宛怡  黃莉文  楊秀蘭  吳登強  陳立宗      
梁至中  饒曉菁  李豫玲  李碧芳 
 
第十九屆 (91 年畢業) 
林盟喬  許晉勲  莊一全  張丞賢  蔡文展  郭功楷  陳明資  陳昶翰 
劉麗芬  李德修  賴豐傑 
 
第二十屆 (92 年畢業) 
林榮峙  曾維昌  吳孟澤  吳佳鴻  李宗興  鄭智美  許振原  張立青 
王照元  周伯禧  顏正芳  蔡尚學  方富民 
 
第二十一屆 (93 年畢業) 
劉大智  王文心  謝雅晶  楊敏諭  吳國揚  張一旋  許瑞昇  李素珍      
田英俊  洪國盛  呂宗禧  陳彥旭  張中興  蘇志汾  吳慶軒  廖偉廷 



劉立德  黃書彬  沈國屏 
 
 
第二十二屆 (94 年畢業) 
李築宜  梁家華  戴任恭  余廣亮  吳佩芬  王慧儀  劉淑芬  陳怡芳 
張榮參 
 
第二十三屆 (95 年畢業) 
呂怡靜  李俊德  洪慧珊  林慧麗  蔡文玲  蔡秀婷  張永福  蔡季君      
黃郁淳  劉貴玄  王錠釧  王森稔  葉耀宗 
 
第二十四屆 (96 年畢業) 
董慧萍  陳嘉圻  林才民  李建德  藍政哲  陳怡菁  陳燕輝  楊淑瑜 
莊才德  陳善策  鄭大山  胡婉萍  王淑容  陳琮棋  吳俐慧  陳建安 
林宗憲  張美音 
 
第二十五屆 (97 年畢業) 
林壯澔  謝明家  葉景生  許銘娟  蔡宏津  吳昌翰  吳佩昌  施慧娟      
鄭秋敏  蔡朝仁  戴嘉言  潘美仁  林冠華  徐歷彥  蔡榮坤  林明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