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屆 (68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許勤  陳登來  江宏哲  張玉珍  王丹紅 
 
第二屆 (69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顏全敏 顏秀瓊  陳金珠  蔡慧卿  邱慧芬  郭美貞 
臨床醫學組 柯成國  楊寬弘 
 
第三屆 (70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阮秀月 王秀紅 
臨床醫學組 謝建勳  章家淦(已歿)  蔡榮發 
 
第四屆 (71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簡崇和(已歿)  郭國華  謝汶惠  鍾美英  吳永昌  池華瑋   
            林乾喻  呂榮銘 
臨床醫學組 張英泰 黃高彬  許明木 
 
第五屆 (72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鄭欽華  黃溫容  盧耀華  張玲麗  王蓮成 
臨床醫學組 楊永增 周以和 
 
第六屆 (73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林貴香  方耀珠  蔡烟力  陳玲娜  吳聰能  李仁宗 
臨床醫學組 趙垂勲  李家和  鐘育志 
 
第七屆 (74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蔣  雯  王瑞霞  孫日星(已歿)  蔡麗玉  蕭廷鑫  顏簡美珠  
            蔡美英  鄧珮如 
臨床醫學組 劉家壽  林高田  黃裕勝 
 
第八屆 (75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陳姍姍  李淑絹  林明泉  白秀華  林信仁  陳聰仁  黃蕙琳 
            何美泠  陳幼敏  彭健芳  蕭聖音  邱啟潤  李世隆 
臨床醫學組 張瑞根  黃哲人  陳武元  劉景寬  葉宏軒 
 
第九屆 (76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黃雪貞  楊美賞  盧振豔  褚佩瑜 
臨床醫學組 李秋忠  何坤瑤  顏郁晉  陳忠仁  陳信成  王馨世  許漢銘 
         羅祥麟  陳鴻鈞  王東衛  林曉清 
第十屆 (77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林隆益  高照星  楊美利  楊玉嬌  王靜梅  林雅玲  唐坤元 
         陳志樑  孫玉滿   
臨床醫學組  蔡榮坤  王子豪  段志憲  陳明琮  張肇松 鍾金源  黃文翔 
            莊萬龍  陳榮祥  陳政宏  顏正賢 
 
 
第十一屆 (78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黃忠信  楊秀蘭  許照卿  蔡志仁  廖彥雄  張慧秋  王櫻娟                   
         葉竹來  邱顯肇 
臨床醫學組 白佳欣  林勁甫  周治剛  黃尚志  張茂森  張志賢 
 
第十二屆 (79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林燦城  吳珮琳  賴向榮  王慧姬  吳炳男  陳怡菁  陳季蘭 
         蔡世盟  黃莉文  王凱助  陳美珠 
臨床醫學組 顧進裕  林合鴻  李弘志  朱清華  楊明仁  戴任恭  徐永諭 
 
第十三屆 (80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劉子英  黃美涵  羅怡卿  李素珍  張仲羽  陳雪君  張瑞顯 
         金宜瑋 
臨床醫學組 劉正民  王銘燦  蔡英美  陳偉熹  柯偉恭  戴昌隆  林子堯 
         吳文正  吳登強  黃旭霖 
 
第十四屆 (81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林怡伶  章順仁  陳顯彰  劉淑貞  黃友利  劉啟冬  孫孝賢 
            楊家榮  黃泰穎  韓明榮  姜泰安  陳宏麟  蕭明裕 
臨床醫學組 袁行修  林兌蓬  蔡哲嘉  張中興  陳漢文  楊永裕  周文君 
         鄭碧華  盧榮坤  翁偉哲   
 
第十五屆 (82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呂王慧儀 趙俊彥  林壯澔  沈瑩瑩  黃聰龍  陳怡珊  董宜菁 
         曹德安  李俊德  王俊傑  張慧柔  尹順君  林明政 
臨床醫學組 彭明照  楊森安  蕭璧容  蔡江欽  邱坤興  劉姿吟  張丞賢 
            蔡振榮  黃叔牧  劉水壽 
 
第十六屆 (83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邱貞瑩  呂怡靜  沈冠宏  許絹佩  翁曉玲  周家怡  王銘新 
         范曉雰  洪建中  紀淑華  林柏每  陳香文  趙俊迪  李正亮 
            陳桔根 
 



臨床醫學組 謝瑞彬  許主培  張哲銘  謝惠如   李昱   黃英傑  郭行道 
         許瑞昇  吳玉心  郭功楷  陳振興 
 
第十七屆 (84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鄭光峰  李聰明  陳志良  陳盈憲  黃瓊瑩  黃允志  董玟津 
         文爾雅  蘇淑惠  謝雅倫  邱再添  張絹慧  曾維昌  傅耀賢 
臨床醫學組 黃志仁  黃志中  曾瓊瑜  許晴哲  許世正  楊正暉  李建德 
 
 
第十八屆 (85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劉柏屏  劉明經  江東權  何宛菁  陳懿華  謝翠娟  黃昭祥 
         王純鶯  何金滿  高昭玉  饒曉菁  冀文琪  王垣臨  吳慶軒 
         吳介仁 
臨床醫學組 王照元  吳姿滿 
 
 
第十九屆 (86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蘇茂昌  陳勇良  楊金俢  楊淵傑  馬其瑞  黃瓊洮  吳幸芬 
            李浤岦  莊一全  盧柏先  蔡欣潔 
臨床醫學組 吳錦明  吳孟澤  李碧芳 
 
 
第二十屆 (87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洪敏堂  陳淑媚  江建華  楊淑媛  劉立德  陳蕙雯  劉淑芬 
         王櫻諭  陳燕輝  許晉勳  廖志恆  粱亨真  奚明德 
臨床醫學組 黃淑棻  王智暉  張進富 
 
 
第二十一屆 (88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周封百  徐松柏  林獻誠  張雅雯  劉俊麟  林書愷  蔡耀洲 
         謝雅晶  劉怡慶  鄭孝胥  沈國屏  林錦秀  楊子欣  張雅惠 
          王嘉穗  盧世乾  藍武祥 
臨床醫學組 林志光  楊昆龍  游信良  李文成  金連春  楊正福  戴嘉言 
 
第二十二屆 (89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張穎文  蔡坤寶 尤封陵 李慧芳 陳祈成 萬煥鈺 葉其鎔 
         賴麗珍 林秋吟 蔡玠和 林碧珍 楊名琦 馮敏屏 陳雅玟 
         卓明璇  施慧娟 楊華齡 王宜懿 
臨床醫學組 郭美娟  謝明家  陳毓雯 



第二十三屆 (90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陳香君 柯國禎 葉文婷 高英賢 蔡文哲 陳南妮 黃杏玉 
         林永政 張美音  林育如 李誌雄 吳碧華 蕭惠娟 林芝安 
         彭淑玉 鄭秋敏 王淑容 王珮憓 王俐琄 莊怡惠 陳妙佩 
         劉家嘉  孫鳳卿 
臨床醫學組 陳幸宜  郭弘典  陳嘉誠 藍旻瑜 
 
 
第二十四屆 (91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陳俞仰 蔡秀婷 方愛惠 黃麗如 陳威任 連紳村 李怡琛 
         余韶華 廖祥足 劉美娸 朱立雯 蕭博嘉 陳桓蓉 鄒惠霞 
         陳奕中  林宇駿 黃烱瑋 潘美仁 顧曉佩 張喬棠 陳素瑩 
         杜鴻賓 余桂廷 游美珠 吳淑钏  林清江 
臨床醫學組 邱昭景 蕭惠樺 郭昭宏 林宗憲 王森稔 莊世昌 曾建森 
 
 
第二十五屆 (92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周正忠 柯良胤 吳如恩 呂曙年 王信恩 卲珮琳 蔡妤姍 
         林清玫 陳惠鳳 鄭珮妏 曾建凱 何志豪 蔡佩玲 黃安祥 
         王靖菁  李佳芬 徐嫻樺 鄭筱翎 郭美芳 李正發 蔣尚倫 
         劉怡麟 吳慧君 葉俊宏 余志強  曾陽明 
臨床醫學組  吳介山  賴昱宏  蘇裕傑  吳政毅 余芳榮 劉益昌 蘇娟儀 
         丁珮卿  李志宏 
 
 
第二十六屆 (93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蔡甄妮 李建志 李佩宜 歐建良 莊喬雅 吳順成  陳躍升 
         陳婉姿  陳興保  黃純淇  張昭元  張漴銘  陳美君  林怡伶 
         李靜如  洪曉燕 楊曉芳 王巧伶 曾麗華 劉純雅 黃淑鈴 
         邱芳瑩 李泳鈴 陳建文 蔡明桂 陳宣雅 涂筱芳 林信伶 
         郭岳郡 張玉佩 李昆畝 張由俐 劉明祥 
 
臨床醫學組 陳柏宏 朱志生 蔡秀男  辛世杰  鄭皓碩  吳宜真  吳文誌 
         林鴻裕 洪千蕙 
 
 
第二十八屆 (94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洪羿筑 梁馨仁 莊雁茹 黃俞榮 陳建甫 呂怡萱 徐歷湧 
         鍾惠萱 陳木龍  蕭韻凌 張玲華 高久晴 陳宜慧 葉智景 



         陳柏華 楊婷婷 李怡緻 楊馥鴻 蘇月秋 阮晉弘 陳肇閎 
         何秀雯 沈之翔 謝佩真 蘇昭蓉 蕭勝文 陳怡秀 汪昊緯 
         幸良蘭 周思伶 陳彥谷 楊高奇 康婉儀 蔡易真 何介文 
          陳艷艷 李姿瑩 馮文瑋 王勝嵐 鄭詠如 王珠鳳 王淑珍 
          楊易靜  林季榆 許銘珊 劉純純 
臨床醫學組  林佩瑾 潘文正 林士弼 阮雍順 張文燦 蔡慧珍 王冠元 
         王淳樺 蘇河名 陳重元 李明義 盧奕丞 李香君 
 
 
第二十九屆 (95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許珮蓁 陳瑋琪 陳佩佩 李鴻梅 唐銘蔓 姚竹凌 史佩玉 
         許子涵 蔡雅芬 洪惠珊 章馨仁 蔡豐吉 胡士文 鮑韋伶 
         鄭玉琪 陳妍伶 傅瓊慧 王上彰 蔡明憲 馮久哲 陳雅琴 
         游雅評 蔡明憲  蔡佩伶 溫千慧 馮貞芬  徐愛雅 林心榆 
臨床醫學組  李佳蓉  鄭凱鴻 林柔君 謝孟軒 朱育德 陳太乙 劉家駒 
         林幸宜 王程遠 許英哲 胡晃鳴 
 
 
第三十屆 (96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林宜萱 王雅莉 方語緹 鍾紀培 徐芳儀 詹華蓁 林天立 
         江世宏 吳玉茹 蘇裕峯 林晴雯 曾翠芬 王怡惠 黃雅君 
         陳彥樺 蕭婉君 李曉婷 羅雅婷 鄭惟齡 鄭獻文 陳柏志 
臨床醫學組 張聖明 李永進 陳秀玲 柯宏龍 謝明彥 簡禎佑 梁文貞 
         吳大中 張集武 張祐誠 蕭政岳 
 
第三十一屆 (97 年畢業) 
基礎醫學組  王煥森 蔡聖健 林秋美 洪雅芬 蕭光宏 賴靜玉 盧妙禪 
          張方瑜 沈怡君 蕭惠旭 孫嘉穗 蔡延君  黃瓊惠 黃婉婷 
          姜文弘 陳姿分 吳孟婷 楊佳螢 孫麗珠 李真來 許瑭裕 
          劉玉森 吳宗聲  張祚愷 陳泊志 黃婉婷 陳芳茹 涂芳儀 
          楊松樺 
臨床醫學組  林荏志 李玫萱 吳哲維  卓進益  陳君豪 林漢青 田凱仁 
          李威明 葉信志 許立民 陳煌麒 李敏生 洪薇雯 李政學 
          林育志 郭育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