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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學士班(第十一屆)

洪志禎 郭家伶 凃懿珈 劉開法 曾奕凱 柯惠恩 童琬茹 呂俊逸
陳琤霓 陳巧芸 陳品劦 薛駿崴 陳 靚 黃博熙 吳品潤 李昀潔
胡育誠 郭宜臻 曾裕凱 簡銘彥 李偉豪 張晴雯 陳鈺蕙 蔡佩玲
任桓毅 林逸宣 施秉宏 吳孟哲 顏伯任 朱曼菱 蔡易臻 林佩瑜
李深麟 蔡其真 林湘庭
分生碩士班(第十六屆)

張耕翔 張元斌 梁阿凍 詹珮佩 陳胤甄 黃詩媛 許嵐億 吳彥儒
蔡侑珊 林雨宣 莊弼堯 林暄慈
生醫碩士班(第九屆)

劉伊恩 溫欣儀 紀承霖 林欣穎 林均潔 甘家華 莊文晴 黃瑋承
分生博士班(第七屆)

劉韋亭 蔡忠斌 李建德 王壯銘 陳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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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幼萱 陳亮穎 劉育誠 黃暐婷 蔡睿哲 李建毅 周 靖 陳綿綿
陳詩宜 蔡明軒 梁書慈 陳廷恩 洪禹程 陳韻萱 李泓漢 林暄慈
高瑭淯 李國宏 簡文鼎 洪翎甄 黃子豪 余智暐 曾煒泰 黃瑋承
陳瑋鑫 楊士鋐 蔡景薇 王韋博 賴政儂 黃楷鈞 李彩寧 何柏融
劉信裕
分生碩士班(第十五屆)

沈佳穎 陳瀚博 羅嫀媜 黃家郁 張詠琳 黃潔翎 杜承偉 王敦吾
蔡汶諼 李宜宣 邱子容 翁佩鈺
生醫碩士班(第八屆)

李易達 蕭天佑 方議賢 林芷伃 曾珮萁 賴姵瑄 張君輝 黃曾絃宇
許寶寶
分生博士班(第六屆)

葉佳銘 呂啟禎 謝小燕 趙崇男 余芝嘉 陳伯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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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開旭 林詩詠 劉益彰 鍾宜家 劉旭桐 王宜評 吳佩琪 李亭嬑
杜頌慈 李致遠 謝孟倫 趙彥甯 張元斌 翁佩鈺 劉育誠 林子捷
鄭秀貞 呂睿鳴 羅允信 林裕凱 林芷萱 梁阿凍 紀子勤 蘇伯憲
分生碩士班(第十四屆)

張政彥 郭子睿 鄭承平 鄭雅仍 陳似姍 陳威廷 邱子軒 洪唯力
董俊鑫 黃玫毓 廖辛威 黃淑媛
生醫碩士班(第七屆)

盧彥哲 陳泰元 張哲瑋 周明杰 蔡政宏 江致瑩 莊凱盛 楊家齊
翁家儂 鄭螢瞳
分生博士班(第五屆)

賴怡卉 黃光永 林宏益 莊函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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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碩賢 陳俊宇 黃曾絃宇 魏郁珊 張耕翔 黃家郁 鄭雅婷 李偉全
黎芷琪 許博程 黃淑媛 林欣蓉 丁韋丞 洪柏任 丁 衡 任楚瑜
王康亘 徐宛鈴 林彥志 游雅涵 胡穎綺 郭靜怡 盧意翔 紀幸玟
蔡玉薰 林其瑩 盧昱融 劉雋恩 劉碧珊 許瓊方 羅筠輝 林怡華

邱桂薰 余聖言 呂欣蓉 邱傳吉
分生碩士班(第十三屆)

楊宇軒 古佾筑 黃紹清 游昆樺 張淳淳 陳俞伶 邱若甄 謝昀臻
黃惠聖 呂洸彥 徐莞婷 李璟倫 黃雯宇 張育豪 游智翔
生醫碩士班(第六屆)

白美育 褚怡茹 林孟儒 黃智源 王鈺婷 陳亦禎
分生博士班(第四屆)

游惠君 蔡昆道 盧重光 林郁珊 賴芃燁 許家禎 丁肇瑩 杜東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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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薪崴 童旻浩 范錦財 麥淑媛 王涵羽 劉一萱 王啟唐 黃冠銘
褚怡茹 李柏萱 黃馨賢 鄭承平 呂家瑩 郭明翰 王怡婷 唐銘甫
許巧宜 邱子軒 鄭聿宏 周冠廷 吳鎮安 陳冠龍 黃揆勻 黃紫欣
林冠翰 王思又 游凱恩 林大為 陳韋名 董俊鑫 張智雄 吳晏婷
潘啟維 謝豐澤 米力真 葉國耀 鍾建弘
分生碩士班(第十二屆)

揚昇儒 鄧怡芳 林沛蓁 吳宗憲 林永富 曾挺銓 黃育甫 張亦雯
范盛忠 張益彰 黃品潔 蘇虹綺
生醫碩士班(第五屆)

林紀汾 曾莉涵 曾齡慧 翁而瑩 陳敬華 鄭雅萍 鄭學澤 林清偉
林原禾 黃翊誠 李依儒
分生博士班(第三屆)

王梓帆 黃則達 周建良
100 學年度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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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啟揚 毛韋智 陳慶瑜 張能智 吳東臻 曹家綱 邱聖硯 郭瀅安

李睿篪 林邦齊 謝季恩 魯彦錞 張荃惠 郭佩雯 徐華憶 江松運
劉玫吟 柯雅萍 林盈均 許翔奕 黃奕錚 洪奇薇 黃子軒 呂 安
王傑瀅 詹智堯 陳玠文 郭宏哲 陳雯欣 陳蓓蓓 胡馨文 盧慕潔
陳泰元 蘇虹綺 方詠淳 石馨元 劉恬君
分生碩士班(第十一屆)

柯雯馨 李明哲 楊嘉倩 蔡鎮吉 高華德 林亭妤 張欣萍 李思錦
邱怡婷 劉耿宏 李育錚 王星淳 張家濱 何如茵 甘國廷 陳姵妤
游藝璟 李允中 張水靈
生醫碩士班(第四屆)

蘇柏倫 許美琪 蔡易達
分生博士班(第二屆)

沈正煌 王鶯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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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家俊 顏恩澤 吳博仁 劉政欣 劉佳妤 邱有朋 潘冠廷 黃明祥
鄧洧婷 鍾之晟 王芳瑜 呂柏勳 林梓源 徐浩彬 曾華偉 簡維邦
賴佩君 張郁欣 張水靈 陳思凱 范盛忠 莊育芩 李宗憲 紀宗賢
林玉梅 施怡卉 王悉剛 黃珮瑜 李瑞庭 蔡煒詳 楊紫君 洪毓鴻
莊佳鑫
分生碩士班(第十屆)

何昀哲 張良裕 許琬婷 黃育誠 洪琳倩 吳唯慶 伍佳傑 陳林鈺
吳牧聲 范文林 陳玠瑋 劉獻文 邱聖子 林聖傑 陳宣冘 陳俊宇
林筱蒨 張裕婷 謝佩璇 謝士松
生醫碩士班(第三屆)

周昱辰 張豪方 林肇柏 林聖哲 洪詩惠 孫煥庭 黃瀅津 曾彥達

分生博士班(第一屆)

范妮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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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彥文 蔡松伯 林于傑 廖瑞雯 錢宏軒 陳偉名 張雯婷 楊昇儒
朱越琴 黃子豪 潘柏元 李偉孝 施繼庭 張皓竣 蔡雨倫 楊依珊
許志傑 黃博駿 陳思涵 魏可婷 黃郁淳 賴奎宏 廖璟郡 林勉君
林詩珊 柯芷涵 高咏菱 黃怡靜 郭時鈺 賴宗揚 林仕韋 黃永安
林恆新 郭峰瑞 鄭以欣 李彥輝 周雨澤 詹培芝 林晉毅 林盈里
陳立錡
分生碩士班(第九屆)

陳秉懋 賴彥伶 李奇聰 蔡明軒 陳宜鈞 洪瑞霞 葉穰惠 侯珮萱
侯沛琪 盧冠達 曾智彬 顏文笙 黃裕文 鄭雅鈴
生醫碩士班(第二屆)

劉昱志 林裕智 沈俞伶 林育興 沈瓊君 林依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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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勳 蘇琬晴 黃裕文 趙香皓 何思祈 龎雅月 何永洪 吳牧聲
許真瑋 孫煥庭 洪巧玲 陳玠瑋 陳昱彣 顏竹君 呂承翰 陳雯馨
徐銘鑫 鄭雅鈴 林聖哲 何冠青 陳昱嶧 簡仲豪 陳林鈺 洪詩惠
潘宏韋 劉獻文 辛毓梅 曾微婷 伍佳傑 呂學霖 王偉翰 林聖傑
呂佳臻 鄭羽翔 王宗瑋 陳宗鉦 楊凱迪 朱彥霖 張根琥 傅琪雯
分生碩士班(第八屆)

陳柏吉 羅怡屏 陳文斌 林秀蓉 黃光永 吳韋伸 吳嬋娟 辜東琪
洪雅琳 鄧伊雯 曾瑀翔 張怡萍 蔡宜君 楊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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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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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榮 曾智彬 劉志賢 游珮君 許仲誠 何昀哲 謝宗穎 何思妍
李嘉蓉 王毓民 張馨文 孫宜緯 劉育銘 顏卿竹 古 崴 刁俊文
紀志弘 鍾志宏 陳福來 林明煥 林上濤 高景揚 張良裕 蕭虹如
蕭存雯 陳寬德 林重延 陳嘉萍 洪苡蓁 潘承宗 陳于絜 盧冠達
吳佳芸 花國勳 李應逵 賴婉甄 林韋帆 王昱文 周宜璇
分生碩士班(第七屆)

盧子喬 王中志 余元仁 許家倫 李珈嘉 龔大翔 陳盈儒 葉俊頡
盧重光 王威升 巫承翰 游敏宗 陳琬婷 黃秀菱 王鶯璇

95 學年度畢業
生科學士班(第一屆)

劉韋宏 陳建有 許家禎 高毓婷 林建竹 孫維聲 吳韋伸 陳亭燕
張乃妤 王惠柔 徐偉展 劉晉志 林業峰 高嘉恩 林信志 張景雲
廖宏明 陳嘉龍 曾瑀翔 王鶯璇 陳伊婷 李云欽 黃意涵 柯宜伶
張時斌 黃子昀 高志維 林旅仲 周倩玉 詹皇劭 陳怡君
分生碩士班(第六屆)

王思云 鄧如琇 王惠勵 蔡淑芬 曾祥豫 顏嘉誼 陳筱梅 黃則達
李文星 簡依潔 張芳珮 鄭仁傑 郭政佑 謝雅薰 林君杰 林忠信
賴濬哲 程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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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三元 張翰珍 李蕙芳 丁肇瑩 袁忠豪 洪輝耀 陳建欣 張雅惠
鄭燕婷 黃淑萍 廖奕桓 蘇柔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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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凱昱 劉素勤 魏名峰 林焜隆 賴芃燁 李金蓉 陳香吟 吳函蒼
石倍安 戴治易 張淑菁 洪瑋筌 譚中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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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伯穎 陳軍宇 李美鳳 陳宏美 傅宇忠 劉振鴻 黃韻如 陳逸軒
范美娟 陳秀玉 翁宜君 洪茂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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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帆 沈政瑩 蘇倍儀 林育秀 秦美玲 徐銘佛 蘇家莉 王慧玲
謝富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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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嘉峰 蘇鈴珠 何詠寧 周秉杰 王嵐欣 蔡百騏 張綺芳 鄭皓軒
汪立博 陳盈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