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年度五年級實習醫學生臨床導師名單 99/8/30

系別 姓名 GSM 臨床導師

醫學 王思恒 67033
醫學 吳昭輝 67047
醫學 林芸萱 67061
醫學 常竣然 67061
醫學 陳永年 67115
醫學 黃士銘 67129
醫學 劉浩天 67142
醫學 謝孟玲 67158
醫學 黃懷德 67171
醫學 朱映慈 67037
醫學 李福邦 67053
醫學 林軒靖 67065
醫學 張筱旻 67105
醫學 陳威達 67119
醫學 黃繼賢 67134
醫學 蔡昀臻 67149
醫學 蘇柏穎 67163
醫學 唐逸帆 67169 梁歆宜醫師

醫學 江炯杰 67041
醫學 周宣宇 67057
醫學 徐執中 67071
醫學 許家豪 67109
醫學 陳逸璘 67124
中醫 謝豐吉 62787
中醫 陳禹瑾 67073
中醫 蔡學文 62803
中醫 黃麟峰 62801
中醫 鐘上琳 62785
中醫 林加恩 62773
中醫 陳曉平 62770
中醫 張宸邠 62799
中醫 陳靜美 62780 黃祥富醫師

中醫 吳秉融 62800
醫學 楊曜鴻 67138
醫學 戴維辰 67153
醫學 陳煒森 67167
醫學 王元欽 62771
中醫 林揆喨 62782 侯明模醫師

中醫 陳瑜亮 62778
中醫 陳志立 67034
醫學 吳祐穎 67048
醫學 林昱成 67062
醫學 康祐銓 67101 王智亮醫師

醫學 陳孟中 67116
醫學 黃子昕 67130
醫學 劉翊加 67145
醫學 謝易帆 67159
醫學 張琬菁 67172 楊靖宇醫師

醫學 朱昱誠 67038
醫學 杜佳叡 67054

詹耀龍醫師

陳明如醫師

陳盈霖醫師

沈雯琪醫師

李麗玉醫師



 99年度五年級實習醫學生臨床導師名單 99/8/30

系別 姓名 GSM 臨床導師

醫學 林瑾薏 67066
醫學 張維容 67106
醫學 陳建鴻 67120 賴申豪醫師

醫學 楊益淳 67135
醫學 鄭子恆 67150
醫學 龔尹翔 67164
醫學 楊幼琳 67170
醫學 江啟源 67042 江明洲醫師

醫學 周祐羽 67058
醫學 徐鴻麟 67072
醫學 連育誠 67110
醫學 陳毓晏 67125
醫學 詹舜文 67139 顏大欽醫師

醫學 賴韻如 67155
醫學 林毅倫 67168
中醫 楊翰選 62783
中醫 謝孟儒 62809
中醫 黃奎祐 62776 趙舜卿醫師

中醫 劉鴻霖 62807
中醫 李品翰 62789
中醫 林建宏 67067
中醫 簡慈盈 67123
中醫 鍾學華 62805 顏志峰醫師

醫學 王泰元 67035
醫學 呂宗哲 67049
中醫 林珈羽 62806
中醫 陳光泰 62789
中醫 謝瓊儀 62793 張健宏醫師

醫學 林柏任 67063
醫學 張以青 67102
醫學 陳詣澐 67117
醫學 黃曼舒 67131
醫學 蔡孟辰 67147 張郼榮醫師

醫學 羅致宏 67161
醫學 張捷宇 67173
醫學 朱家壎 67039
醫學 沈仁翔 67055
醫學 邱俊哲 67069 葉篤學醫師

醫學 莊千儀 67107
醫學 陳昭佑 67121
醫學 楊善堯 67136
醫學 鄭為遠 67151 徐文俊醫師

醫學 王雅琪 67165
醫學 何曉儒 67045
醫學 林沅 67059
醫學 翁瑄 67074
醫學 陳一中 67111 張英勛醫師

醫學 彭士滙 67126
中醫 謝宜庭 62791
中醫 劉禮維 62769



 99年度五年級實習醫學生臨床導師名單 99/8/30

系別 姓名 GSM 臨床導師

醫學 劉人鳳 67140
醫學 蕭裕叡 67156 張毓翰醫師

醫學 朱展麟 67032
中醫 劉師宏 62774
中醫 邱子萱 67122
中醫 劉芊妤 62792
中醫 賴彥如 62790
中醫 鄭育欽 62795 趙安祥醫師

中醫 吳卓軒 62786
中醫 吳宜侃 62808
中醫 侯佳旻 62781
中醫 顏士展 62794 張尚宏醫師

中醫 林彥廷 62772
醫學 王德雄 67036
醫學 李雨蒨 67052
醫學 林炯宏 67064
醫學 張恩慈 67104
醫學 陳松嶢 67118 余男文醫師

醫學 黃韻如 67132
醫學 蔡宜珊 67148
醫學 蘇永約 67162
醫學 王鐘義 67146
醫學 江孟軒 67040 廖健宏醫師

醫學 佘運軒 67056
醫學 洪瑋澤 67070
醫學 莊雯淇 67108
醫學 陳柏嵩 67122 吳冠毅醫師

醫學 楊畯棋 67137
醫學 鄧芷縈 67152
醫學 楊世慧 67166
醫學 吳明誠 67046
醫學 林佳葳 67060
醫學 屠冠翔 67075 王尚煜醫師

醫學 陳仕軒 67113
醫學 游欣穎 67128
醫學 劉郁軒 67141
醫學 蕭聖暉 67157
中醫 蘇柏旭 62779 張家銘醫師

中醫 鍾和肯 62796
中醫 黃千乘 62775
中醫 葛晏如 67175
中醫 邱澤夏 67133
中醫 蔡文豪 62802 黃毓惠醫師

中醫 爐士哲 62788
中醫 黃文潔 62797
中醫 杜穎純 62810
中醫 金玠縈 62804
中醫 林昀潔 67127 李嶸醫師

中醫 張家豪 62784
中醫 謝孟叡 62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