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院區 科別 導師 導生1 導生2

3 一般內科 林宗豪 卓　萱 李思慧

3 新陳代謝科 陳怡文 施懿倢 陳祐宇

3 新陳代謝科 李晏榮 呂孟林 歐玟妤

3 新陳代謝科 周威宇 連柏皓 郭家佑

3 心臟內科 葉勇信 洪瑀婕 黃馨靉

3 心臟內科 何明昀 柯宇謙 呂俊叡

3 心臟內科 周宗川 徐英傑 潘仁顥

3 心臟內科 陳東藝 陳世宗 陳聖尹

3 心臟內科 葉日凱 黃筱婷 游俠

3 心臟內科 李信賦 侯柏丞 邱榆淨

3 呼吸胸腔科 李立夫 顏宇秀 沈瑋蓉

3 呼吸胸腔科 林恕民 王思惟 林子勛

3 腫瘤科 沈雯琪 吳有容 陳冠妤

3 腫瘤科 郭永嘉 郭奕均 陳彥儒

3 腫瘤科 黃振洋 王靖雅 張鈞茹

3 腫瘤科 侯明模 黃舜詳 王邦立

3 胃腸肝膽科 朱允義 洪士峯 黃士剛

3 胃腸肝膽科 李柏賢 周郁儒 陳思任

3 胃腸肝膽科 林蔚然 錢均郡 李宜軒

3 胃腸肝膽科 陳威廷 黃茵婕 陳冠銘

3 胃腸肝膽科 陳聰興 楊子儀 張晴

3 胃腸肝膽科 蔡銘鴻 張恩廣 胡家瑜

3 胃腸肝膽科 鄭文睿 沈恒均 郭宜亭

3 胃腸肝膽科 鄭浩材 王健宇 邱升甫

1 神經內科 林秀娜 張仁山 林靖育

3 神經內科 曾偉恩 王堯青 林耕毅

3 兒童內科 陳力振 陳姿蓉 黃咨博

3 大腸直腸外科 洪欣園 江竺宣 萬宗堯

3 泌尿科 莊正鏗 葉宗儒 陳祈翰

3 胸腔心血管外科 曾棋南 陳曉榆 許兆鈞

3 整形外科 胡瀞暄 簡孟寬 吳茂弘

3 骨科運動醫學 詹益聖 李昱嫺 林辰

3 骨科關節重建 張智翔 呂函嬡 江宗祐

3 骨科外傷 徐永衡 趙苡辰 祝筱涵

1 急診醫學科 李智晃 康菀秦 林子懿

3 急診醫學科 陳建光 王友立 蔡凱翔

3 急診醫學科 薛承君 郭彥呈 曾志豪

3 耳鼻喉科 辛立仁 薛郁臻 林秀美

3 耳鼻喉科 康仲然 蘇家禾 王乃廣

3 耳鼻喉科 李立昂 王鈞民 陳弘偉

3 耳鼻喉科 傅嘉祥 邱漢丞 翁聖昌

3 婦產科 張舜智 康力元 謝佳辰

1 婦產科 陳光昭 蔡松玲 陳迺文

3 婦產科 黃蓁瀅 王中鈺 羅敏豪

3 婦產科 趙安琪 王弘丞 楊大寬

3 婦產科 黃寬仁 陳威廷 李安晴

3 婦產科 游舒涵 羅毓泰 林昱廷

1 婦產科 羅良明 蕭宇翔 鄭安哲

1 眼科 馬惠康 胡永承 洪梓育

1 眼科 林耕國 吳同 洪睿甫

1 眼科 蕭靜熹 黃若婷 林政瑋

3 眼科 侯鈞賀 黃捷敏 賴筱晴

3 眼科 陳冠任 黃俊瑩 陳培文

3 眼科 蔡悅如 李忠諺 甯敬堯

3 眼科 孫銘輝 劉邦均 金育平

3 麻醉科 左安順 吳冠誼 董奕蘭

3 麻醉科 柳復兆 白唯揚 劉士豪

3 麻醉科 黃樹欽 蔡燕翔 李承祐

3 麻醉科 蔡永豐 陳曼殊 黃奕瑄

3 麻醉科 陳俊宇 林映華 徐浩軒

3 麻醉科 林彥助 張宇和 郭晏均

3 麻醉科 黃品樺 江佩瀞 賀培瑄

3 復健科 吳易澄 劉　瑀 洪禎里

3 家醫科 陳志豪 吳琮獻 邱凡誠

3 家醫科 李雨蒨 鄭雯方 楊芷婷

1 精神科 李晉邦 杜旻融 胡謹璽

3 胃腸影像診療科 許銘益 鄭宗範 廖祥廷

3 放射腫瘤科 林信吟 戴嘉萱 郭澄宇

3 精神科 周亞欣 郭昕典

3 胸腔心血管外科 謝明儒 施尚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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