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所別 職號 姓名 教師職級

解剖學科 975005 謝侑霖 副教授

解剖學科 995007 陳永佳 副教授

解剖學科 915074 李怡琛 副教授

解剖學科 785032 何宛怡 助理教授

解剖學科 1055024 林含貞 助理教授

解剖學科 1085003 施耀翔 助理教授

解剖學科 735015 黃友和 講師

生理學科 685003 許勤 教授

生理學科 675005 何美泠 教授

生理學科 795062 陳贊如 副教授

生理學科 935012 蔡克勵 副教授

生理學科 1025019 鄭琮霖 副教授

生理學科 1065020 黃烱瑋 助理教授

生物化學科 785003 張基隆 教授

生物化學科 905020 侯自銓 教授

生物化學科 965004 呂濟宇 教授

生物化學科 905019 黃啟清 副教授

生物化學科 1025020 王焰增 副教授

生物化學科 885024 邱顯肇 助理教授

寄生蟲學科 955017 林榮峙 副教授

寄生蟲學科 835019 李俊德 助理教授

寄生蟲學科 825014 王俊傑 講師

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725006 張玲麗 教授

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765012 王雙桂 教授

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805009 張仲羽 助理教授

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795010 陳怡菁 助理教授

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1035021 洪薇鈞 助理教授

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1055001 林明宏 助理教授

藥理學科 695005 邱慧芬 教授

藥理學科 735006 洪秀貞 教授

藥理學科 765040 吳炳男 教授

藥理學科 785019 羅怡卿 教授

藥理學科 785009 葉竹來 教授

藥理學科 755016 楊玉嬌 副教授

藥理學科 1065003 李建興 助理教授

公共衛生學科 905029 黃孟娟 教授

公共衛生學科 795004 蔡世盟 副教授

公共衛生學科 915013 杜鴻賓 副教授

公共衛生學科 965024 董宜青 助理教授

醫學人文與教育學科 1045005 蔡淳娟 教授

醫學人文與教育學科 865021 呂佩穎 教授

醫學人文與教育學科 945025 王心運 副教授

醫學人文與教育學科 955007 駱慧文 副教授

醫學人文與教育學科 870098 林彥克 副教授

醫學人文與教育學科 1005022 陳南潔 助理教授



醫學人文與教育學科 890069 林育志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710045 莊萬龍 教授

內科學科 780178 余明隆 教授

內科學科 750078 溫文才 教授

內科學科 750167 吳登強 教授

內科學科 820195 戴嘉言 教授

內科學科 950060 黃志富 教授

內科學科 810070 陳彥旭 教授

內科學科 740141 林子堯 教授

內科學科 830166 盧柏樑 教授

內科學科 850086 林宗憲 教授

內科學科 840049 郭昭宏 教授

內科學科 870073 蘇河名 教授

內科學科 740094 蔡文展 教授

內科學科 920497 陳思嘉 教授

內科學科 900088 吳宜珍 教授

內科學科 830219 吳政毅 教授

內科學科 920254 蔡宜純 教授

內科學科 710046 陳信成 副教授

內科學科 860071 許超群 副教授

內科學科 850088 蕭惠樺 副教授

內科學科 850087 洪仁宇 副教授

內科學科 760227 蕭璧容 副教授

內科學科 820188 盧建宇 副教授

內科學科 860077 劉益昌 副教授

內科學科 920255 許栢超 副教授

內科學科 910063 黃釧峰 副教授

內科學科 880295 洪啟智 副教授

內科學科 930291 葉明倫 副教授

內科學科 920626 李美月 副教授

內科學科 780173 蔡季君 副教授

內科學科 880308 李香君 副教授

內科學科 960216 蔡明儒 副教授

內科學科 750169 蘇育正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860074 李佳蓉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880305 陳惇杰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880364 鄭凱鴻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1010025 何文譽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870239 謝孟軒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850085 余方榮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990361 胡晃鳴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920389 張科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910066 許文鴻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880298 鄭孟軒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910044 林俊祐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940175 李文賢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910067 朱俊源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910061 蔡英明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920265 蔡維中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890073 林昆德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940449 林麗玫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950083 卓士峯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960215 張維安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930060 黃駿逸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970395 王耀廣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1060164 陳炳仁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990331 曾家駿 助理教授

內科學科 750168 顏學偉 講師

內科學科 760225 李智雄 講師

外科學科 680025 賴春生 教授

外科學科 720140 關皚麗 教授

外科學科 800134 林志隆 教授

外科學科 830173 王森稔 教授

外科學科 1040502 郭耀仁 教授

外科學科 730102 羅永欽 教授

外科學科 790149 郭功楷 教授

外科學科 830170 李書欣 副教授

外科學科 800139 陳芳銘 副教授

外科學科 810078 李昆興 副教授

外科學科 820200 莊世昌 副教授

外科學科 890300 張鈺堂 副教授

外科學科 900091 黃書鴻 副教授

外科學科 860078 張文燦 副教授

外科學科 990367 蔡祥麟 副教授

外科學科 770223 劉安祥 助理教授

外科學科 810076 陳懷民 助理教授

外科學科 910077 蔡泰欣 助理教授

外科學科 870082 蘇裕峯 助理教授

外科學科 940065 吳界欣 助理教授

外科學科 730101 陳漢文 講師

小兒學科 740103 戴任恭 教授

小兒學科 785042 楊瑞成 教授

小兒學科 940269 洪志興 教授

小兒學科 730195 邱世欣 教授

小兒學科 850094 徐仲豪 教授

小兒學科 920014 林龍昌 副教授

小兒學科 990108 林佩瑾 副教授

小兒學科 880320 梁文貞 助理教授

麻醉學科 770234 程廣義 教授

麻醉學科 970513 余廣亮 副教授

麻醉學科 890113 盧奕丞 副教授

麻醉學科 890146 許弘德 助理教授



麻醉學科 1020536 孫國清 助理教授

麻醉學科 920321 吳昇樺 助理教授

婦產學科 1010754 鄭丞傑 教授

婦產學科 830263 龍震宇 教授

婦產學科 820206 詹德富 教授

婦產學科 990363 王秋麟 助理教授

泌尿學科 750185 吳文正 教授

泌尿學科 680024 周以和 教授

泌尿學科 860102 黃書彬 教授

泌尿學科 840066 阮雍順 教授

泌尿學科 890100 劉家駒 教授

泌尿學科 890197 李永進 副教授

泌尿學科 850144 李經家 副教授

泌尿學科 930305 葉信志 副教授

泌尿學科 900107 柯宏龍 副教授

泌尿學科 930046 李威明 副教授

泌尿學科 980292 李香瑩 助理教授

骨科學科 680029 張瑞根 教授

骨科學科 740113 田英俊 教授

骨科學科 820214 傅尹志 教授

骨科學科 920336 陳崇桓 教授

骨科學科 810090 黃鵬如 副教授

骨科學科 790166 黃炫迪 副教授

骨科學科 740136 簡松雄 助理教授

骨科學科 880330 盧政昌 助理教授

骨科學科 800153 呂衍謀 助理教授

骨科學科 830191 陳建志 助理教授

骨科學科 920385 林松彥 助理教授

眼科學科 670020 吳文權 教授

眼科學科 1080173 許淑娟 教授

眼科學科 730109 吳國揚 副教授

眼科學科 990364 張祐誠 助理教授

皮膚學科 700086 陳國熏 教授

皮膚學科 890103 藍政哲 教授

皮膚學科 940064 胡楚松 教授

皮膚學科 850131 鄭詩宗 助理教授

神經學科 710061 劉景寬 教授

神經學科 720087 賴秋蓮 教授

神經學科 900143 趙雅琴 教授

神經學科 890299 林秀芬 教授

神經學科 900012 楊淵韓 教授

神經學科 930119 徐崇堯 副教授

神經學科 910209 黃柏穎 助理教授

神經學科 990366 劉立民 助理教授

神經學科 950115 周秉松 助理教授

精神學科 820222 顏正芳 教授



精神學科 840072 陳正生 教授

精神學科 850198 楊品珍 教授

精神學科 920294 柯志鴻 教授

精神學科 1020539 顏如佑 教授

精神學科 810100 黃俊仁 副教授

精神學科 930312 葉怡君 副教授

精神學科 990107 王鵬為 副教授

精神學科 1000593 林皇吉 助理教授

耳鼻喉學科 710082 何坤瑤 教授

耳鼻喉學科 860097 王凌峰 副教授

耳鼻喉學科 920274 吳哲維 副教授

耳鼻喉學科 920273 簡禎佑 副教授

耳鼻喉學科 890098 張寧家 助理教授

耳鼻喉學科 810089 戴志峰 講師

放射線學科 820225 陳巧雲 教授

放射線學科 780214 許瑞昇 副教授

家庭醫學科 770204 張家禎 助理教授

家庭醫學科 920317 戴書郁 助理教授

家庭醫學科 960254 林憶婷 助理教授

病理學科 750147 蔡志仁 教授

病理學科 900141 楊曉芳 副教授

病理學科 970432 陳怡庭 助理教授

病理學科 980589 尹莘玲 助理教授

病理學科 930220 吳俊杰 助理教授

病理學科 820231 蔡坤寶 講師

實驗診斷學科 900098 林宜靜 副教授

實驗診斷學科 740161 李素珍 助理教授

實驗診斷學科 1075001 林文瑋 助理教授

核子醫學科 940226 張晉銓 助理教授

核子醫學科 800175 陳毓雯 講師

復健學科 820230 陳嘉炘 教授

急診醫學科 940154 李維哲 副教授

急診醫學科 870081 陳昭文 副教授

急診醫學科 890077 劉冠廷 助理教授

急診醫學科 960237 陳泰亨 助理教授

放射線治療學科 840112 黃旼儀 教授

放射線治療學科 800176 黃志仁 副教授

放射線治療學科 850116 湯人仰 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