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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1學生背景資料 

學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指導老師 修業情形 

10151101G 陳○良  國軍高雄總醫院 行政官 郭光明 畢業 

10151102G 黃○萍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管理師 ─ 退學 

10151103G 游○珮 高雄長庚醫院 研究助理 馬震中 畢業 

10151104G 鄭○婷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行政人員 馬震中 畢業 

10151105G 林○珍 義大醫院 研究助理 羅錦河、蔡尚學 畢業 

10151106G 劉○和 空軍第一醫務中隊 醫療分隊長 謝幸燕、高月慈 畢業 

10151107G 曾○嫙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醫檢師 鄭雅愛、謝幸燕 畢業 

10151108G 游○衛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主治醫師(主任) ─ 退學 

10151109G 顏○婷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外傷管理師 應純哲、許素貞 畢業 

10151110G 林○惠 高雄榮民總醫院 副護理長 謝凱生、蔡尚學 畢業 

10151111G 陳○勳  義大醫院 管理師 陳文旭、邱享嘉 休學 

10151112G 林○美 人愛護理之家 教學督導 ─ 退學 

10151113G 黃○誌 義大醫院 事務員 應純哲、陳文旭 畢業 

10151114G 成○茵 靜和醫院燕巢分院附設護理之家 主任 ─ 退學 

10151115G 甘○芳 義守大學 護理師 謝幸燕、鄭雅愛 畢業 

10151201G 林○彤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副護理長 丘周萍 畢業 

10151202G 駱○芬  乃榮醫院 護理部主任 馬震中、郭光明 畢業 

10151203G 唐○華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師 丘周萍 在學 

10151204G 戴○芬 高雄榮總  護理長 呂筑韻 畢業 

10151205G 林○玲 高雄長庚醫院 護理師 高家常、劉憶慧 畢業 

10151206G 王○靜 奇美醫院 副護理長 羅英瑛 畢業 

10151207G 陶○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護理長 許玫琪 在學 

10151208G 李○瑛  義大醫院  內科專科護理 林佑樺 在學 

10151209G 盧○如 義大醫院 護理小組長 林佑樺 在學 

10151210G 尤○徽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護理師 林佑樺 畢業 

10151211G 陳○羽 義大醫院 精神科研究助理 高家常、顏永杰 畢業 

10151212G 蘇○臻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契約組長 ─ 退學 

10151213G 簡○倢 樂安醫院 護理科主任 許玫琪 休學 

10151214G 李○譁 阮綜合醫院 麻醉護理師 丘周萍 畢業 

10151215G 李○湘 國軍左營總醫院 麻醉護士 高家常 畢業 

10251101G 王○仁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管理師 應純哲、陳文旭 在學 

10251102G 簡○宏 義大醫院  管理師 應純哲 畢業 

10251103G 潘○育 右昌聯合醫院 健保申報人員 陳芬如 畢業 

10251104G 翁○良 大賢藥妝生活館 管理藥師 鄭惠珠 畢業 

10251105G 林○靜 義大醫院 醫事技術員   蔡金川、鄭雅愛 畢業 

10251106G 黃○藍 義大醫院 副技術主任 高家常 畢業 

10251107G 冉○全 財團法人濟興長青基金會 社工員 陳芬如 畢業 

10251108G 莫○榕  義守大學 組員  郭光明、劉振隆 畢業 

10251109G 黃○光 國軍高雄總醫院 軍醫行政官 馬震中 在學 

10251110G 王○充 義大醫院 物理治療師 馬震中 畢業 

10251111G 賴○薇 義大醫院 事務員     ─ 退學 

10251201G 謝○隆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護理長 ─ 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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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1202G 邱○芳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 李逸 畢業 

10251203G 何○如 心心康復之家 護理師 許玫琪 休學 

10251204G 張○芬 鴻源診所  護理長   丘周萍 畢業 

10251205G 溫○綺 玉發園精神護理之家 主任 許玫琪 休學 

10251206G 林○涵 阮綜合醫院   腫瘤個案管理師 丘周萍 畢業 

10251207G 曾○涵 台南醫院 護理師 丘周萍 在學 

10251208G 陳○娥 義大醫院 護理長 許玫琪 在學 

10251209G 呂○誼 國軍高雄總醫院 護理人員 高月慈、謝幸燕 在學 

10251210G 黃○彤 文藻外語學院 學校護士 鄭雅愛、高月慈 畢業 

10251211G 林○君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護理組長 蔡尚學、郭信智 休學 

10251213G 劉○如 義大醫院  護理師 高月慈、謝幸燕 在學 

10251214G 趙○伶  義大醫院 護理長 黃瓊玉 在學 

10351102G 劉○齡 高雄長庚醫院 篩檢個管師 馬震中 在學 

10351103G 郭○萍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書記 丘周萍 在學 

10351104G 張○瑋 義大醫院精神科 主治醫師 高家常、顏永杰 在學 

10351105G 余○秀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長 鄭雅愛、高月慈 在學 

10351106G 張○芸 聖帝諾產後護理之家 副總經理 羅英瑛 在學 

10351107G 李○都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醫檢官 蔡尚學 在學 

10351108G 鄭○昆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門診資訊課課長 郭光明 在學 

10351109G 陳○哲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管理師 蔡尚學 在學 

10351110G 陳○玉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長 陳芬如 在學 

10351111G 趙○玲 高雄長庚醫院 行政品管師 高家常 在學 

10351112G 鄭○津 義大醫院 癌症中心行政組長 羅英瑛、張肇松 在學 

10351113G 陳○玲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癌症登記師 羅英瑛、張肇松 在學 

10351114G 張○富 國軍高雄總醫院  行政官 
 

在學 

10351115G 劉○靜 義大醫院 管理師 鄭雅愛、謝幸燕 在學 

10351116G 蕭○竹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   
 

休學 

10351201G 張○蓁 高雄長庚醫院  副護理長 馬震中 在學 

10351202G 鄭○玉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長  陳芬如 在學 

10351204G 林○蓮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長  陳芬如 在學 

10351205G 林○惠 高雄榮總 專科護理師 鄭雅愛、高月慈 在學 

10351206G 許○纓 高雄榮總  護理師   羅英瑛 在學 

10351207G 陳○女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護理長 黃瓊玉 在學 

10351208G 孫○檀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 護理師  
 

休學 

10351209G 戴○萍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兼副護理長 呂筑韻 在學 

10351210G 蘇○芬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 護理督導 郭光明 在學 

10351211G 洪○金 義大醫院  代理 林佑樺 在學 

10351212G 張○瑋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護理師  高月慈、謝幸燕 在學 

10351213G 蕭○倩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血液透析護理師 丘周萍 在學 

10351214G 初○珍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護理師 高家常 在學 

10351215G 陳○琦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護理師 江純瑛 在學 

10351216G 張○玲 阮綜合醫院    丘周萍 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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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3 新生座談會出席簽到表與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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