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導師 分機 輔導教官 輔導員

護理科五一甲 孔慶聞 2483 鍾明璇 郭曉晴

護理科五一乙 張櫻慈 2517 鍾明璇 葉　麒

護理科五一丙 林美育 2401 鍾明璇 葉　麒

護理科五一丁 李欣慈 2605 潘惠美 蘇偉閔

護理科五一戊 潘昭貴 2604 潘惠美 蘇偉閔

護理科五二甲 莊曜鎂 2790 潘惠美 郭曉晴

護理科五二乙 迪魯•法納奧 2719 潘惠美 葉　麒

護理科五二丙 李春蓓 2612 潘惠美 葉　麒

護理科五二丁 劉威忠 2642 鍾明璇 蘇偉閔

護理科五二戊 徐少慧 2215 鍾明璇 蘇偉閔

護理科五三甲 陳淑玲 2636 鍾明璇 郭曉晴

護理科五三乙 鄭淑玲 2622 鍾明璇 葉　麒

護理科五三丙 李迎霄 2723 鍾明璇 葉　麒

護理科五三丁 楊天賜 2717 潘惠美 蘇偉閔

護理科五三戊 吳曼阡 2420 潘惠美 蘇偉閔

護理科五三己 黃惠滿 2780 潘惠美 蘇偉閔

護理科五四甲 田培英 2412 潘惠美 郭曉晴

護理科五四乙 王錠堯 2365 潘惠美 葉　麒

護理科五四丙 紀麗梅 2629 潘惠美 葉　麒

護理科五四丁 趙淑美 2453 鍾明璇 蘇偉閔

護理科五四戊 蔡裕美 2645 鍾明璇 蘇偉閔

護理科五五甲 陳秋燕 2656 鍾明璇 郭曉晴

護理科五五乙 江明珠 2407 鍾明璇 葉　麒

護理科五五丙 林珠茹 2785 鍾明璇 葉　麒

護理科五五丁 王九華 2626 潘惠美 蘇偉閔

護理科五五戊 吳美惠 2602 潘惠美 蘇偉閔

護五專延修班 陳月娥 2787 潘惠美 蘇偉閔

護理系二一甲 陳妙星 2604 張金木 郭曉晴

護理系二一乙 吳宏蘭 2441 張金木 葉　麒

護理系二一丙 張淑敏 2635 張金木 蘇偉閔

護理系二二甲 林美玲 2456 張金木 郭曉晴

護理系二二乙（含延修班） 王淑芳 2457 張金木 葉　麒

護理系二二丙 李玲玲 2638 張金木 蘇偉閔

護理系四一甲 李家琦 2413 胡柏均 郭曉晴

護理系四一乙 林淑芬 2737 胡柏均 葉　麒

護理系四一丙 朱芳瑩 2603 胡柏均 蘇偉閔

護理系四二甲 郭樓晴 2204 胡柏均 郭曉晴

護理系四二乙 韋淑玲 2400 胡柏均 葉　麒

護理系四二丙 莊瑞菱 2408 胡柏均 蘇偉閔

護理系四二丁 方郁文 2759 胡柏均 葉　麒

護理系四三甲 廖素絨 2455 孫明堂 郭曉晴

護理系四三乙 李姿瑩 2409 孫明堂 葉　麒

護理系四三丙 洪玉龍 2786 孫明堂 蘇偉閔

護理系四四甲（延修１班） 楊均典 2410 孫明堂 郭曉晴

護理系四四乙 曾紀芬 2405 孫明堂 葉　麒

護理系四四丙（延修２班） 楊淑娟 2364 孫明堂 蘇偉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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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碩士班 辜美安 2447 孫明堂 葉　麒

資管系四一甲 吳志成 2742 張金木 葉　麒

資管系四二甲 謝易真 2621 張金木 葉　麒

資管系四三甲 李國彰 2740 張金木 葉　麒

資管系四四甲（含延修班） 許瑋麟 2485 張金木 葉　麒

資管系碩士班 賴志明 2743 孫明堂 郭曉晴

行管系四一甲 林信宏 2566 張金木 蘇偉閔

行管系四二甲 馮軒綾 2631 張金木 蘇偉閔

行管系四三甲 徐宜成 2434 張金木 蘇偉閔

行管系四四甲（含延修） 田一成 2610 張金木 蘇偉閔

行管系四四乙(外國) 蘇美惠 2703 張金木 蘇偉閔

醫放系四一甲 耿念慈 2795 胡柏均 郭曉晴

醫放系四二甲 張國平 2701 胡柏均 郭曉晴

醫放系四三甲 呂昆翰 2702 胡柏均 郭曉晴

醫放系四四甲（含延修班） 許博翔 2630 胡柏均 郭曉晴

醫放系碩士班 李文禮 2435 胡柏均 郭曉晴

醫管系四一甲 李怡真 2481 張金木 葉　麒

醫管系四二甲 郭德貞 2418 張金木 葉　麒

醫管系四三甲 洪佳儀 2781 張金木 葉　麒

醫管系四四甲（含延修班) 張德忻 2618 張金木 葉　麒

長照科二一甲 郭庭安 2138 張金木 郭曉晴

長照所碩士班 彭少貞 2438 孫明堂 蘇偉閔

進護系二一甲 蔡欣晏 2315 牛河山 郭曉晴

進護系二一乙 郭淑宜 2209 牛河山 蘇偉閔

進護系二二甲(含延修班) 秦毛漁 2787 牛河山 郭曉晴

進護系二二乙(含延修班) 葉湘芬 牛河山 蘇偉閔

餐旅科 劉芳瑜 857-3553 潘惠美 葉　麒

廚藝系 張雅端 857-3553 鍾明璇 蘇偉閔

觀光餐旅碩士延修班 徐宜成 2434 孫明堂 郭曉晴

進餐旅科二專 林立威 857-3553 牛河山 郭曉晴

進餐旅系二技 林立威 2434 牛河山 郭曉晴

進餐旅系四四甲 林立威 2434 牛河山 郭曉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