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歷屆畢業生名冊 

1. 學校行政碩士學位班 

99 級 

姜懿珊 李秀蘭 林雲苓 張雅萍 李怡靚  盧慧玲 

陳秀琪 李錫景 林景瑩 倪亦如 趙振國 賴主生 

孔令堅 林玳妃 呂本源 楊惠如 張家豪 呂俊宏 

于沛霖 蔣玫如 鍾宜禎 許慧蓁 施學志 張阿靈 

陳孟龍      

 

98 級 

莊莉敏 林秋伯 黃玉麟 徐俊斌 柯杏枝  汪耀文 

張志弘 李麗華 鍾曉珍 張炳仁 吳明素 葉美慧 

沈素香 余孟甄 張勝強 莊蕙瑛 林嘉鎮 許壽亮 

洪逸馨 林昕志 王慧君 王勝驊 陳綺娟 王淑苓 

蘇明宏      

 

97 級 

朱天德 游本祺 楊修誼 郭瑛忠 丁于荃  莊美珍 

馮惠君 吳煜明 陳宜秀 陳玟玲 楊宜蓁 李正 

王文玲 謝勝如 林冠良 黃國益 張雅婷 林奕瑞 

謝孟珊 蘇漢彬 許雅玲 林京玉 汪傳宗 王夢真 

賴可歆      

 

96 級 

葉克文 朱慧清 楊正淇 任庭葦 朱榮華 游淑惠 

李汪燦 陳杰燕 張普謙 林玉珍 張書欽 陳素貂 

陳嬿竹 余貞玉 陳純慧 盧子雋 彭芳玲 游豪立 

張淑芬 徐明政 陳桂蓮 陳淑珍 林善敦 邱藍慧 

簡錦峰      

 

   



1 
 

95 級 

陳家瑩 曾家寶 廖海峰 王雪花 黃慶茂 朱榮輝 

蘇連西 吳秉穎 李采彤 陳翠雲 吳文成 林碧蓮 

黃俊仁 陳榮貴 張玉環 林宏宗 汪良宏 林玉圓 

薛文哲 陳仙萱 陳宜琳 方晴美 陳素津 譚代文 

蔣淑芳      

 

94 級 

詹碧珠 孫月眉 林麗花 邱忠信 林正雄 黃韻如 

王信義 翁    玉 張    瑜 劉怡伶 曾志堅 蔡秀玉 

李鴻祥 游孟麗 朱瑞華 高金山 林弘杰 黃麗鳳 

何君薇 梁岫雲 李明怡 廖世凱 何薇慧 曾恕華 

 

93 級 

羅彣玢 黃玉麟 陳正華 謝明生 游淑芬 林展章 

吳一藝 聶志偉 蔡桂玉 游文正 王俊杰 莊三修 

徐博正 李淑楨 陳燕嬌 賴春雄 葉以琳 黃建城 

王寶華 林建呈 許美觀    

 

92 級 

曾賢男 陳冠英 陳宥臻 吳新明 何淑芬 徐瑞甄 

邱文貴 蔡孟倫 吳惠貞 高國欽 卓敏福 黃坤忠 

陳明正 簡信斌 周昌柏 周文明 李淑莉 吳明哲 

范師旗 朱榮芳 范朝周 黃玉絮 川夏蓮 黃蜀民 

陳碧卿      

 

91 級 

黃英軒 林錫恩 陳月珠 洪英雄 林彥德 林穎蕙 

周春玉 田楊橋 范揚晧 陳銘裕 徐瑞珠 戴國瑜 

江美麗 陳佩芝 黃榮隆 戴文柱 楊瑞麟 孫承偉 

蔡慶文 王佳瑜 黃淑芬 賴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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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碩士班 

99 級 

吳佳華 陳靖娥 李欣怡 陳柏翰 江郁倩 張詩晨 

許智勛 歐銘芳 謝明津 賴姿伶 盧明慧 盧彥鈞 

黃惠美      

 

98 級 

 

97 級 

吳婉瑜 蔡樹芬 傅筑敏 黃歆慧 何婭妏 陳凱群 

林明鴻 陳玉葉 江政陽 梁舜雯   

 

96 級 

張文權 洪以書 湯珮君 黃信陽 邱珮婷 王鵲喬 

劉佩宜      

 

 

陳美蓁 夏明義 謝佳潔 林季韻 林詩穎 馮惠君 

湯莉莉 楊雅如 田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