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選年度 姓名 系別 碩士班 博士班

111 王丰 中山所博

111 任賢齊 體育系

111 李阿利 勞工系

111 林右昌 造園系

111 柯文煥 觀光系

111 洪志昌 體育系

111 翁得元 新聞系

111 馬詠睿 大傳系

111 徐榛蔚 國樂系

111 陳十美 中文系

111 陳建成 法律系

111 陳建佑 地理系

111 陳碧涵 體育系舞蹈組

111 梁元錫 史學系

111 郭釧溥 法律系 三研所碩士

111 黃至堯 哲學系

111 黃敏境 海洋系航海組 海洋系航運所碩士

111 楊文科 土資系

111 廖晏瑋 建築系

111 蕭煥章 地學所博士

110 陳小紅 市政系

110 黃良華 市政系

110 潘子瑜 新聞系

110 劉安立 新聞系

110 歐陽禹 園藝系

110 蔡相煇 史學系 哲學碩 史學博

110 曾崧柱 物理系

110 謝宏明 氣象系

110 韓仁熙 三研博

110 白淑芬 舞蹈系

110 吳威志 法律系財經組 三研碩 中山博

110 李哲藝 音樂系西樂組

110 蔡明富 國貿系

110 梁益嘉 日文系 日研碩

110 郭淑蕙 生應系 生應碩

101 王樂生 政治系 中美關係研究所

101 吳根成 新聞系

101 李瑞騰 中國文學系文學組 中國文學研究所 中國文學研究所

101 周志榮 法律系

101 林育賢 戲劇系影劇組

101 孫春美 戲劇系影劇組

101 高俊雄 企管所

101 張順立 建築系

101 曹啟鴻 東方語文學系俄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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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許明財 觀光系

101 黃志雄 體育學系國術組 運動教練研究所

101 楊炤濃 藝術研究所

101 廖永源 企業管理學系

101 鄭芳梵 運動教練所研究所

101 蘇錦霞 夜法律系

100 張台麟 法文系

100 葉安恭 化工系造紙組

100 謝榮哲 機械系

100 王珏 建築系

100 譚元凱 造園暨景觀系

100 許東隆 市政系

100 吳達義 海洋研究所碩士班

100 黃玉振 新聞系

100 劉傳名 勞工關係系

100 鄭誠閔 舞蹈音樂專修科

100 陳晴教 法律系碩士班

100 劉俊滿 德文系

100 周哲 美術系國畫組

99 趙玉平 中文系

99 鄭 欣 法文系

99 陳允懋 法律系

99 吳岸明 應數系

99 曾西霸 戲劇系 藝術碩

99 曾光宗 建築系

99 李海龍 法學系 法律碩

99 林三貴 勞工系

99 陳以亨 國劇系

99 李源泉 實業所博士班

99 康培德 地理系

99 林采霖 印刷所碩士班

99 高振群 法律系

98 尹衍樑 史學系

98 丁育群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實業計畫研究所碩士 實業計畫博士

98 蕭宗煌 美術學系西畫組

98 潘世偉 勞工研究所

98 劉若瑀 戲劇學系中國戲劇組

98 蔡秋安 英文系

98 魏朝宗 市政系

98 陳坤檸 體育系

98 鄭明修 海洋系生物組

98 尚世昌 史學系 史學研究所碩士 史學博士

98 鄭文堂 戲劇系影劇組

98 曲兆祥 政治系

98 鄭小康 法律學系 法律系研究所碩士

97 鄒經宇 建築與都市設計系



97 余能盛 體育系舞蹈組

97 謝傳佐 商學系銀行保險組

97 鄭乃文 中山研究所碩士 中山研究所博士

97 蔡慶蒼 園藝系

97 鄭朝城 戲劇系影劇組

97 王三郎 化學系

97 張俊彥 造園暨景觀系

97 李紀祥 史學系 史學博士

97 陳瑞文 美術系西畫組

97 彭子猷 電機工程系

97 陳益民 勞工系 勞工研究所碩士

97 王元章 國貿系

97 許宗熙 建築與都市設計系

97 邱瑞吉 體育系

97 婁天威 經濟學博士

96 蘇文仁 體育系

96 王憶卿 園藝系

96 王雲幼 舞蹈專修科音樂組

96 彭培根 都市計畫與建築系

96 程仁宏 地理系 地學所碩士 地理系博士

96 高柏園 哲學系 哲學所碩士 哲學系博士

96 孫樂瑜 戲劇系

96 趙國帥 英文系

96 陳雅琳 大傳系 新聞所碩士

96 林信和 法律系

96 詹卓穎 韓文系

96 陳麗娜 地質系

96 黃英豪 畜牧系

96 李蕭錕 美術系 藝術所碩士

96 秦力勝 音樂系

96 元偉琴 音樂系

95 林欽榮 實研所碩士

95 蔡清遊 法律所碩士 中山所博士

95 熊宜中 美術學系 藝研所碩士

95 葉竹青 戲劇學系

95 黃淑燕 東語系日文組 日研所碩士

95 陸玉清 戲劇系國劇組

95 陳富都 海洋系生物組

95 許國宏 哲學系 哲研所碩士

95 張師竹 園藝學系

95 林欽榮 實研所碩士

95 林麗珍 音樂舞蹈科

95 林國泰 新聞學系

95 李雪玟 音樂學系

95 吳麗敏 企管所碩士

95 吳龍山 體育學系



95 何明錦 實研所碩士 實研所博士

94 辛江霖 氣象學系

94 周家華 市政系 政研所碩士 中山所博士

94 林錫山 建築所碩士

94 洪玲瑤 體育系

94 徐紹欽 戲劇系

94 張臨生 藝研所碩士

94 郭俊良 新聞系

94 陳清港 應數系

94 陶傳正 英文系

94 黃傅源 機械系 勞研所碩士

94 趙自強 新聞系 勞研所碩士

94 趙良燕 新聞系 政研所碩士

94 嚴祥鸞 法律系

93 王銘正 實研所碩士

93 伍鴻沂 西樂組

93 沈智慧 新聞系

93 周俊吉 法律系

93 林淑珍 國企所博士

93 張曼君 英文系

93 陳正治 德文系

93 陳宗仁 政治系

93 黃才郎 美術系 藝研所碩士

93 董繼玲 英文系

93 劉中興 體育系 運教所碩士

93 潘登昌 應化所碩士

93 蔡國信 日文系

92 王大智 史學系 藝研所碩士 史研所博士

92 何幼榕 建築系 實研所碩士

92 吳乙峰 戲劇系

92 李庸旭 藝研所碩士

92 洪美蕊 地理系

92 范良銹 市政系

92 唐明健 實研所碩士

92 陳剛信 新聞系

92 管中閔 經濟系

92 鄧國雄 地研所碩士 地研所博士

92 鍾紹和 氣象系

92 羅淑華 英文系

91 任立中 企管系

91 李欽漢 市政系 地研所碩士

91 林士喬 企管系 企研所碩士

91 林清華 市政系

91 陳士禮 政治系

91 陳榮波 哲學系

91 潘婉華 印刷系



91 蔡行濤 史學系 史研所博士

91 蔡穗 地理系 地研所博士

91 鄭美華 兒福系 家研所碩士

91 鍾維君 戲劇系

91 欒桐華 營養組

90 王弘垚 建築系

90 吳連賞 地學所博士

90 李瑞紅 舞蹈科

90 孟雍安 經濟系

90 林來順 機械系

90 林宜男 法律系財經組

90 林義正 哲學系

90 金崇仁 勞研所碩士

90 倪再沁 美術系 藝研所碩士

90 陳勤仁 國貿系

90 陳德昇 經濟系 陸研所碩士

90 蔡忠雄 地學系

89 林冠群 史學所碩士

89 張作驥 影劇組

89 張明致 政研所碩士

89 張家銘 會計系

89 郭俊男 應數系

89 陳明輝 音樂系

89 陳威仁 實研所碩士

89 陳莉蓮 體育系

89 楊敏郎 地質系

89 劉黎英 舞蹈科

89 鍾榮昌 土資系

88 丁永慶 國樂系

88 丘岳 新聞系

88 白省三 中山所博士

88 吳天惠 三研所博士

88 郭亙榮 建築系 實研所碩士

88 陳永德 法律系

88 黃煜 體育系

88 楊開煌 陸研所碩士

88 蒲金標 地理系 地研所博士

88 蔡佰祿 實研所碩士

88 蔡明哲 法律系

87 古名伸 舞蹈系

87 吳三靈 法律系

87 沈呂百 法律系

87 高凱聲 經濟系 經研所博士

87 郭金能 史學系

87 陳來發 地理系 地研所碩士

87 陳錦賜 實研所碩士



87 曾廣倫 經研所碩士

87 黃欽勇 韓文系

87 蔡振聰 實研所碩士 實研所博士

86 王怡辰 史學所博士

86 朱林驥 企管系

86 崔慈芬 國劇系

86 陳銀河 實研所碩士

86 凌瓏 觀研所碩士

86 曾宜臻 國樂組

86 黃文忠 體育系

86 黃招憲 日研所碩士

86 劉木蘭 觀光系

86 謝憲昭 國企所碩士 三研所博士

85 王豫元 政治系

85 吳光庭 建築系

85 林瑞萍 家政系

85 施登山 應數系

85 胡德偉 建築系

85 夏瑞紅 史學系

85 曾聰敏 觀光系

85 劉永昌 新聞系

85 盧嘉銘 應數系

85 謝欽宗 建築系

84 方國輝 中山所博士

84 吳英峰 兒福系

84 宋晶宜 新聞系

84 海英倫 觀光系

84 郭孟雍 音樂系

84 陳燕發 社工系 兒福所碩士

84 劉宏祐 體育系

84 蔡明亮 戲劇系

84 蔡瑞琴 市政系 實研所碩士

84 蘇墱基 史學系 史研所碩士

83 王鎮豪 勞工系

83 林意毅 觀光系

83 金更生 中文系

83 唐彥博 機械系 陸研所碩士 三研所博士

83 高玉麗 社工系

83 陳朝威 經研所碩士

83 黃貴美 政研所碩士

83 劉福來 法律系 法律所碩士

83 魏裕昌 印刷系

83 蘇俊賢 體育系

82 王天競 建築系

82 吉岳 經濟系 經研所碩士

82 吳金贊 三研所碩士 實研所博士



82 吳美芳 日文系

82 張金明 觀光系

82 陳宏宇 地質系

82 陳毓鈞 陸研所碩士

82 黃鐵嶼 建築系

82 賴本源 政治系

82 鐘榮翼 法文系

81 王政騰 畜產系

81 呂惠美　 韓文系

81 邱皙穎 建築系

81 邱錦添 法律所碩士

81 洪秀柱 法律系

81 許志銘 體育系

81 陳金德 市政系

81 劉寧章 社工系

81 鍾明村 法律系

81 魏香明 體育系

80 李英秀 舞蹈科

80 張運同 中文系 中研所碩士

80 陳士伯 實研所碩士

80 曾瑞慶 法律系

80 黃書貴 地理系

80 詹德勝 國術組

80 劉國基 土資系

80 蔡定芳 政研所碩士

80 鄭超群 海洋系

80 鄭耀南 法律所碩士

79 王令台 經濟系

79 王廣生 舞蹈系

79 朱宏哲 建築系

79 姜一涵 藝研所碩士

79 張徽貞 新聞系 民華所碩士

79 許海欽 藝研所碩士

79 陳明竺 建築系

79 陳啟斌 新聞系

79 陳嘉遠 體育系

78 方力脩 地學系

78 王紹文 經濟系

78 王鎮鳳 化工系

78 朱寶信 氣象系

78 林麗貞 大傳系 新研所碩士

78 洪得明 體育系

78 陳至誠 國貿系

78 陳學同 舞蹈科

78 彭誠浩 體育系

78 簡江作 韓文系



77 呂明賜 體育系

77 李傳偉 新聞系

77 徐莉玲 美術系

77 高崇熙 實研所碩士

77 郭蘇燦洋 中美所碩士

77 陳光憲 中文系 中研所碩士

77 陳起帆 國貿系

77 陳嘉隆 觀光系

77 舒哲倫 建築系

77 馮定國 國貿系

77 黃騰耀 法律系

77 楊瓊花 家研所碩士

77 劉佳珍 勞工系 勞研所碩士

77 鄭玉珠 家政系

77 黎慶 營養組

77 謝國賢 法律系

76 王立信 建築系

76 伍澤元 實研所碩士

76 李志夫 哲學系

76 林顯輝 地研所碩士

76 涂璨琳 美術系

76 張至滿 體育系

76 許麗音 中文系

76 彭德光 企管系

76 潘家森 印刷系

76 蕭炳彰 三研所碩士

76 謝添進 地理系

76 顏聖哲 美術系

75 丁君毅 地理系

75 丁楷 市政系

75 王以平 印刷系

75 王立杰 法律系

75 王成勉 中美所碩士

75 王邦雄 三研所博士

75 王飛龍 化工系造紙組

75 王陶陶 行管系

75 王靖華 政治系 政治所碩士

75 朱諶 政治所碩士

75 何志強 行管系

75 何秋蘭 法律系

75 余森林 國貿系

75 吳光照 營養組

75 吳艾如 印刷系

75 吳奇勳 印刷系

75 吳舜田 地質系

75 呂俊德 文藝組



75 李定遠 政治系

75 李美月 史學所碩士 史學所博士

75 周元白 印刷系

75 林建助 文藝組

75 林國泰 資訊科

75 林華山 營養組

75 林義剛 觀光系

75 林詩輝 政治系 三研所博士

75 柯輝智 海研所碩士

75 范芳嘉 法文系

75 孫國旭 戲劇系

75 孫進興 法律系

75 徐學儉 建築系

75 張華寶 觀光系

75 張熙懷 財金系

75 梁震坤 新聞系

75 梅繼恆 市政系

75 莊震霆 建築系

75 莊耀淵 觀光系

75 許武勝 政治系

75 陳哲士 實研所碩士

75 陳國烈 印刷系

75 陳博正 戲劇系

75 陳敬宗 戲劇系

75 陳慶雲 印刷系

75 陳藍谷 音樂系

75 粘信士 日文系

75 傅屏華 觀光系 觀研所碩士

75 曾保忠 地質系

75 黃建淳 地理系

75 黃修志 化工系陶業組

75 黃書瑋 園藝系 實研所碩士 實研所博士

75 葉明德 新聞系

75 廖峰香 新聞系 哲研所碩士

75 趙功恆 法律系 法律所碩士

75 趙信甫 園藝系 實研所碩士

75 歐堅壯 三研所博士

75 潘富俊 森林系

75 蔣勳 史學系

75 鄭吉祥 體育系

75 鄭登貴 畜牧系

75 蕭麗娟 家研所碩士

75 戴麗華 三研所碩士

75 譚光豫 經研所博士

75 蘇立基 地質系

74 簡武雄 新聞系



74 簡瑞宏 英文系 民華所碩士

73 吳炯基 造紙組

73 吳健 文藝組

73 汪中和 地質系

73 姜書益 俄文系

73 洪宗綿　 兒福系

73 洪燦楠 市政系 政研所碩士

73 徐立忠 社工系

73 高炳麟 化工系

73 張啟雄 政治系

73 張憲昌

73 曹奮平 建築系 實研所碩士

73 梁美惠 地理系

73 許仁壽 企研所碩士

73 郭志宏 化學系

73 陳文恭 氣象系 經研所博士

73 陳金龍 陸研所碩士

73 陳蓉蓉 三研所碩士

73 楊永良 文藝組

73 溫文華 史學系

73 葛萱萱 中美所碩士

73 詹茂焜 企管系

73 雷家驥 史研所碩士

73 劉介民 法律系

73 蕭峰雄 經研所碩士

73 謝友文

73 羅明通 法律所碩士

73 顧力仁 史研所碩士

72 任立渝 地學系

72 安奉烈 中研所博士

72 朴斗福 法律所博士

72 朱麗姬 舞蹈科

72 吳昌廉 史學系 史學所碩士 史學所博士

72 吳昆浦 法律系

72 吳夏雄 建築系

72 呂潮澤 法律所碩士

72 宋永祐 法律所博士

72 李可名 企管系

72 李台薰 中研所博士

72 李恩秀 中醫班

72 李瑞生 印刷系

72 卓用國 中研所博士

72 林忠山 政治系

72 林柏亭 藝研所碩士

72 林睿璋 園藝系

72 邱志鵬 兒福系



72 邱坤良 史研所碩士

72 金基洞 法律所博士

72 金暻浩 實研所博士

72 洪源亮 化學系

72 洪瑀欽 中研所博士

72 孫武彥 行管系

72 孫俊光 化學系 應化所碩士

72 高淑芳 政治系

72 張公子 三研、政研碩士

72 張天津 家研所碩士

72 張月鶴 家研所碩士

72 曹准煥 中研所博士

72 梁懷茂 社工系

72 陳大誠 市政系

72 陳芳源 史學系

72 陳素華 企管系 企研所碩士

72 彭光輝 市政系 政研所碩士

72 彭瀛添 史研所博士

72 曾來福 市政系夜

72 曾昆華 行管系

72 程樹成 市政系

72 賀敏琳 哲研所碩士

72 黃幼蘭 中文系夜

72 黃明徹 史學系

72 楊仁壽 法律所碩士

72 楊秀濱 藝研所碩士

72 葉春爐 地質系

72 董志群 史研所碩士

72 趙衛民 文藝組 哲研所碩士 哲研所博士

72 劉昭民 氣象系 地研所碩士

72 劉順達 民華所碩士

72 蔡良文 行管系

72 蔡碧女 舞蹈組

72 鄭仁在 中研所博士

72 鄭向恆 中研所博士

72 霍豐宙 法律系

72 謝沐霖 地理系

72 韓榮春 法律所博士

72 蘇天賜 中研所博士

71 丁項托 三研所碩士

71 王志文 法律系

71 王薇 市政系

71 余守斌 地理系

71 余鋒銳 地理系

71 吳三英 中文系夜

71 李少彬 法律系



71 李秋萍 大傳系夜

71 李德高 社工肄

71 周南君 美術系

71 林賓 法律系

71 林慶隆 銀保系

71 林謙彥 土資系

71 邱榮金 日文系

71 胡鍊輝 地理系

71 范姜素琴 中文系

71 馬德程 史學系

71 張東亮 法律所碩士

71 莫詒謀 哲學系 哲學所碩士

71 陳世賢 印刷系

71 陳隆蘭 舞蹈科

71 湯圭民 印刷系

71 楊基民 化學系

71 楊清爐 三研所碩士

71 葉信讚 建築系

71 鄭本山 印刷系

71 鄭勝龍 勞研所碩士

71 鄭瑞璋 地質系

71 盧克林 中醫班

71 藍清漢 日文系

70 王秉哲 社工系

70 仉桂美 政治系

70 石金銘 中醫班

70 安奎 實研所博士

70 朱兩旺 物理系

70 何輔仁 實研所碩士

70 呂文欽 應化所碩士

70 李天任 印刷系 新研所碩士

70 李凌霄 印刷系

70 卓播英 政治系 三研所碩士

70 周和平 法律系夜 海研所碩士 三研所博士

70 花滿堂 法律系 法律所碩士

70 施登煌 法律系

70 柯淑齡 中文系 中研所碩士
中研所博士

國家文學博士

70 孫國祥 法文系

70 莊焜明 史研所博士

70 許家石 中文系

70 郭燦 中美所碩士

70 陳信夫 新聞系

70 陳冠州 實研所碩士

70 陳淑貞 兒福系

70 陳舜華 法律系



70 陸端傑 行管系

70 傅兆寬 中文系

70 焦仁和 法律系

70 黃建森 經研所碩士 中山所博士

70 黃哲之 地理系

70 黃碧玉 中文系

70 黃鴻銘 建築系

70 楊隆光 土資系

70 葉承 化學系

70 劉振鄉 海研所碩士

70 蔣致遠 史學系

70 蕭大儀 文藝組

70 戴渝男 政治系

70 謝春明 英研所碩士

70 魏傑崙 大傳系

70 蘇慶水 企管系

69 郭海鵠 化工系陶業組

69 丁崑健 史學所博士

69 文樺 企管系

69 方西緯 新聞系

69 白俊男 經濟所博士

69 刑福泉 藝研所碩士

69 曲俊銘 海洋系

69 江富正 建築系

69 何和明 美術系

69 吳武忠 觀光系

69 吳博彥 法律系

69 吳惠純 韓文系

69 吳進興 行管系

69 吳碧濤 英文所碩士

69 宋根蓀 德文系

69 李元凱 大傳系

69 李清榮 化工系陶業組

69 李淑嬌 家政系

69 李榮東 國貿系

69 邢福泉 藝研所碩士

69 佘淑娟 國貿系

69 林永遠 市政系

69 林添進 地質系

69 林淇瀁 日文系 新研所碩士

69 林涵西 森林系

69 林連安 體育系

69 施淑端 哲學系

69 紀水上 地研所博士

69 胡泉雄 國樂組

69 胡勝益 三研所博士



69 郭武博 土資系

69 陳平 哲學系

69 陳民 化工系

69 陳再興 中文系

69 陳守亭 中美所碩士

69 陳揚琳 新聞系

69 陸振華 廣告班

69 陶逸明 三研所碩士

69 彭百顯 經濟系 實研所碩士

69 黃政宇 印刷系

69 黃英邦 觀光系

69 黃國彥 日文系 日研所碩士

69 黃隆洋 市政系

69 楊文達 企研所碩士

69 楊鴻基 法律所碩士

69 廖福本 家研所碩士

69 劉良佑 美術系 藝研所碩士

69 劉儀芬 法文所碩士

69 潘俊男 應化所碩士

69 鄭武光 體育系

69 蕭先平 市政系

69 蕭時雄 德文系

69 賴金波 新聞系

69 駱志輝 美術系

69 戴瑞坤 中文博士班

69 鍾志明 園藝系

68 尤清 法律所碩士

68 王小棣 戲劇系

68 王正明 史學所碩士

68 王立德 新聞系

68 王涵萬 政治所碩士

68 王博義 地理系

68 王綱領 史學所碩士 史學所博士

68 史習禮 社工系

68 田順根 行管系

68 白正華 中文系

68 任育才 史學所碩士

68 任和鈞 企管系

68 朱秉義 三研所博士

68 朱重聖 史學所碩士 史學所博士

68 江永富 物理系

68 江金太 史學所碩士

68 江長文 戲劇系

68 江陵燕 新聞系

68 江義雄 政治系

68 何甫仁



68 吳怡

68 吳英宗 戲劇系

68 李定國 氣象系

68 李金桂 政治系

68 李若一 政治系 政研所碩士

68 李乾朗 建築系

68 李啟勝 企管系

68 李淳一 市政系 政研所碩士

68 李廣淮 新聞系

68 杜潔祥 史學系

68 林平和 中文系

68 林秀偉 舞蹈科

68 林品章 美術系

68 林桂朱 日文系

68 林詒彤 兒福系

68 林暉雄 經濟系

68 邱坤武 建築系

68 邱宗凱 勞研所碩士

68 侯翠杏 家政系

68 徐潤傑 新聞系夜

68 殷富 海洋系

68 耿雲卿 法研所博士

68 高信疆 新聞系

68 高崇雲 韓文系

68 崔苔菁 戲劇系

68 張正成 美術系

68 張邦興 市政系 政研所碩士

68 張矞超 法律系

68 張圓琴

68 張煦華 英文系

68 張積祥 政研所碩士

68 敖智寧 新聞系夜

68 梁開明 美術系

68 許文志 政治系

68 許文村 法律系

68 許明德 化學系

68 許添財 經研所碩士

68 許新枝 政研所碩士

68 郭小莊 戲劇系

68 郭岄瑕 家政系

68 郭聯佩 新聞系

68 陳天恩 地理系

68 陳世欽

68 陳民本 氣象系

68 陳永祿 森林系

68 陳玉仙 家政系



68 陳振富 中美所碩士

68 陳裕堂 美術系

68 陳福壽 企管系

68 陳德旺

68 陳麟 音樂系

68 章以本 海研所碩士

68 湯健明 新聞系

68 程萬里 氣象系

68 華永祿

68 賀一平 建築系

68 黃成助 哲學系

68 黃健二 建築系

68 楊人從 韓文系

68 楊菊姿 觀光系

68 楊鄂西 美術系

68 葉文宗 戲劇系

68 葉松森 大傳系夜

68 詹美秀 戲劇系

68 廖世進 海研所碩士

68 蒲浩明 美術系

68 趙仁蓉 印刷系

68 劉以江 政治系

68 劉祥璞 法文所碩士

68 樓文淵

68 潘維和 三研所博士

68 蔡定國 政治系

68 蔡國泰 法文系

68 蔡榮章 觀光系

68 蔡漢賢 政研所碩士

68 蔡奮鯨 法律所碩士

68 蔡憲宗 化工系陶業組

68 鄭向元 實研所碩士

68 鄭海雲 地理系

68 鄭淑姬 舞蹈科

68 盧誌銘 海研所碩士 地研所博士

68 錢南章 西樂系

68 謝正陸 戲劇系

68 鍾宜寧 印刷系

68 魏金雄 美術系

68 羅貞雄 森林系

68 蘇登林 市政系

68 蘇順國 法律系

68 蘇嘉英 地學系

68 顧報國 政治系

67 沈文良 日文系

67 佟秉正 地研所碩士



67 金忠烈 三研所博士

67 徐露 戲劇系

67 張琍 舞蹈科

67 詹秀穎 俄文系

67 歐潤芝 實研所碩士

67 蔣孝武 中美所碩士

67 鄭嘉武 實研所碩士 實研所博士

63 余河青 日文系 日本所碩士

61 鄭師中 氣象系
以下當選年度不詳 于明宜 經濟所碩士

 于超屏　 韓文系

尹世英 戲劇系

仇志強 化學系

方蘭生 新聞系

牛川海 影劇系 藝研所碩士

王  寅 德文系

王大同 史學系

王允健 英文系

王立信 新聞系

王華蓋 新聞系

王德祿 國貿系

王慧芳 家政系

王翼風 新聞系

丘台光 氣象系

史美雲 國貿系

甘保生 新聞系夜

田正美 新聞系

戎撫天 新聞系

朱兆銓 行管系

朱奇中 國貿系

朱承平 新聞系 勞研所碩士

朱淑貞 會計系

朱道力 地學系 地研所碩士

江克宇 戲劇系

江界山 體育系

江乾松 新聞系

江鮑松 新聞系

何二珍 戲劇系

何均利 體育系

何家駒 新聞系

吳明忠 市政系 政研所碩士

吳明根 銀保系

吳東權 新聞系

吳金原 美術系

吳家興 韓文系

吳素蓮 美術系



吳基安 國貿系

吳啟彰 新聞系

吳淑卿 新聞系

吳智和 史學系

吳渝東 應化所碩士

吳榮貴 經研所碩士

吳慶第 韓文系

吳總收 英文系

呂美芳 日文系

呂理焜 經研所碩士

呂義雄 新聞系

宋秀容 戲劇系

李公威 新聞系

李文能 政研所碩士

李安娜 企研所碩士

李伸一 法律所碩士 三研所博士

李志恆 實研所碩士

李育明 森林系

李坤雄 畜牧系

李玲惠 家政系

李重毅 地質系

李家菡 家政系

李純仁 音樂系

李莉玲 實研所碩士

李復甸 法律系

李惠加 家政系

李惠玲 應數系

李登源

李貽鴻 觀光系

李超宗 中文系夜

李殿魁 中研所博士

李榮長 勞工系 勞研所碩士

李榮謙 經濟系

李福臻 藝研所碩士

李銓 英文系

李廣政 家研系 家研所碩士

李錫銘 電機系

李彌 海洋所碩士

李濤 新聞系

沈介三 國貿系

沈珠嫣 園藝系

沈張進 德文所碩士

汪志龍 新聞系

卓英豪 法律所碩士

周荃 新聞系

周應龍



林丹 社工系

林功宗 化工系造紙組

林永仁 畜牧系

林永芳 觀光系

林光明 應化所碩士

林光烈 史學系

林育正 營養組

林享能 政治系

林和鈞

林宗嵩 地理系 地研所碩士 地研所博士

林尚謙 中美所碩士

林易增 體育系

林明德 韓文系

林昇平 經濟系

林亮全 營養組

林桃英 音樂系

林素一 家政系 家研所碩士

林國賢 法律所碩士 三研所博士

林祥德 畜牧系

林學琴 地學系

邵佩瑜 戲劇科

邱光中 日研所碩士 三研所博士

邱志明 森林系

邱定夫 美術系

邱彥明 新聞系

邱美清 家政系

邱衍堯 新聞系

金昶輝 法律系

金輝

侯正鋒 海洋系航海組

施長要 新聞系

施義燦 畜牧系

施靜慧 會計系

柯勝揮 土資系

柯輝芳 經研所碩士

洪玉欽 三研所博士

洪善群 戲劇系

秋錦添

胡  俊 法文系

胡宗銳 觀光系

范大龍 新聞系

徐水俊 企管系

徐發球 烹飪班

徐開屏 法文所碩士

徐慶炎 韓文系

翁金源 營養組



馬德新 觀光系

高木森 藝研所碩士

高世寧 經濟系

高志彬 史學系

高渠 大傳系

郜瑩 文藝組

尉淑英 日文系 日研所碩士

常勤芳 新聞系夜

康傳林 企管系

張中一 印刷所碩士

張志強 德研所碩士

張和量

張冠群 英文系

張風康 新聞系

張振財 韓文系

張國清 營養組

張培士 家研所碩士

張捷科 法律所碩士

張惠慧 法文系

張滋明 新聞系

張進德 經研所碩士

張鼎輝 觀光系

張綵麗 觀光系

張鳳康 新聞系夜

張慧元 新聞系

張靜濤 新聞系

曹彥 影劇組

曹慶玲 經濟系

莊伯和 藝研所碩士

許文馨 觀光系

許以文 體育系

許金祝 舞蹈系

許國偉 德文系

許國禎 新聞系

  許常吉　 建築系

許尊仁 建築系

郭玉芬 哲學系

郭志龍 海洋系

郭金龍 史學系

郭金龍 勞工系

郭長揚 藝研所碩士 三研所博士

郭展義 體育系

郭書媛 法文所碩士

郭淑敏 新聞系

郭瑞鵑 新聞系

郭榮助 美術系



陳永祺 海洋系地質組

陳伯豪 韓文系

陳和量 印刷系 陸研所碩士

陳宗賢 勞研所碩士

陳明裕 勞工系

陳長華 新聞系

陳信泰 森林系

陳信樟 建築系

陳建元 經濟系

陳美慧 家政系

陳若玲 海洋系地質組

陳茂景 化工系陶業組

陳桂玉 植物系

陳桃芳 大傳系夜

陳健民 法律所碩士

陳崑山 會計系

陳景濤 法文系

陳登源 經濟系

陳逸銘 森林系

陳隆旭 森林系

陳雅喬 日研所碩士

陳溪珍 法律系

陳嘉仁 美術系

陳賢雄 三研所碩士

陳樹 國貿系

陳耀聰 物理系

陳鶴彥 美術系

陳鑽烈 畜牧系

彭定民 政治系

彭聖錦 音樂系

曾信雄 實研所碩士 實研所博士

曾習賢 法律所碩士

曾慶普 新聞系

曾興平 美術系

游壽之 經濟系

湯以白 大傳系夜

華科 觀光系

馮光宇 國劇組

黃文昌 中美所碩士

黃水通 法律系

黃以功 戲劇系

黃好吟 國樂組

黃有良 建築系

黃明禮 海洋系生物組

黃河 民華所碩士

黃泗江 印刷系 印刷所碩士



黃珊 新聞系

黃國綸 音樂系

黃章明 中文系

黃達德 哲學系

黃慶明 哲研所博士

黃鎮斌 德文系

楊泓 經濟系

楊長輝 觀光系

楊健仁 畜牧系

楊清瓏 體育系

楊緒賢 史學系

溫麗莎 營養組

葉致君 戲劇系

葉華鏞 新聞系

董明英 實研所碩士

虞伯欽 中醫班

廖本郎 廣告班

廖有地 植物系

廖俊傑 新聞系

褚鴻運 新聞系

趙士強 體育系

趙秀月 植物系

劉公洲 新聞系

劉仕顯 陸研所碩士

劉永隆 觀光系

劉克襄 新聞系

劉朗 新聞系

劉睿 戲劇系

劉學慧 家政系

歐陽元美 新聞系

潘江東 中研所碩士

潘健行 新聞系

蔣金龍 新聞系

蔣萬福 海洋系 海研所碩士

蔣義斌 史學系

蔡友 美術系

蔡文俊 印刷系

蔡正驊 音樂系

蔡忠義 地理系

蔡秋來 英文系 藝研所碩士 三研所博士

蔡崇聖 德文系

蔡銘宗 行管系

蔡龍銘 園藝系 實研所碩士 實業所博士

鄭昭昭 家研所碩士

鄭國忠 新聞系

鄭榮興 音樂系



盧峰海 海研所碩士

蕭春英 家政系夜

蕭塞 新聞系夜

賴玉琪 舞蹈系

鮑美玉 德文所碩士

謝天士 俄文系

謝文義 三研所碩士

謝碧玲 家政系

謝麗卿 會計系

簡燕青 戲劇系

魏沛霖 舞蹈組

魏和靖 美術系

魏偉琦 中文系

羅玲玲 畜牧系

羅賢龍 經濟系

蘇振申 史研所碩士

蘇銘川 法文系

饒燕娟 韓文系

龔顯宗 中研所博士


	工作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