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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Service Unit 服務單位/系所 序 姓名 Service Unit 服務單位/系所 

1 呂季鴻 NVA 26 徐靜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2 傅芊瑜 小港醫院 27 張雅筑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3 潘麗玉 小港醫院 28 張文心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4 楊舜翔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教練研究所 29 王俞婷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5 李庸豪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教練研究所 30 陳泳琳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6 陳國臣 孔鳳診所 31 林姿妤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7 王俊凱 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 32 劉千瑈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8 
Chomabayashi 

 Toshio 
日本橫濱國立大學 33 陳海若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9 張國強 生物醫學工程 34 楊珮渝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0 林依柔 生物醫學工程所 35 陳宣翰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1 黃安蕎 安蕎體能運動館 36 
卓麗秋 

Ei Chue Chue Theint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2 沈芳瑗 放勢運動工作室 37 廖珮君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3 王李中羿 東海大學體育室 38 呂尚庭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4 劉秉政 骨科 39 張乃元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5 戴書郁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40 黃靖媛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6 林建宇 高雄榮總營養室 41 黃彙筑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7 盧柏佑 高雄醫學大學 42 林緯承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8 徐絃凱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43 陳宗賢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9 李冠賢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病理部 44 李威明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20 林昀安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45 姚舜瀚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21 簡禎佑 高雄醫學大學耳鼻喉科 46 吳心茹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22 謝宜哲 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47 張庭愷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23 莊秉程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 48 張雅媛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24 徐妤婷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49 林伯聰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25 楊佩珊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50 黃敬棨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序 姓名 Service Unit 服務單位/系所 序 姓名 Service Unit 服務單位/系所 

51 錢玉慧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76 楊欣螢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52 林元皓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77 周子瞻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53 劉曦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78 莊蕙苹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54 呂柏璋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79 羅子涵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55 陳怡璇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80 王崇憲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56 于先甫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81 張芝嫻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57 莊縈姍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82 李佳慧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58 葉容慈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83 吳重慶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59 黃俊達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84 黃敬源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60 尤品婷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85 吳丞斯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61 林宇軒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86 陳晧瑚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62 鍾任瑋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87 蔡宗恩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63 吳魏辰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88 彭建輝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64 許伯碩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89 蔡政勳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65 廖致鈞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90 卓家筠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66 周大仁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在職專班 
91 林存恩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67 劉芸甄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研究所 92 陳美辰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68 王玟心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93 林怡孜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69 陳延昌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94 黃鈺棻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70 董怡芳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95 顏慧宜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71 王愛怡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96 陳筠霈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72 陳俊廷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97 蔡依秈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73 黃美芳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98 包佩娟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74 洪緯欣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99 陳冠毅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75 簡侑萱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00 李雅雯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序 姓名 Service Unit 服務單位/系所 序 姓名 Service Unit 服務單位/系所 

101 李芷寧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26 李孟思 高醫健康管理中心公衛系 

102 許惠足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27 高翊鈞 高醫運動醫學系碩士 

103 王玟心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28 陳穎儒 
國立成功大學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104 李苑菱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29 陳力維 國立馬公高中 

105 吳卓翰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30 吳淑芬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競技運動學系 

106 林建宇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31 曾琮仁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07 饒孝嘉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32 梁峻豪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08 洪瑋駿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33 陳志洋 敏惠醫專體育組 

109 洪采憶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34 林欣儀 陳志宇診所 

110 陳紀萍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35 蕭聿修 開元骨外科診所 

111 趙美玲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36 魏子翔 新竹榮民醫院 

112 吳伊評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37 吳嘉文 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13 楊雅舒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38 鄭志忠 無 

114 盧琬吟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39 洪慈伶 澄觀骨外科診所 

115 洪佳儀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40 楊竣傑 蔡昌學復健科診所 

116 葉軒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碩專班 141 陳景榮 蔡昌學復健科診所 

117 陳惇杰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142 張雅慧 醫研所 

118 張芷頊 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143 李建興 醫學系/藥理學科 

119 Ita daryanti saragih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系 144 許葳蒂 醫學研究所 

120 曾銀助 高雄醫學大學體育教學中心 145 李宇展 國立岡山高中 

121 李朝裕 高雄醫學大學體育教學中心 146 許秋嬋 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 

122 陳昭彥 高雄醫學大學體育教學中心 147 曾壹瑄 左營高中 

123 徐靜輝 高雄醫學大學體育教學中心 148 洪敏彰 中山工商 

124 莊宜達 高雄醫學大學體育教學中心 149 朱芳儀 陳昱傑骨科診所 

125 蔡貴蘭 高雄醫學大學體育教學中心 150 黃文亞 陳昱傑骨科診所 



 
 

 

序 姓名 Service Unit 服務單位/系所 序 姓名 Service Unit 服務單位/系所 

151 柯淑華 高醫骨科部 163 吳汶蘭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52 許涵茜 立暘骨科診所 164 周伯禧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53 王思翰 立暘骨科診所 165 林槐庭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54 黃弘文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166 張文心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55 劉森永 彰基復健科 167 張乃仁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56 陳志鎧 彰濱秀傳骨科 168 朱奕華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57 洪振雄 大道診所復健科 169 王錠釧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158 徐子雯 青彰復健科診所 170 劉益瑋 中山大學 

159 江堯錚 大道診所復健科 171 張世緯  

160 林信隆 國軍高雄總醫院    

161 陳穎婷 花蓮民安復健科診所    

162 陳仁宏 高雄長庚骨科部 運動醫學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