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家族 第二家族 第三家族 第四家族 第五家族 第六家族 第七家族 第八家族 第九家族 第十家族 第十一家族

家族指導老師
(曼陀師)

張清堯 姚雅莉 黃素華 陳宗祺 王建國 施養佳 張筱筠 蔡政芳 黃元勵 張益銍 胡若梅

黃威翔 蔡宜庭 洪佳媐
林鈺婕 李佳芬 張景涵

鄭玟晟 白仁隆 彭致理 陳士豪 李繐安 許崴林 謝宜穎 陳脩然 謝宏輝 林柏宏 鄭枚鵑
謝佳勳 何治佳 廖家鋐 鄭嘉豐 林思妤 林昱皓 王子輔 廖崢皓 林祿恆 黃冠珽 林佾澂
羅玟淇 黃哲原 張宇賢 鄭楷霖 蔣和均 王繹儒 吳嘉佑 鄭文豪 劉子楊 連聿懷 陸承偉
陳柏謙 陳怡伃 李承昱 羅凰瑋 黃雅雅 李柏廷 曾純憶 雷士鋒 吳明和 鍾名皓 顏仕軒
謝怡庭 陳羿妃 廖恩佑 吳沂叡 陳薈如 巫昌桓 劉偉倫 陳臆弘 陳冠妙 吳晶郁
趙睿濬 郭宇玲 張瑞元 邱劦弘 葉欣怡 龔旭衍 林韋彤 吳翰霖 郭菡儀 張廷瑋
廖崇孝 駱艾汝 吳韶宇 趙敏涵 林鈺庭 劉家豪 洪婕 鄭舜謙 林暄哲 林敬洋
陳宇湘 郭昀芳 李懿珈 洪芮蓁 蔡冠頡 陳雅柔 王語薇 林楷文

陳俊銓 黃家琦 陳佩昕 丁冠瑜 周建旻
林秉穎 張凱富 高郁訢 紀富誠

王基泓
歐蔓琦 吳宇凡 葉劭婕 洪晟淯 曾雅琪 洪譽瑄 黃郁雰 黃振庭 蔡宜庭 温奇祐 林思羽
賴育傳 何有勝 林彥辰 翁季瑋 陳柏豪 楊子瑩 洪彥宇 彭珮甄 李尹禎 李婕伶 張　芮
賴正文 冉家溱 賈立梧 羅子瑋 林聖翰 楊媁婷 賴伯軒 林宥任 陳昕岑 洪佳媐 林詩涵
蔡詒安 謝姸儒 陳振輿 胡宇博 詹妤文 張綺芯 蕭宇廷 許姜太懿 王　宣 張景涵 鍾奕薇
彭靖雯 許芳綺 莊宗鏵 許浩禎 宋俊鋐 吳奕珊 潘緯辰 黃琳芷 林姿彤 曾家宥 陳巧妮
蔡易展 林仕傑 卓冠伶 黃翔暄 施馨茹 林亞璇 李佳芬 林育漩

王冠達 黃宣榮 謝孟恩
黃詠哲

賴冠含 朱倇葶 葉子琦 紀秉嶔 古采婕 董庭綺 楊宜霓 林暐捷 謝佩琪 蘇郁銘 董姿萱
林詩芸 鐘珮瑄 徐維澤 李柏逸 吳皓暐 張程智 黃苡棠 呂美婷 許帛楷 李孝源 李奕漩
張祥昊 張榜芸 陳立恩 李智皓 林千琪 陳諺繻 何育萱 陳正憲 黃琦琇 陳怡君 郭亮君
郭家丞 李浩暐 黃世璋 林佑璉 魏楷庭 陳佩君 賴俊源 侯億鴻 林聖晏 林致遠 江家儒
呂家瑜 周以宸 連宇欣 黃威翔 賴巨虎 林政廷 許珮欣 徐煒倫 陳昱甫 賴濬紳 林可葳
林書嫺 葉晉成 葉思瑜 曾宇馨 傅承緒 劉日瓏 黃奕宸 黃昱誠 李偉銍 翁肇鴻 楊思穎
崔立勤 蔡家蓁 呂佳璟 林鈺婕 徐冠群 許彥均 蔡宜汝 林瑤臻 謝肇霖 劉臻懋 林良芳
林姿妤
李宏傑 黃靖棠 馬世祥 劉兪廷 王乃瑩 楊潁彤 邱詩閔 林秀芳 羅暐智 任仲元 游珮靈
張博壹 徐淑怡 盧宥安 張丞佐 林威廷 王得禎 陳承杰 林思緯 劉玟均 林以珊 邱琬軒
陳又維 康睿鈞 陳貞璇 斯馨儀 徐士禮 盛苡凌 陳穎銓 陳品嘉 吳旻芳 呂天馨 陣仕賢
楊子賢 徐加勒 李妮軒 蘇婕涵 陳君岱 王廷瑋 蔡岠樽 李畇融 張韶恩 梁芷瑜 陳奕彰
易　薇 蔡岳彤 呂敬誠 陳欣潔 黃連政 楊庭傑 林嫚湞 許佑丞 江意平 彭郁翔

HIDAKA YUI 陳盈杉 陳鈺璇 藍元宏 李睿哲 龔姵慈

105級

106級

107級

108級

蔡冠頡108學年度家族長 賴育傳 陳羿妃 廖恩佑

亞大醫技系家族名單

蕭宇廷 陳臆弘 林詩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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