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傑出系友名冊 

公衛系 

屆別 姓名 服務單位 

第一屆 吳聰能 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 

第一屆 陳耀德 前台南市衛生局局長 

第一屆 蔡清讚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第一屆 林柏煌 前雲林縣衛生局局長、現任環球科技大學學務長 

第一屆 廖龍仁 南投縣衛生局局長 

第一屆 郭清泉 前內政部役政署署長 

第一屆 賴璟賢 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主任秘書 

第一屆 周國塘 衛生福利部企劃處簡任技正 

第一屆 李聰輝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篩檢認證組認證科長 

第一屆 王幼金 前大陸委員會法政處科長  

第一屆 柯桂女 衛生福利部健康保險署全民健康保險會 

第一屆 尤之毅 美國南加州大學國際公共政策與管理系主任 

第二屆 紀駿輝 美國奧瑞岡州立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第三屆 邱志彥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任技正 

第三屆 方志琳 衛生福利部健康保險署中區業務組組長 

第三屆 陳明哲 衛生福利部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組長 

第三屆 林克謨 台北市體育總會秘書長 

第三屆 陳世堅 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第四屆 蔡淑鈴 衛生福利部健康保險署主任秘書 

第四屆 孫淑蓉 嘉義市衛生局局長 



屆別 姓名 服務單位 

第四屆 李憶農 高雄醫學大學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第四屆 徐瑞祥 
前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第二辦公室成人及中老年

保健組組長 

第五屆 陳麗貞 行政院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所長 

第五屆 郭憲文 國立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教授 

第六屆 黃季霖 前桃園醫院病歷室主任 

第六屆 練智慧 前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講師 

第六屆 賴明芸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學科暨研究所講師 

第六屆 謝杰士 前台北市環保局大同區清潔隊隊長 

第六屆 林興裕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中區業務組醫療費用一組組長 

第七屆 黃遵誠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副院長 

第七屆 林金龍 
臺北醫學大學衛生政策暨健康照護研究中心顧問研究

員 

第七屆 吳錦景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助理教授 

第八屆 蔡逸虹 衛生福利部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組長 

第八屆 郎慧珠 國立陽明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教授 

第九屆 顏嘉賢 前南投縣環保局局長 

第九屆 李采娟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統計研究所教授 

第九屆 李卓倫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中護健康學院副院長 

第九屆 王文忠 前桃園縣衛生局局長 

第十屆 黃輝原 前雲林縣環保局局長 

第十屆 黃博政 花蓮鳳林醫院牙科主任 

第十屆 丁增輝 衛生福利部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專門委員 

第十屆 宋玲娜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屆別 姓名 服務單位 

第十屆 陳麗娟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婦幼組主任 

第十屆 徐智煌 彰化縣環保局技正 

第十一屆 陳永豐 嘉義市政府稅務局局長 

第十一屆 許昺奇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 

第十一屆 魏榮男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教授 

第十一屆 林麗鳳 中台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第十一屆 賴惠玲 慈濟大學護理系教授 

第十一屆 陳世宏 大里仁愛醫院健診課課長 

第十一屆 彭少貞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第十二屆 吳芳鴦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第十二屆 陳秋瑩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第十二屆 王瑞筠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第十二屆 陳凱倫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第十二屆 陸玓玲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助理教授 

第十二屆 吳珮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秘書(主秘室) 

第十二屆 高慧娟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第十二屆 楊慧芬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副司長 

第十二屆 楊祥麟 疾病管制署結核病組科長 

第十二屆 朱日僑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健保小組組長 

第十二屆 陳維政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工程總隊－副總工程師 

第十二屆 李翠鳳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研究員 

第十二屆 盧胤雯 衛生福利部企劃處科長 



屆別 姓名 服務單位 

第十二屆 曾淑芬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副教授 

第十二屆 林美珠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教育與菸害防制組第二科

科長 

第十二屆 劉素瑛 財團法人仁愛綜合醫院副院長 

第十二屆 胡育麟 日揚環工副總理 

第十三屆 劉瑞祥 行政院環保署廢管處簡任技正 

第十三屆 廖茂宏 天主教耕莘醫院管理部主任 

第十三屆 郭德貞 慈濟技術學院醫務管理系講師 

第十三屆 譚秀芬 長榮大學醫管系助理教授 

第十三屆 林旋捷 瓏鎗有限公司總經理 

第十四屆 盧瑞和 前緯創資通公司安全衛生課主任 

第十四屆 詹清旭 豐原醫院病歷室主任 

第十五屆 魯文印 清淨魯媽媽雲南擺夷料理 

第十六屆 許朝程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簡任技正 

第十六屆 顏伶珍 台北市政府環保局技術室主任 

第十七屆 黃彬芳 中國醫藥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教授 

第十七屆 戴如淳 中國醫藥學大學研發處組長 

第十九屆 李信謀 宇仁醫療器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品部暨品保部經理 

第十九屆 張立功 大林慈濟醫院斗六門診部組長 

第十九屆 王小星 鳳山市衛生局課長 

第二十一屆 藍郁青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風險管理學系副教授 

 

  



環醫所 

屆別 姓名 服務單位 

第一屆 林柏煌 前雲林縣衛生局局長、現任環球科技大學學務長 

第一屆 陳麗貞 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所長 

第一屆 許昺奇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 

第一屆 陳星助 花蓮慈濟醫院院長室主任秘書 

第一屆 蘇娟娟 高雄市衛生局副局長 

第一屆 王瑞筠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第一屆 莊侑哲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副教授 

第一屆 江武忠 嘉義市衛生局秘書 

第二屆 劉怡焜 環保署廢管處技士 

第二屆 鄭進峰 勞委會職業訓練局專門委員 

第二屆 陳以新 環境保護署回收基管會副研究員 

第二屆 黃博政 花蓮鳳林醫院牙科主任 

第二屆 陳信憲 台東縣環保局副局長 

第二屆 顏嘉賢 前南投縣環保局局長 

第二屆 高慧娟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第三屆 黃千芬 衛生福利部醫事處副研究員 

第三屆 商文麟 台中縣環保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科長 

第三屆 邱志彥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任技正 

第三屆 曾麗娟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諮商心理學系副教授(系主任) 

第四屆 許玉昌 衛生福利部企劃處副研究員 

第四屆 陳麗麗 中國醫藥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屆別 姓名 服務單位 

第四屆 劉秋松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家醫科主任 

第四屆 張志旭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秘書室秘書 

第五屆 許耕榮 前台中縣衛生局局長 

第五屆 陳利成 嘉義市政府參議 

第五屆 盧春火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第三分局技正 

第五屆 劉碧隆 高雄市衛生局技正 

第六屆 孫淑蓉 嘉義市衛生局局長 

第六屆 廖龍仁 南投縣衛生局局長 

第七屆 李信謀 宇仁醫療器材科技股份限公司產品暨品保部經理 

第七屆 王耀宏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副教授 

第九屆 蘇貫中 曾任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主委 

第九屆 陳建良 泰德工業有限公司製造部經理 

第九屆 吳宇暉 大甲李綜合醫院醫檢科主任 

第九屆 邱一流 台北市環保局技正 

第九屆 施義雄 嘉義市衛生局企劃科科長 

第十屆 吳聰賢 彰化縣衛生局疾病管制科科長 

第十屆 蕭春櫻 台中市衛生局秘書 

第十一屆 江嘉凌 思維環保科技公司 

第十二屆 林旋捷 瓏鎗有限公司總經理 

第十二屆 林登圳 前台中市衛生局局長 

第十二屆 莊永松 台中市環保局副局長 

第十二屆 曾伯昌 宜蘭縣環保局綜合計劃科科長 



屆別 姓名 服務單位 

第十三屆 林慶雄 彰化基督教醫院胸腔內科主任 

第十三屆 張櫻霖 彰化基督教醫院骨科主任 

第十四屆 王進崇 台中市環保局副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