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系學會 

第一屆至第五十七屆 記事表 

學年度 屆數 
系(科) 

主任 
會長 學報 備註 

54學年度 第1屆 謝維綱 － － 招收醫事檢驗科五專生 

55學年度 第2屆 謝維綱 － －  

56學年度 第3屆 謝維綱 － －  

57學年度 第4屆 謝維綱 － －  

58學年度 第5屆 謝維綱 張來發 第1期  

59學年度 第6屆 謝維綱 張來發 第2期  

60學年度 第7屆 鄭富雄 陳恒啁 第3期  

61學年度 第8屆 鄭富雄 謝慶良 第4期  

62學年度 第9屆 鄭富雄 周碩湶 第5期  

63學年度 第10屆 鄭富雄 李義崇 第6期  

64學年度 第11屆 鄭富雄 林金龍 第7期  

65學年度 第12屆 鄭富雄 王文在 第8期  

66學年度 第13屆 鄭富雄 賴萬華 第9期  

67學年度 第14屆 鄭富雄 翁瑞聲 第10期  

68學年度 第15屆 鄭富雄 謝龍吉 第11期  

69學年度 第16屆 鄭富雄 蘭秀鳳 第12期  

70學年度 第17屆 鄭富雄 張國隆 第13期  

71學年度 第18屆 鄭富雄 黃愛櫻 第14期 各科修業延長至 6年制 

72學年度 第19屆 蔡光宇 嚴素萍 第15期  

73學年度 第20屆 蔡光宇 黃俊明 第16期  

74學年度 第21屆 姚寶蓮 林秀猜 第17期  

75學年度 第22屆 高信生 楊鴻民 第18期  

76學年度 第23屆 高信生 李元豐 第19期  

77學年度 第24屆 高信生 巫宜昭 第20期  

78學年度 第25屆 高信生 王玟玲 第21期  

79學年度 第26屆 高信生 鄧素真 第22期  

80學年度 第27屆 傅淑媛 林康為 第23期  

81學年度 第28屆 傅淑媛 林素華 第24期  

82學年度 第29屆 傅淑媛 吳慧盈 第25期  

83學年度 第30屆 傅淑媛 郭瑞萍 第26期  

84學年度 第31屆 傅淑媛 黎心喬 第27期  

85學年度 第32屆 傅淑媛 胡曉雲 第28期  

86學年度 第33屆 徐錦源 黃欣佳 第29期  



87學年度 第34屆 徐錦源 張家禎 第30期 專科部評鑑一等 

88學年度 第35屆 徐錦源 葉貞杏 第31期 更名”醫事技術系” 

89學年度 第36屆 

陳媛孃 

四技: 

薛裕琪 

二技: 

陳怡文 

五專: 

廖容琪 

第32期 

招收四技、二技學生 

90學年度 第37屆 陳媛孃 毛怡文 第33期  

91學年度 第38屆 陳媛孃 游俊人 第34期  

92學年度 第39屆 陳媛孃 林雅雯 第35期 停止招收五專生 

93學年度 第40屆 陳媛孃 張宏名 第36期  

94學年度 第41屆 陳媛孃 李銘彬 第37期  

95學年度 第42屆 王海龍 蕭惠如 第38期 招收夜四技學生 

96學年度 第43屆 王海龍 張簡兆立 第39期 
更名”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成立醫事技術研究所碩士班 

97學年度 第44屆 王海龍 許智鈞 第40期  

98學年度 第45屆 王海龍 溫子杰 第41期  

99學年度 第46屆 陳有任 呂凱迪 第42期  

100學年度 第47屆 陳有任 林旻慶 第43期  

101學年度 第48屆 陳有任 謝宇庭 第44期  

102學年度 第49屆 陳有任 吳虹欣 第45期  

103學年度 第50屆 陳有任 望文耀 第46期 正名”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104學年度 第51屆 陳有任 陳重亦 第47期  

105學年度 第52屆 陳媛孃 黃保勳 第48期  

106學年度 第53屆 陳媛孃 蘇慧瑩 第49期  

107學年度 第54屆 孔建民 馬鈞瀚 第50期  

108學年度 第55屆 孔建民 陳良美 第51期  

109學年度 第56屆 陳有任 張亘富 第52期  

110學年度 第57屆 陳有任 丁正文 第53期  

 (110年 11月 8日校慶訂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