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勵方式：第一學年學雜費全免

NO 學制 所別/班別 姓名

1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何愷文

2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劉蕙如

3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曾明洋

4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龔健綸

5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周亮吟

6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陳睿生

7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蔡峻豪

8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陳怡庭

9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吳玉茹

10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黃毓琦

11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余維泰

12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方姿蓉

13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李美月

14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吳秉勳

15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林憶婷

16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李文賢

17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黃俊祺

18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周美鵑

19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葉玉雄

20 博士班 牙醫學系 洪維澤

21 博士班 牙醫學系 林元婷

22 博士班 藥學系 張值維

23 博士班 藥學系 歐建良

24 博士班 藥學系 陳羽綸

25 博士班 天然藥物研究所 吳和澄

26 博士班 天然藥物研究所 胡皓竣

27 博士班 天然藥物研究所 陳志文

28 博士班 毒理學博士學位學程 連培因

29 博士班 護理系 吳姿蓉

30 博士班 護理系 陳汶均

31 博士班 護理系 李佳倫

32 博士班 護理系 董曉婷

33 博士班 護理系 李純華

34 博士班 護理系 曾慧雯

35 博士班 護理系 黃怡靜

36 博士班 護理系 黃美華

37 博士班 護理系 郭蓁蓁

38 博士班 護理系 邱宜令

39 博士班 公共衛生學系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博士班 廖冠焯

40 博士班 公共衛生學系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博士班 劉佳鑫

41 博士班 公共衛生學系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博士班 陳姿樺

42 博士班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陳怡瑾

43 博士班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林哲緯

44 博士班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高毓澤

45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周鑫佑

46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林靖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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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洪詩婷

48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丁毓倫

49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賴芃瑄

50 碩士班 運動醫學系 黃燕婷

51 碩士班 藥學系 湯鎧瑋

52 碩士班 藥學系 李芸維

53 碩士班 藥學系 高巧倫

54 碩士班 藥學系 甘鴻霖

55 碩士班 香粧品學系 陳俊憲

56 碩士班 香粧品學系 陳羿霈

57 碩士班 臨床藥學碩士班 鄭雅庭

58 碩士班 臨床藥學碩士班 郭欣慧

59 碩士班 臨床藥學碩士班 林育萩

60 碩士班 臨床藥學碩士班 洪資胤

61 碩士班 臨床藥學碩士班 鄭芷薇

62 碩士班 天然藥物研究所 林祐全

63 碩士班 護理系 李云馨

64 碩士班 公共衛生學系 邱詠郅

65 碩士班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姚怡文

66 碩士班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黃彥中

67 碩士班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劉思婷

68 碩士班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鄭國志

69 碩士班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駱永翰

70 碩士班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謝哲瑜

71 碩士班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李文翰

72 碩士班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李菡勻

73 碩士班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莊政穎

74 碩士班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何柏均

75 碩士班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廖皓文

76 碩士班 生物科技學系 蔡逸丞

77 碩士班 生物科技學系 王雅靜

78 碩士班 生物科技學系 林明輝

79 碩士班 生物科技學系 郭貞妤

80 碩士班 心理學系 嚴翰威

81 碩士班 心理學系 連文琪

82 碩士班 心理學系 黃俞珊

83 碩士班 心理學系 李沛怡

84 碩士班 醫社系 黃芋淨



NO. 學制 所別/班別 姓名 獎學金

1 碩士班 口衛所 蔡法慈 1萬元

2 碩士班 藥學系 歐政寰 2萬元

3 碩士班 藥學系 胡婷雯 1萬元

4 碩士班 臨床藥學碩士班 姜思羽 2萬元

5 碩士班 臨床藥學碩士班 梁君安 1萬元

6 碩士班 臨床藥學碩士班 蔡宜臻 1萬元

7 碩士班 公共衛生學系 羅士凱 1萬元

8 碩士班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譚伊妤 1萬元

9 碩士班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劉佩瑋 1萬元

10 碩士班 心理學系 王三瑜 1萬元

11 碩士班 心理學系 林玉雯 2萬元

12 碩士班 心理學系 陳冠羽 2萬元

13 碩士班 心理學系 林敬仁 1萬元

※獎勵方式：入學獎學金2萬元、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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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學制 所別/班別 姓名

1 博士學位學程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黃柏穎

2 博士學位學程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廖優美

3 博士學位學程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李佳蓉

4 博士學位學程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陳泰亨

5 博士學位學程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李一賢

6 博士學位學程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洪志憲

7 博士學位學程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蔡政宇

8 博士學位學程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李英勝

9 博士學位學程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陳威昌

10 博士學位學程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方怡仁

11 博士學位學程 毒理學博士學位學程 鄭尹華

12 博士學位學程 毒理學博士學位學程 黃聖翰

13 博士學位學程 毒理學博士學位學程 張維剛

14 博士學位學程 毒理學博士學位學程 馮齡儀

15 博士學位學程 毒理學博士學位學程 張雅婷

16 博士學位學程 毒理學博士學位學程 陳璻如

104學年度 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獎金 獲獎名單

※獎勵方式：學雜費50%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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