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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 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獎金 獲獎名單 
 

 ※獎勵金：第一學年學雜費全額 
106.10.24 一○六學年度第一次研教委員會通過 

編號 學制 所別/班別 姓名 

1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謝○瑩 

2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李○翰 

3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黃○琪 

4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楊○誠 

5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陳○真 

6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黃○中 

7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蔡○棻 

8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蔡○蘭 

9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蔡○駿 

10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李○英 

11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許○豪 

12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王○偉 

13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蔡○學 

14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謝○昭 

15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許○群 

16 博士班 生工學程 王○鈞 

17 博士班 生工學程 黃○君 

18 博士班 生工學程 張○智 

19 博士班 牙醫學系 林○婷 

20 博士班 牙醫學系 周○婷 

21 博士班 牙醫學系 林○靜 

22 博士班 牙醫學系 蕭○南 

23 博士班 藥學系 梁○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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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制 所別/班別 姓名 

24 博士班 藥學系 楊○心 

25 博士班 藥學系 湯○瑋 

26 博士班 藥學系 王○遠 

27 博士班 藥學系 陳○群 

28 博士班 藥學系 姚○佑 

29 博士班 天然所 余○思穎 

30 博士班 天然所 陳○蓉 

31 博士班 天然所 顧○野 

32 博士班 毒理博 甘○霖 

33 博士班 護理系 黃○玲 

34 博士班 護理系 鄭○玉 

35 博士班 護理系 吳○芬 

36 博士班 護理系 黃○佩 

37 博士班 護理系 洪○玟 

38 博士班 護理系 張○雯 

39 博士班 護理系 許○雯 

40 博士班 護理系 柯○玲 

41 博士班 公衛系 吳○文 

42 博士班 公衛系 楊○靜 

43 博士班 公衛系 葉○瑋 

44 博士班 醫技系 楊○穎 

45 博士班 醫化系 楊○碩 

46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鄭○靜 

47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蕭○方 

48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洪○杰 

49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蕭○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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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制 所別/班別 姓名 

50 碩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陳○瑋 

51 碩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姜○宇 

52 碩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陳○勳 

53 碩士班 運醫系 呂○璋 

54 碩士班 熱帶醫 黃○儒 

55 碩士班 口衛系 盧○妤 

56 碩士班 藥學系 陳○中 

57 碩士班 藥學系 楊○茹 

58 碩士班 臨藥碩 王○晏 

59 碩士班 臨藥碩 張簡○宜 

60 碩士班 臨藥碩 黃○沂 

61 碩士班 臨藥碩 吳○婷 

62 碩士班 香粧品學系 許○哲 

63 碩士班 香粧品學系 吳○儒 

64 碩士班 護理系 李○萱 

65 碩士班 高齡長照 李○鳳 

66 碩士班 公衛系 楊○閔 

67 碩士班 公衛系 蕭○穎 

68 碩士班 公衛系 梁○瑄 

69 碩士班 公衛系 蔡○伶 

70 碩士班 公衛系 林○伶 

71 碩士班 公衛系 林○逸 

72 碩士班 醫放系 傅○騰 

73 碩士班 醫技系 劉○慧 

74 碩士班 職治系 林○婷 

75 碩士班 職治系 鄭○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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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制 所別/班別 姓名 

76 碩士班 醫化系 藍○瑜 

77 碩士班 醫化系 黃○捷 

78 碩士班 生物系 陳○彤 

79 碩士班 生物系 沈○憲 

80 碩士班 生物系 詹○璇 

81 碩士班 生物系 楊○仁 

82 碩士班 生技系 邱○浩 

83 碩士班 生技系 魏○谷 

84 碩士班 生技系 吳○儒 

85 碩士班 心理系 鄭○廷 

86 碩士班 心理系 莊○清 

87 碩士班 心理系 陳○伶 

 



106學年度 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獎金 獲獎名單 
 

 ※獎勵金：2萬元 
106.10.24 一○六學年度第一次研教委員會通過 

 

編號 學制 所別/班別 姓名 

1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黃○洲 

2 碩士班 運醫系 曾○仁 

3 碩士班 醫管資 孫○慈 

4 碩士班 心理系 林○瑾 

5 碩士班 心理系 陳○云 



106學年度 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獎金 獲獎名單 
 

 ※獎勵金：1萬元 
106.10.24 一○六學年度第一次研教委員會通過 

 

編號 學制 所別/班別 姓名 

1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陳○臻 

2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林○麟 

3 碩士班 藥學系 許○筑 

4 碩士班 臨藥碩 蔡○瑞 

5 碩士班 臨藥碩 王○珽 

6 碩士班 臨藥碩 林○廷 

7 碩士班 醫放系 蔡○勳 

8 碩士班 醫放系 林○逾 

9 碩士班 醫化系 李○曄 

10 碩士班 心理系 李○怡 

11 碩士班 心理系 陳○芸 

 



106學年度 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獎金 獲獎名單 
 

 ※獎勵金：50%學雜費，最多獎勵四學年 
106.10.24 一○六學年度第一次研教委員會通過 

 

編號 學制 所別/班別 姓名 

1 博士學位學程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陳○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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