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學制 所別/班別 姓名

1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洪○婷

2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周○柏

3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張○誠

4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謝○文

5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羅○皓

6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黃○綾

7 博士班 醫學研究所 黃○恩

8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蔡○中

9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曾○駿

10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梁○貞

11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林○男

12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蔡○州

13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羅○融

14 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徐○洲

15 博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張○強

16 博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余○誠

17 博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俞○智

18 博士班 牙醫學系 陳○安

19 博士班 牙醫學系 陳○怡

20 博士班 牙醫學系 王○仁

21 博士班 藥學系 廖○儀

22 博士班 藥學系 陳○憲

23 博士班 藥學系 朱○偉

 ※獎勵金：第一學年學雜費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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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博士班 藥學系 吳○融

25 博士班 天然藥物研究所 阮○誠

26 博士班 天然藥物研究所 馮○儒

27 博士班 天然藥物研究所 黃○珊

28 博士班 毒理學博士學位學程 張○燈

29 博士班 護理學系 林○子

30 博士班 護理學系 林○如

31 博士班 護理學系 王○宜

32 博士班 護理學系 柯○妮

33 博士班 護理學系 陳○菁

34 博士班 護理學系 謝○妃

35 博士班 護理學系 張○妮

36 博士班 護理學系 溫○芳

37 博士班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趙○舒

38 博士班 公共衛生學系 金○婷

39 博士班 公共衛生學系 李○思

40 博士班 生命科學院 王○傑

41 博士班 生命科學院 黃○葶

42 博士班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薛○真

43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黃○琳

44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彭○堯

45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陳○蓁

46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黃○嘉

47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余○蓉

48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陳○吟

49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范○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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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 陳○涵

51 碩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陳○甄

52 碩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邱○毅

53 碩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陳○伊

54 碩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黃○雰

55 碩士班 運動醫學系 于○甫

56 碩士班 運動醫學系 胡○瀚

57 碩士班 運動醫學系 葉○軒

58 碩士班 牙醫學系 林○君

59 碩士班 藥學系 林○禛

60 碩士班 藥學系臨藥碩 湯○昕

61 碩士班 香粧品系 蔣○晴

62 碩士班 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彭○婷

63 碩士班 公共衛生學系 劉○嫻

64 碩士班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葉○倫

65 碩士班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陳○筑

66 碩士班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夏○鎂

67 碩士班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瑄

68 碩士班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朱○丞

69 碩士班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陳○任

70 碩士班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朱○綸

71 碩士班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李○庭

72 碩士班 醫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賴○妤

73 碩士班 醫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劉○甄

74 碩士班 性別研究所 李○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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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碩士班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黃○彰

 ※獎勵金：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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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碩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林○蓉

2 碩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 唐○綾

3 碩士班 藥學系臨床藥學碩士班 沈○偉

4 碩士班 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蕭○文

5 碩士班 公共衛生學系 黃○睿

6 碩士班 心理學系 陳○庭

7 碩士班 心理學系 楊○欽

 ※獎勵金：1萬元

107學年度 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獎金 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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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士班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黃○協

2 博士班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李○樺

 ※獎勵金：50%學雜費，最多獎勵四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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