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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揚頒獎名單 

一、 捐資興學人士  

H Lundbeck A/S C/O Lundbeck Singapore Pte. Ltd 
中華牙醫學會  
天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百靈佳殷格翰(股)公司 
台灣大塚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台塑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外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第一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必治妥施貴寶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協和醱酵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安斯泰來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武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布林可夫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瑞精鼎國際(股)公司 
吉興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氏基金 
利百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固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昆泰股份有限公司  
東和氣體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香港商法馬蘇提克產品發展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亞東紀念醫院  
美商名科有限公司代表人辦事處  
美商默沙東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保瑞爾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高醫口腔醫學文教基金會 
高雄市玉皇宮管理委員會 
泰得股份有限公司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偉信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康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公司台灣分公司 
凱安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意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爾蘭商愛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衛采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龍慶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懇儀股份有限公司  
賽諾菲安萬特股份有限公司  
************************************************************* 
王本欽 甘蓉瑜 李政學 李鈺錫 李彥龍 
李文賢 李惠娥 余幸司 余明隆 吳文正 
吳界欣 吳益嘉 吳永昌 吳俊仁 何美泠  
李成家 林宗穎 林佩瑾 林瑞泰 林幸道  
林其祥 柯春祥 高志明 高英士 郭炫孚  
郭功楷 郭洪桂玉 郭宗波 陳田植 陳田柏  
陳田原 陳克剛 陳建忠 陳鴻昇 陳人豪  
陳燈松 陳中柱 張哲銘 張竣期 張文燦  
張文宇 許弘德 許素勸 許展榮 湯人仰  
程以長 程廣義 黃明賢 黃書鴻 楊永洪  
楊秀燕 葉淑惠 蔡季君 鄭金松 劉 澄  
劉大智 劉有漢 蔡忠榮 鄭月束 賴慶鴻  
賴秋蓮 蕭世芬 關皚麗 
 

二、 教學傑出教師 

 黃曉靈 陳麗糸 何宛怡 楊志仁 

    教學優良教師 

蔡克勵 羅怡卿 楊曉芳 許超群 李智雄  
張高評 楊志仁 郭禹廷 林志隆 詹德富  

溫燕霞 陳彥伶 劉 怡 林淑媛 趙玉英  



廖麗君 饒若琪 李瑞年 蔡宇哲 

三、 績優導師 

林榮峙 張仲羽 蔡世盟 謝賜吉 陳秀玲 
王文岑 陳彥伶 溫燕霞 賴倩瑜 饒若琪 
櫻井正二郎 彭瓊瑜 黃進龍 李瑞年 杜采潓 

 績優輔導老師 

吳宣瑩 

四、 10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評鑑 

101 年全國大專校院組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優等獎 
第八屆學生會 
101 年全國大專校院組學術性學藝性社團特優獎 
第 22 屆聲樂社 
101 年全國大專校院組自治性綜合性社團優等獎 
第四屆學士後醫學系學生會 

學生期刊論文獎勵 

方欣柔 余志強 吳芳文 呂偉毅 林佩瑾 
陳儀龍 湯瑩瑤 黃筠婷 廖翊筑 歐修瑋 
魏劭芸 李建志 

傑出國際志工 

100年區域和平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國際志工類社區貢獻獎 
林慧宜 陳思穎 李彥蓉 張富晴 

多益獎學金 

張豫苓 

 

五、 研究績優教師 

優秀論文獎 
王木琴 王秀紅 王姿乃 王惠民 王照元  
王瑞霞 王麗芳 何文獻 余明隆 吳志中 
吳秀梅 吳宜珍 吳明蒼 吳登強 呂濟宇  
李志宏 李建宏 李家和 辛錫璋 卓夙航  
林俊清 林常申 邱慧芬 侯明鋒 姚任之  



洪志興 高佳麟 張芳榮 張基隆 張 裕 
張肇松 張學偉 梁文貞 許世賢 許弘毅  
許智能 許雅玲 郭柏麟 陳丙何 陳正生 
陳立宗 陳彥旭 陳思嘉 陳英富 陳逸夫  
曾誠齊 馮嘉嫻 黃友利 黃志富 黃書彬 
黃純德 楊世群 溫慶豐 葉竹來 詹德富 
蔡英美 蔡婉琪 蔡義弘 橫山一成 盧奕丞 
龍震宇 戴嘉言 藍政哲 顏正芳 羅怡卿 
林勝豐 
 
研究計畫績優獎 
余幸司 卓夙航 王照元 鐘育志 陳崇桓  
鄧延通 吳志中 邱啟潤 吳明蒼 鄭添祿 
姚任之 
 
研究成果績優獎一般教師組 
余明隆 王照元 戴嘉言 莊萬龍 黃志富  
陳玉昆 林俊清 王秀紅 吳明蒼 王麗芳 
姚任之 
研究成果績優獎年輕教師組 
陳泊余 顏峰霖 藍政哲 王惠民 陳信允 

研究論文獎勵 

王木琴 王志光 王志鉦 王秀紅 王姿乃  
王英基 王家琪 王惠民 王瑞霞 王慧儀 
王雙桂 王麗芳 田育彰 朱奕華 何文獻  
何美泠 吳文雄 吳永昌 吳志中 吳秀梅 
吳炳男 吳進欽 吳寶珠 呂怡靜 呂濟宇  
李子奇 李水龍 李志恒 李建宏 李景欽 
周汎澔 周明鐘 林壯澔 林信仁 林俊清 
林昭宏 林盈廷 林英助 林常申 林淑媛 
林貴香 林榮峙 林槐庭 邱慧芬 侯自銓  
姚任之 洪志秀 洪義人 高一峰 高佳麟 
張永福 張仲羽 張芳榮 張基隆 張夢揚  
張學偉 莊逸君 許心恬 許世賢 許弘毅 
許妙如 許智能 許雅玲 郭藍遠 陳丙何 
陳世杰 陳泊余 陳信允 陳冠年 陳彥伶 



陳炤杰 陳英俊 陳桂敏 陳益昇 陳喧應 
陳惠媚 陳逸夫 陳義龍 陳贊如 曾惠珍 
曾誠齊 童俊維 馮嘉嫻 黃友利 黃阿梅 
黃俊贏 黃耀斌 楊世群 楊俊毓 楊美賞 
楊詠梅 溫慶豐 葉竹來 詹道明 廖麗君 
蔣連財 蔡志仁 蔡東榮 蔡婉琪 蔡義弘 
蔡麗玉 蔡烟力 鄭添祿 鄭智美 橫山一成 
謝雅茹 謝翠娟 鍾美英 顏全敏 羅怡卿 
蘇純瑩 饒若琪 

六、 杜聰明院長紀念基金青年優秀論文獎 

李柏延 林慧麗 
 

七、 專利獲證教師 

沈榮宗 王志光 王英基 王國照 王照元  
何美泠 吳秀梅 卓夙航 周以和 孫昭玲 
張芳榮 張瑞根 張學偉 陳英俊 陳培詩 
陳惠亭 陳義龍 陳繪竹 傅尹志 曾誠齊 
程建中 蔡季君 蔡東榮 鐘育志 

 技術移轉績優人員 

 鄭添祿 卓夙航 鐘育志 郭藍遠 吳秀梅 

 產學合作績優人員 

張芳榮 何美泠 洪純正 王木琴 賴辰雄  
王惠民 李惠娥 吳逸民 柯宏慧 張學偉 
李景欽 吳秀梅 郭藍遠 王子斌 侯明鋒 
陳益昇 蔡東榮 廖麗君 顏峰霖 吳寶珠 

 全國性創新創業獲獎團隊 

第 7屆戰國策全國校園創業競賽創意組第 1名 

指導老師：周汎澔 / 參與人員：謝淑娟 林玉華 陳靜如 

第 7屆戰國策全國校園創業競賽創業組第 1名 

指導老師：鄭添祿 / 參與人員：林文瑋 胡翠文 蔡亞倫 高千涵 



國家新創獎學生組核定獲獎 

指導老師：張芳榮 / 參與人員：謝其庭 

 

八、 表揚資深員工 

總統暨教育部服務屆滿 40 年資深優良教師 
劉宏文 劉克明 
服務屆滿 40 至 44 年 
彭健芳 蔡義弘 林信仁 黃俊雄 李昭男  
許勝雄 王惠珠 洪純隆 莊信花 黃惠珍  
吳利美 陳秀盆 陳慧燕 黃怜悧 劉玲曄 
楊美惠 
服務屆滿 35 至 39 年 
林幸道 楊美賞 林貴香 劉克明 沈茂昌 陳英富 趙美琴 蔡麗玉 陳益昇  
王英基 林勝豐 盧天鴻 陳季員 邱啟潤 吳俊仁 王良彥 蘇景源 周笑華  
吳定國 蔡榮發 黃吉志 郭文烈 張泰琮 顏全敏 曾銀助 陳勝凱 楊三東  
謝建勳 劉金昌 曾誠齊 陳英俊 陳瑞仁 梁文智 林芳郁 陳新元 賴富彬  
林淑惠 胡榮華 呂勝義 蔡  甚 施居南 許四郎 陳友明 陳麗月 
服務屆滿 30 至 34 年 
蔣連財 蕭廷鑫 何美泠 陳弘森 陳百薰 李金德 趙垂勳 賴文德 吳文權  
鍾美英 林立民 洪純正 何坤炎 周以和 賴春生 王文明 張瑞根 施邦英  
林瑞泰 辛錫璋 黃洽鑽 許 勤 張永源 鐘育志 林双金 邱慧芬 陳素惠 
林高田 邱肇基 林慶正 李家和 王東衡 吳逸民 劉雅瑛 胡淑惠 蔡烟力 
顏銘宏 陳鴻鈞 黃哲人 王起杰 王秀紅 蘇鈞煌 謝天渝 李惠娥 江豐裕  
陳國熏 劉景寬 莊萬龍 鄭裕民 林俊清 顧進裕 侯明鋒 陳信成 吳信昇  
鄭貞英 何坤瑤 陳嘉瑞 金素花 林寶雲 鄭啟清 郭安佳 許文榮 杜文義 
服務屆滿 25 年 
溫文才 吳炳男 黃旭霖 吳寶珠 黃友利 楊玉娥 王雙桂 林秋菊 褚佩瑜  
王慧儀 林怡伶 張娟鳳 李朝裕 蕭璧容 李智雄 廖彥雄 郭怡慧 方愛惠  
劉益全 吳春玉  
服務屆滿 20 年 
王姿乃 陳彥旭 戴志達 郭禹廷 邱怡文 櫻井正二郎 胡婉萍 游仲逸 陳昭彥  
林壯澔 陳懷民 李昆興 黃俊仁 黃鵬如 杜采潓 戴志峰 周映君 陳淑婷  
陳淑莉 陳重元 
服務屆滿 15 年 
賴永昌 黃書彬 呂佩穎 張文燦 蕭惠彬 朱志生 劉益昌 王凌峰 李佳玲  
李瑞年 許超群 蔡忠榮 李佳蓉 劉玫舫 陳啟文 徐嘉吟 柏錦玉 徐淑倩  
謝家勳 陳信福 



 介紹新進教師 
許美智 張文心 杜鴻賓 黃俊仁 林龍昌 梁文貞 劉家駒 黃俊農 
盧政昌 呂衍謀 洪啟智 陳惇杰 吳宜珍 李佳蓉 陳思嘉 陳昭文  
劉冠廷 李坤宗 吳如惠 鄭源斌 吳文雄 謝慧敏 陳明德 曾嵩斌 
林韋佑  張滿玲 胡郁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