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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穗典禮流程】 

時   間 流    程 

12:40 畢業生親友入場 

13:05-13:20 畢業生及師長入場 

13:20 典禮開始 

13:20-13:25 院長致辭 

13:25-14:45 撥穗正冠儀式 

14:45-15:05 頒發傑出校友獎、傑出校友致辭 

15:05-15:10 大學部畢業生致謝辭 

15:10-15:15 研究所畢業生致謝辭 

15:15-15:20 畢業生宣讀「公共衛生精神誓辭」 

15:20 禮成 

15:20-16:00 畢業師生團體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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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致辭】 

詹長權 院長 

    各位同學、家長還有公衛學院的老師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這次 2018 年的公共衛生學院撥穗典禮， 

    首先我要恭喜所有的同學順利的畢業，你們也是臺大公衛學院

獲得美國公共衛生學院認證之後第一屆的畢業生。這代表你們的學

位，是跟美國所有經過認證的公共衛生學院的學位是等值的，不管

你是學士、碩士或博士。你們都具備有美國跟臺灣公共衛生學界所

認可的公共衛生核心基本能力，相信這是未來你們在公共衛生生涯

上很好的一個起點。 

    由於大家是在陳為堅前院長時代進到臺大公衛的學生，是在我

擔任院長之後畢業的學生，所以我特別邀請陳為堅院長也在這個場

合跟大家講幾句話，因為他正在國外開會，所以他預錄了兩分半鐘

的影片給同學們祝福。 

    再次謝謝陳院長過去的努力，讓各位在過去幾年的公共衛生教

育中有最好的教學品質，學院未來也會秉持同樣的精神跟態度，為

在校生提供最高品質的教育跟研究環境。 

    我們今年剛獲得教育部跟科技部共同支持成立「群體健康研究

中心」。成為國內唯一獲得高教深耕研究中心的公共衛生研究團隊。

未來學院將會在這個基礎上面，進一步提供給所有學生更好的教育

環境及研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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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也正籌畫，在 2019 年開辦全英文的全球衛生碩士學程。

透過這個學程，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將會更國際化、更全球化。所以

可見的未來我們的學院，還有今天大家聚會的這個公衛大樓，將有

來自於更多國家的學生，因為嚮往臺大公衛學院的教學、研究的能

量而到這個地方，和大家一樣接受公共衛生教育的薰陶。 

    我們希望公共衛生學院帶給大家的不只是知識和能力，同時也

能夠深化大家對公共衛生價值的堅持。在未來你們在社會各界的努

力，不要忘記我們共同擁有的關懷(compassion)、求真(integrity)、

團隊(teamwork)與平等(equality)的核心價值，守住這四價值將會

是你未來人生在面臨許多事情的抉擇時，判斷是非對錯最好的指

標。 

 

祝福大家 有一個美好燦爛的未來! 

 

 

  

20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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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簡介】 

楊俊毓 副校長 

 現職：  

高雄醫學大學特聘教授兼副校長 

國家衛生研究院環境醫學研究所 合聘研究員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監事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 常務理事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共衛生學門 召集人 

 學歷：  

美國耶魯大學環境衛生科學系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學士 

 學術專長 

環境流行病學  

環境衛生學 

 經歷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理事長 

高雄市台大校友會 理事長 

台灣職業衛生學會 理事、常務理事  

台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 理事、監事  

考試院考選部 典試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資訊處 資訊長 

高雄醫學大學健康科學院 院長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所）  主任（所長）  

高雄醫學大學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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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榮譽： 

陳拱北教授紀念獎（1997） 

國科會甲等研究獎（1996-2001） 

國科會傑出研究計畫獎（2005-2007） 

侯金堆傑出榮譽獎（2008） 

 編輯委員 

Journal of 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SCI】

副主編（2006-present） 

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SCI】 

（2002-present） 

Magnesium Research【SCI】（2003- present） 

Inhalation Toxicology【SCI】（2008- present） 

Encyclopedia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Elsevier Ltd.

（2008 出版） 

Taiw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0-present）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2-present） 

 著作   

已發表 SCI 學術論文 300 餘篇 

近年以以古論今方式評論時事，發表於報章媒體，已逾 5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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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致辭】 

楊俊毓 副校長 

各位親愛的學弟學妹、畢業生家長、各位老師，大家好： 

我很榮幸被選為公衛學院的傑出校友，因此才有這個機會在這

裡致詞，感謝母系肯定我過去工作努力的表現。 

我和詹院長是大學同學，大學期間，除大一外，都住同一寢室

(不知詹院長在遴選傑出校友時，是否需要廻避？)。畢業後，我倆

同時考上研究所，我選擇先唸研究所再去服役，詹院長選擇先服役

再唸研究所，詹院長服役後唸完一學年，考上教育部公費留考，就

到哈佛大學進修了。我服完兵役後，適逢高雄醫學大學成立公共衛

生學系，就應聘為講師，擔任第一屆班導師，迄今服務已 32 年，

高醫大公衛系主任由第一屆畢業校友擔任已有 9 年，我的輩分在高

醫已算老賊。 

我來自於公教家庭，無豐實經濟背景(見滷蛋的滋味一文，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forum/realtime/20151103/

725009 )，從來沒有出國深造的想法與奢望，可是在學術界服務，

若沒有博士學位，自然沒有發展的前景，當時心情可謂心急如焚。

在高醫服務時，認識我的太太(那時她已快博士班畢業)，她不嫌棄

這個台大碩士畢業的窮小子，與我結婚，婚後鼓勵我申請國科會(科

技部)的公費出國研究進修，很幸運的獲得國科會資送赴美國耶魯大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forum/realtime/20151103/725009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forum/realtime/20151103/72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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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進修攻讀博士學位(公費補助三年)，我太太居功厥偉，因為所有

的申請書幾乎都是她幫我填寫，真是「入門蔭丈夫」，所以太太很

重要，各位同學，你們未來的伴侶與人生未來的發展是息息相關

的。 

我 1990 年六月赴美，帶著一歲大的女兒與太太同行(她們八月

底再回台)，先飛到波士頓找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柯源卿(他退休

後旅居波士頓)，詹院長那時剛取得博士學位正準備返國擔任台大教

職，特別到機場接機(謝謝你)。說實在的，我自己還未有充分的準

備就來美國，語言能力更屬不行(老師上課，我都聽不懂)，對於何

時畢業，更屬茫然，但我已是二個孩子的父親，那時最紅的一首歌

曲叫「瀟灑走一回」，我每天都聽這首歌，告訴自己，要「既來之

則安之」，不論成敗，瀟灑走一回，我加倍努力，只要老師開的參

考書籍，我一概全買，自己自修苦讀，我真的在 3 年內完成博士學

位，人的潛力是無窮的，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環境會逼迫你

發揮你的潛能，遇到了你就會知道。 

1993 年五月畢業束裝返國，本以為獲有名校博士學位的光環，

從此可以獲得長官青睞，平步青變，沒想到等著你的是當頭棒喝的

挫折，升等副教授未獲通過，理由是「未獲三分之二以上教評會委

員之同意」，真是晴天霹靂，如果以現在的制度是可以提出申訴的，

各位學弟學妹，如果是你，你看得破嗎？你忍得過嗎？但是形勢比

人強，你要看得破，也要忍得過，我告訴我自己，「要忍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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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能忘形，失意更不能忘形，我只有更加努力，以更好的學術表

現來厚植自己的實力，第二年終於獲得升等副教授；我持續努力，

默默耕耘，獲得第二屆陳拱北教授紀念獎，學術著作質量均獲得一

定的好評，無奈升等教授，仍遭滑鐵盧(未獲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同意)，

我百思不得其解，想起西漢鄒陽先生寫的<獄中上梁王書>的文章，

文說「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意思是說

女子不論美醜，只要進入宮中就會受到嫉妒，士人無論賢能與否，

一旦進入朝中就會遭人嫉妒，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嫉妒之心人皆有之，

不遭人嫉才是庸才，在職場要展現自己的能力，但如何學習降低別

人對自己的嫉妒，也是很重要的學分，南懷瑾先生很喜歡提的一幅

對聯「能受天磨是鐵漢，不遭人嫉是庸才」，願與學弟妹們共勉之。 

約翰 伍登(John Wooden)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執教 27 年，曾帶領球隊在 12 年裡拿下十次國家大學體育協會男籃

總冠軍，是美國史上最成功的籃球教練，至今無人能敵，他曾說過

「才華是上帝給的，要謙虛；名氣是人給的，要感恩；自滿是自己

給的，要小心」(Talent is God-given, be humble; Fame is 

man-given, be grateful; Conceit is self-given, be careful」，

我以這三要「要謙虛，要感恩，要小心」與在座的畢業生互相勉勵，

並祝福你們的生命如鳳凰花般燦爛，生活得以喜福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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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畢業生致謝辭】 

畢業生致辭代表  公共衛生學系 楊宜華 

親愛的院長、主任、各位師長、家長、嘉賓以及在座的畢業生們，

大家午安。 

老實說，站在這裡致詞還是會有些緊張，不過會緊張其實是件好

事，因為代表你很看重這一件事。 

時間過得好快，轉眼，微積分基本定理早已經是那飄渺的記憶，總

之，我們今天會坐在這裡，想必應該是都順利上岸了；不知道各位

還記不記得大一普化實驗的 partner 是誰、大二的生統跟誰一組、

大三的流病實例又被誰雷了，大四的公衛實務有些人大三就修完

啦！ 

在臺大公衛的四年，我們長大了，也有些不同了，比起大一時剛踏

進公衛大樓、坐在教室裡懵懵懂懂聽著公衛導論，陳拱北離我們更

近了些，說到健康的定義我們也可以反射性的說出WHO的定義「健

康是身體、心理和社會的安寧美好狀態，不僅僅是免於疾病或虛弱

而已。」我們更學會了高招的撩妹技巧，可以對著她說，你的 p 值

一定>0.05(聽不懂這個笑話的去請教五樓的老師們）。 

當然，我們也堅強的挺過了一修再修的生理；考試時需要一點想像

力的解剖；還有背到哭的菌種名稱，此刻回頭看，真的會覺得自己

很不容易呢！ 

95 後的我們，正好趕上網際網路如雨後春筍般的漫延擴散到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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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角落、各個領域、各種層次，改變了全球交易和交友模式，包括

知識搜尋、電子商務、拍賣、線上交友、打電話等。我們出生在一

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並不是你努力就一定會成功；但

唯一能肯定的是，你不努力，哪輪的到你成功? 

2008 年 google flu trend 透過 Google 的搜尋工具，分析流感關

鍵字數據，成功地預測美國流感爆發期，這是「big data」套用在

疾病疫情監測方面的經典例子；近年來，開始流行起資料視覺化，

以圖像化方式，清晰有效地傳達與溝通訊息，然而早在 19 世紀時，

我們的公衛老祖宗 John Snow 早就使用這個方法在追蹤霍亂的地

圖了。 

臺大公衛系畢業門檻是 128 學分，畢業時，我總共修習了 150 個學

分，舉凡商管、程式設計、人力資源...等，都是我涉獵的學門。我

一直認為臺大公衛系是我的起點，從這裡開始，讓我更了解大眾日

益高漲的健康意識，不僅僅是「政策」更是一個潛力無窮的「市場」。 

在此，我想要代替所有 B03 的同學們感謝各位師長，謝謝您們的教

導，讓我們不管是面對學習上的挫折，還是成長路上的矛盾與不知

所措，都能平安涉渡、找到自己的方向，今天，我們才能夠獨當一

面地站在這裡，以自己身為一位公衛人為榮。 

年初時，臺大公衛系畢業校友找不到工作的新聞沸沸揚揚了好一段

日子，但在場的各位爸爸、媽媽們，請您們放心，謝謝您們四年前

願意相信我們、支持我們選擇臺大公衛系的這個決定，從那時起，

我們便開始學會對自己的選擇負責，儘管四年過去了，我們不一定

會繼續走在公衛這條路上，或是有飛黃騰達的成就，但我們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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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實地的，勇敢、認真地實踐每個說出口的夢想。另外，過去半

年我已經幫各位 B03 的同學們試過就業市場的水溫，市場反應還是

值得期待的。 

我一直記得那天要交出提早畢業申請書時，我忐忑地走進董老師的

辦公室，因為我不確定這個決定是否太過莽撞，或是不夠深思熟

慮，老師最後說了一句話「既然你準備好了，那是時候可以繼續往

前了！」很多時候，我們總是想一窺別人是怎樣飛，永遠，害怕自

己模仿得不像，但親愛的，不要讓從眾的直覺壓抑自己獨一無二的

才華，請多相信自己一些。 

最後，親愛的 B03 同學們，我不想祝大家鵬程萬里，因為走的近一

點我們才可以時時保持聯繫；我不想祝大家一帆風順，因為我真心

希望這麼厲害的大家，能夠逆風高飛；我不想祝大家心想事成，因

為這太老梗了，而且從小到大從來沒有真的發生過。 

聽了四年師長們擔憂臺灣的高齡化、少子化危機，那就祝大家早生

貴子好了，一人兩個娃，臺灣不會老！ 

我是臺大公衛系 106 學年度畢業生楊宜華，再次感謝在場各位的蒞

臨，也祝福全體畢業生畢業快樂！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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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畢業生致謝辭】 

畢業生代表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謝友菱 

    院長、各位師長、來賓、各位家長及畢業生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的碩班畢業生謝友菱，很榮幸能夠代表

研究所畢業生上臺為全體畢業生致詞。 

    當得知自己考上臺大研究所時，說美夢成真可能有點浮誇，但

我相信在座的畢業生們都以能成為臺大公衛學院的學生為榮，也希

望自己能在碩士的課程中找到研究的樂趣並學習到必備的能力。在

碩班課程中，少了個人單打獨鬥的考試，多了團體合作準備和課堂

報告；少了單純授課，多了討論與發表意見。除了畢業所需學分的

課程外，研究室的 Meeting 和 Seminar 更是研究生的重頭戲，緊

張程度與日俱增，直到 Meeting 前衝上高點，結束後才能短暫放

鬆，這樣無限循環的戲碼在每週不斷的上演，雖然當下覺得有點壓

力，但現在回頭看看，在老師引領之下，無論是上臺發表或是邏輯

思考都成長了許多，培養這樣的實力讓我們終生受用。其中準備

Seminar 更是讓人膽戰心驚，老師們事前對我們提出的文獻做足功

課，語氣溫柔但一針見血，完全的切中要害，給予我們中肯且重要

的建議，對於未來研究的想法及方向更為清楚，讓我們也能輕鬆的

對學弟妹說「Seminar 不會很難啦，不用太緊張」。 

    健管所 R05 的畢業旅行成團，椰林辦桌也齊聚了近乎全班的人，

凝聚力和感情不在話下，在研究的壓力下，更是互相協助以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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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code 不會寫找同學，問卷發不完找同學，IRB 不會跑找同學，

研究方法有問題找同學，對產業不了解，還可以諮詢 EMHA 在職

專班的學長學姊。我們不敢說我們感情最好，但我們在大研究室，

肯定是笑得最大聲的一班，很開心在論文的追趕下，我們還能繼續

保持笑容。 

    老師們課堂準備非常豐富，就怕我們少學了一點；引導式問題

也讓我們充分思考及學習；針對同學的提問與討論總是傾囊相授，

毫不藏私。還記得在入學面試時，被問及為什麼要選擇臺大，回答

總是圍繞著「臺大資源豐富、師資優異」，這樣的回答在當下聽起

來或許老套，但身為畢業生的我，直到現在更加確信這句話背後的

意義！在老師因材施教的教導下，我們對於學術研究有了更完整的

認識，相較於兩年前的我們成長許多，學會如何合理批判與懷疑、

主動學習與表達，不僅僅是對於自身的研究領域充滿熱忱，也期望

能夠從中了解研究的價值，並促進全民的健康福祉。還記得曾經在

備受考驗及挫折的校外競賽時，老師的一句「你們是最棒的」，我

想這就是對於身為畢業生的我們，最好的鼓勵以及對未來最深刻的

期許。 

    相信不論在健管所、行社所、流預所、職衛所、環衛所以及

MPH 的全體畢業生，都能不忘初衷且帶著謙遜的態度，繼續在各

自的領域中發光發熱，發揮自己的價值並改善更多人的生活與健康。

最後，恭喜大家順利的畢業！畢業後，我會想念所上的老師及助教、

班上的同學，和每週三的下午茶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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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精神誓辭】 

在我踏入公共衛生領域的此刻，謹在此鄭重宣誓： 

將尊重與關懷每一個生命，無關乎貧富貴賤，務必使其免

於疾病侵擾，將善用所學，使人與環境共存共榮，將盡心

竭力，為人類健康謀求未來。健康促進乃是我的首要責任，

必將全心全意，力求醫病於未發之時，必將秉持良知，集

眾人之力捍衛民眾的健康，無論受到多少病源之威脅，不

僅溯流而上找出原因，並且矢志將其完善控管。 

不管身在社會任何角落，我將恪守倫理，依循法紀，認真

負責執行每一項事務，師長的教誨常存心中，絕不因循苟

且，散漫怠惰，不管遭受何種外力脅迫，都不會違背良心，

損及社會公平以及正義。 

我將以身為公共衛生界的一份子為榮，並謹記此刻榮光，

以我的人格、尊嚴與自由意願在此立誓。 

 

立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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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畢業生名單】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流病組 

姓  名 指導老師 研究專長 

宋豐伃 于明暉 
利用 B 型肝炎病毒全基因體序列變異資料探勘來

預測肝細胞癌發展 

柯卉盈 
金傳春  

方啟泰 

探討台灣第二型登革熱病毒兩波連續流行中不同

病毒族群替代、傳播維持及動態變異與流行趨變

的關係 

顏采瑩 
蔡坤憲 

金傳春 

聖多美普林西比之新興或再興蟲媒傳染病流行病

學研究 

陳姿婷 杜裕康 

Risk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ischemic 

stroke, and endocarditis after invasive dental 

treatments: a case-only study 

陳儀龍 
陳為堅 

高淑芬 

Taiwan’s Na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Child Mental Disorder: Methodology and 

main findings 

羅偉成 林先和 
台灣地區可歸因於可介入危險因子之疾病負擔情

形 

林瑞祥 李文宗 
Analysis of Mechanistic Interactions 

Epidemiologic Studies 

王雅蕙 于明暉 
利用轉錄基因體分析探討 B 型肝炎病毒控制與宿

主免疫反應-常期病毒量追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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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畢業生名單】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生統組 

姓  名 指導老師 研究專長 

施銘杰 杜裕康 
網絡統合分析方法學議題：結構方程模式、稀疏

資料分析與證據不一致性的評估 

 

 預醫組 

姓  名 指導老師 研究專長 

鄭金英 賴美淑 
影響台灣癌症登記資料庫的正確性相關因素之

初步研究 

蘇韋如 賴美淑 
肺炎鏈球菌疫苗上市後對台灣孩童與年長者減

低侵襲性肺炎鏈球菌疾病風險的評估 

楊志偉 
賴美淑 

馬惠明 

發展創新之高級救命術急救團隊合作模式

「Airway-Circulation-Leadership-Support 

(A-C-L-S)」並評估其訓練成效 

全球組 

姓  名 指導老師 研究專長 

歐以利 林先和 
Pre-treatment loss to follow-up of tuberculosis 

patients in two regions of Camer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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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畢業生名單】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姓  名 指導老師 研究專長 

莊秋華 楊銘欽 電子病歷、醫療資訊、政策評估 

張厚台 陳端容 重症安寧、臨終決策、健康社會、醫病溝通 

蔡宏斌 張睿詒 
腎病緩和療護、健康相關生活品質、醫師過勞研

究、醫院整合醫學 

蔡欣芸 鍾國彪 癌症照護品質、健康服務研究 

 

  

http://www.cph.ntu.edu.tw/ih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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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畢業生名單】 

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姓  名 指導老師 研究專長 

曾耀賢 陳保中 糖尿病嚴重程度與癌症關係 

蔡孟珊 陳保中 
全氟碳化物和內分泌功能之相關性與亞洲兒童

環境健康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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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畢業生名單】 

環境衛生研究所 

姓  名 指導老師 研究專長 

李昇翰 林靖愉 代謝體學、脂質體學、 環境毒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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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畢業生名單】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流病組 

呂寧婷 施驊珊 盧靖宜 趙映婷 胡達亮 

鄭雅嬪 柯尊皓 莫文秀 葉雅琪 王思惠 

蔡旻儒 黃昕盈 陳柏堯 郭奕均 陳鳳君 

吳宛融 陳鈺棠 范騰畬 陳敬軒 蘇家瑩 

吳上奇     

 生統組 

黃永辰 張訓楨 吳睿寧 廖筱琪 何奇軒 

李  驊 黃慶杰 張佩儒 陳怡婷 蔡上傑 

張耀堃 羅凱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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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醫組 

吳馥羽 楊君瑩 郭宗瑀 洪驊君 張郁文 

林卉敏 賴薇宜    

 碩士在職專班(生統組) 

戴英軒 劉軒秀 廖翎均 王聖麟 葉亭均 

陳柏誠 陳宗伯 陳姿樺 黃彥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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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畢業生名單】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歐陽良孟 魯怡佳  郭蓓蓓  楊雅惠  郭緣宜  

陳宗延  謝友菱  李明儒  謝靈恩 陳威翰 

李敏慈 胡倍瑜 蔡民浤 林依宣 陸翊豪 

古乙岑 梁芷嘉 張綺雯 吳佳穎 鄭永鈞 

林蘭 邰思瑀 王純蕙 林雨亭 王映捷 

徐若萱 詹書媛  吳明純  鄭思妤 胡恩禕  

胡晨穎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EMHA) 

洪宗民 陳宣志 李慶威 黃薏秦 吳連富 

林本奚 陳奕翰 呂仁傑 蔡佩芬 吳欣儒 

張鈺旋     

http://www.cph.ntu.edu.tw/ih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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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畢業生名單】 

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賴思齊 簡愛倫 王慈珮 陳俊霖 吳依霖 

莊明潔 吳佐賢 陳亭儒 蔡亮如 魏志阜 

李洛堯 楊翔皓 彭馨頤 柴培睿 曾  千 

陳邦華 蔡孟純    

環境衛生研究所 

洪婉華 劉  怡 李沛軒 李侑蓁 林尚廷 

劉又甄 葉庭嘉 英壬豪 陳怡儒 高彣潔 

吳欣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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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畢業生名單】 

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林倩宇 徐嘉賢 陳怡君 葉名晧 黃巧葳 

林冠妤 陳叙良 許學旻 姜力維 蘇芷嫻 

 

 

 

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翁芝爾 李奕樂 翁乃瑩 郭純甫 許博荏 

李忠懿 徐嘉羚 黃佳馨 崔立有 田匯鋆 

張曜吉 趙露露 吳怡萱 詹東峻 邱露葶 

林虹汝 王又增 許孟璇 林冠吟 林欣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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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畢業生名單】 

公共衛生學系 

曾鈞昱 林東立 柯王嘉 劉又豪 洪梓瑄 

林品翰 黃維懿 邱俊翔 楊宜華 戴嘉恩 

何懿庭 李柏均 李俊霆 張又元 黃瑋絜 

丁雨葳 施宛妤 沈令宜 洪鈺珣 李宗澔 

許旻璇 蔡欣妤 沈怡彤 鐘子婷 鍾承志 

王姿穎 白崇佑 李亭儀 陳宏洋 陳逸東 

詹琮渝 劉書雁 盧丁魁 石品薇 高郁晴 

李宇珧 劉倢如 謝正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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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畢業生名單】 

 

公共衛生學系 

陳逸東 謝正慈 洪鈺珣 許品誼 許旻璇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歐以利(博) 李  驊(碩) 林卉敏(碩) 黃昕盈(碩) 柯尊皓(碩)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蔡欣芸(博) 郭蓓蓓(碩) 魯怡佳(碩) 張鈺旋(在職專班) 

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蘇芷嫻(碩)   林虹汝(碩) 

環境衛生研究所                   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李昇翰(博) 劉又甄(碩)  陳亭儒(碩) 魏志阜(碩) 

 

 

 

http://www.cph.ntu.edu.tw/ihpm/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