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 103 學年度各學系優秀學生簡介
劉子瑜

醫學系六年級
優良事蹟：
 2014 臺大醫學院桌球隊隊長
 2014 臺大醫學系第 39 屆學生會體育部部長
 2014 第十六屆全國大醫盃桌球賽務負責人
 2014 第五屆海峽兩岸醫學生交流活動籌備幹部
 2014 波蘭 Clinical Hospital No 1 in Poznan 交換見習
 2013 第四屆亞太醫學生論壇(APMSS)公關部長
 2013 臺大醫學院桌球隊副隊長
 2013 第四屆海峽兩岸醫學生交流活動工作人員
 2013 臺大醫學人文博物館體驗學習中心美東藝文參訪代
表團成員
 2012 第四屆臺大醫學系習醫先修體驗學習營工作人員
 2012 臺大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暑期研習營研究佳作

 2012 第二屆臺大醫學院藝術季鬼屋活動負責人
 2012 臺大醫學系第 37 屆學生會財務部副部長

辜柏耘 醫學系四年級
優良事蹟：
 102 學年度台大醫學院楓城利他獎
 101 學年度第 1, 2 學期台大教務長榮譽榜
小老師認證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台大醫學系書卷獎
 2015 第六屆海峽兩岸醫學生交流活動—
台大活動部部長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副班代
 102 學年度第四屆台大醫學校區藝術季
總召
 102 學年度台大醫學院｢八系嘉年華｣總召
 102 學年度台大醫學院院學生會活動部部長
 102 學年度台大醫學系系代
 102 學年度台大尋云手語社教學長
 2013 台大醫學營活動(醫師的抉擇)暨晚會(手語劇)負責人
 101 學年度台大醫學院｢醫學院嘉年華｣醫學系負責人
 100 學年度台大醫學系｢迎新宿營｣活動長

張郁佳

牙醫系五年級
優良事蹟：
 2011 年暑假擔任 RCA 工殤案問卷訪談醫療志工
 100 至 102 學年度參加臺大管樂團，於 100、101 及 102
學年度獲得全國學生音樂比賽管樂合奏大專團體 B 組特
優
 100-2, 101-2, 102-1 及 102-2 獲得臺大牙醫學系書卷獎
 2012 年暑假擔任臺大牙醫系第三屆小小牙醫營活動組長
 101 及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擔任班級代表
 101 學年度擔任醫學院口腔衛生服務隊總務
 2013 暑假參與 AIESEC 台大分會海外成長計畫，至肯亞
擔任國際志工六週，參與非政府組織非洲健康社區計畫
(AHCP)，行前於臺灣募集潔牙用具，並於肯亞首都奈洛
比基貝拉貧民窟發放，以幼稚園至高中學生為主要服務

對象，加強口腔及手部衛生教育，宣導愛滋病防治，建立營養相關知識，且進行一所學校
約四百位師生之口腔健康檢查
 2014 暑假擔任臺大牙醫系第二屆高中生牙醫營執行秘書
 2014 年暑假至美國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及美國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牙醫學院進行臨床見習交換

張立人

藥學系四年級
優良事蹟：
 榮獲 101 學年度臺大醫學院楓城利他青
年獎
 擔任 100 學年度到 103 學年度臺大藥學
系共四年班代表
 第 4 屆 PCE 全國藥學生用藥諮詢競賽，
初階組第一名
 100 學年到 103 學年之寒暑假，每星期皆
於台大醫院擔任急診室志工

 100 學年度，參加"藥學服務推廣團"於新北市青潭國小，衛教國小學童食物營養的相關知識
 100、102 學年度參加 TBH 台大泰迪熊醫院活動，教導小朋友健康飲食與藥局相關知識
 100、101 學年度分別協辦與主辦”第十四、十五屆台大藥學營”
 102 學年度擔任全國藥學生聯合會專業發展部部員，處理 PCE 以及跨校活動 PPAC 的舉辦
 102、103 學年度擔任”藥學服務推廣團"講師，介紹基本用藥觀念及藥學系發展
 授袍典禮：102 學年度擔任司儀；103 學年度擔任藥師誓言宣讀代表
 103 學年度，設計第 16 屆全國藥學生年會 logo、營服，擔任大會司儀

謝岱蓉

護理系四年級
優良事蹟：
 103 學年度國立台灣大學如來實證社第四屆副社長
 103 學年度國立台灣大學如來實證社醫衛學院總召
 103 學年度臨床綜合選習(I)、精神科護理學實習表現優良
 102 學年度 國立台灣大學社團評鑑學術性特優社團：如
來實證社 輔導組組長、企劃培訓組副組長
 102 學年度國立台灣大學護理學系加冠典禮主持人
 102 學年度國立台灣大學護理學系泰國 Mahidol 大學交換
學生接待
 101 學年度國立台灣大學如來實證社輔導組組長、企劃培
訓組副組長、陪同護持團隊副隊長
 101 學年度國立台灣大學傳統醫學研究社暑期醫療衛生
暨教育服務隊衛教組

 101 學年度國立台灣大學傳統醫學研究社第二十屆華佗營生庶組
 100 學年度台大護理學系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美宣組組長

韋登元

醫技系四年級
優良事蹟：
 100.8.1~101.1.31 大一上學期擔任班代
 101.2.1~102.1.31 擔任系排球隊副隊長
 102.2.1~103.1.31 擔任系排球隊隊長
 101.8.24~101.8.26 參加台大自治性社團負責人研習營
 101.8.1~102.7.31 擔任醫技系學生會長
 102.1.25~102.1.27 擔任全國醫技盃協辦代表
 102.6.20~102.7.6 參加陽光風箏關懷服務社到台南龍崎國
小服務
 102.8.16~102.8.18 擔任台大自治性社團負責人研習營工
作人員
 103.2.5 擔任全國醫技盃之本系排球隊代表
 103.4.20 取得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C 級裁判資格：培養課

外專業，充實自我

陳曉謙

物治系四年級
優良事蹟：
 2011-2012 年曾參與師大田徑防護隊
 2012 年至今任台大醫學院網球隊隊員
 2012 年至今任台大網球校隊隊員
 2012-2013 年曾參與兩屆台大物理治療
學系金山服務隊
 2013-2014 年曾任亞洲物理治療學生聯
合會總部之公關部門部員
 2013-2014 年曾任台大物理治療學系系

代表
 2013-2014 年曾任台大醫學院學生會體育部長
 2013-2014 年曾任台大物理治療學系系學會長
 2013-2014 年曾參與台大女子籃球防護隊
 2013 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決賽網球男子團體組亞軍
 2014 年全國醫學盃球類聯誼賽網球男子團體組冠軍
 2014 年第二十屆第一次台灣大專網球排名賽男子單打第九名
 2014 年第二十屆第一次台灣大專網球排名賽男子雙打冠軍

姬美如

職治系三年級
優良事績：
 榮獲 103 學年度臺大醫學院楓城利他青
年獎
 擔任 103 學年度臺大職能治療系系學會
體育部長
 擔任 103 學年度臺大職能治療系班級代
表
 舉辦 2013 年北區復健科系運動盃賽
 擔任 103 學年度臺大職能治療系送舊暨

加袍典禮副召
 擔任 103 學年度臺大職能治療系大學營副美宣
 擔任 103 學年度臺大職能治療系迎新宿營隊輔
 擔任 102 學年度臺大基隆地區校友會返鄉服務負責人及隊輔
 參加 2014 年職能治療系學術研討會
 參加 104 學年度原聲音樂小學服務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