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罕見疾病獎助學金 

成績優良獎學金（國小組） 得主 共 50 位    第 1 頁/共 2 頁 

 

序 獎項 姓名 疾病名稱 

1 績優(國小) 吳○志 法布瑞氏症 

2 績優(國小) 蔡○諭 囊狀纖維化 

3 績優(國小) 陳○佑 羅素-西弗氏症 

4 績優(國小) 陳○均 先天性肌失養症 

5 績優(國小) 吳○倢 Rubinstein-Taybi 氏症候群 

6 績優(國小) 謝○恩 先天性肌失養症 

7 績優(國小) 陳○雯 Treacher Collins 氏症候群 

8 績優(國小) 林○羽 先天性肌失養症 

9 績優(國小) 雷○晨 DiGeorge 症候群 

10 績優(國小) 吳○綾 先天性肌失養症 

11 績優(國小) 楊○杰 裂手裂足症 

12 績優(國小) 洪○鈞 Beckwith Wiedemann 氏症候群 

13 績優(國小) 紀○馨 原發性肉鹼缺乏症 

14 績優(國小) 李○茂 原發性肉鹼缺乏症 

15 績優(國小) 潘○樂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 

16 績優(國小) 廖○榛 雷特氏症 

17 績優(國小) 李○佑 苯酮尿症 

18 績優(國小) 邱○芝 Bartter 氏症候群 

19 績優(國小) 趙○均 胼胝體發育不全症 

20 績優(國小) 張○凱 成骨不全症 

21 績優(國小) 沈○顥 外胚層發育不良 

22 績優(國小) 張○菁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23 績優(國小) 朱○達 高雪氏症 

24 績優(國小) 高○翔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25 績優(國小) 陳○ 視網膜母細胞瘤 

26 績優(國小) 王○怡 Angelman 氏症候群 

27 績優(國小) 林○璇 Rubinstein-Taybi 氏症候群 

28 績優(國小) 黃○蘋 三甲基巴豆醯輔酶 A 羧化酵素缺乏症 

29 績優(國小) 王○沂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30 績優(國小) 林○霆 丙酸血症 



2020 罕見疾病獎助學金 

成績優良獎學金（國小組） 得主 共 50 位    第 2 頁/共 2 頁 

 

序 獎項 姓名 疾病名稱 

31 績優(國小) 林○頡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32 績優(國小) 陳○彤 Alstrom 氏症候群 

33 績優(國小) 林○佑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34 績優(國小) 王○樂 威爾森氏症 

35 績優(國小) 楊○涵 Rubinstein-Taybi 氏症候群 

36 績優(國小) 林○宥 克斯提洛氏彈性蛋白缺陷症 

37 績優(國小) 林○宣 克斯提洛氏彈性蛋白缺陷症 

38 績優(國小) 王○權 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皰症 

39 績優(國小) 詹○維 Treacher Collins 氏症候群 

40 績優(國小) 楊○筠 中鏈脂肪酸去氫酵素缺乏症 

41 績優(國小) 葉○宸 Treacher Collins 氏症候群 

42 績優(國小) 黃○瑀 視網膜母細胞瘤 

43 績優(國小) 李○誼 皮特-霍普金斯症候群 

44 績優(國小) 王○晴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45 績優(國小) 鄭○茵 Angelman 氏症候群 

46 績優(國小) 黃○恩 視網膜母細胞瘤 

47 績優(國小) 潘○呈 粒線體缺陷 

48 績優(國小) 周○綺 視網膜母細胞瘤 

49 績優(國小) 彭○睿 神經母細胞瘤 

50 績優(國小) 王○睿 法布瑞氏症 



2022 罕見疾病獎助學金 

成績優良獎學金（國中組） 得主 共 18 位    第 1 頁/共 1 頁 

 

序 獎項 姓名 疾病名稱 

1 績優(國中) 林○宏 成骨不全症 

2 績優(國中) 林○靚 碳水化合缺乏醣蛋白症候群 

3 績優(國中) 郭○安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 

4 績優(國中) 黃○融 Angelman 氏症候群 

5 績優(國中) 詹○霖 法布瑞氏症 

6 績優(國中) 王○今 結節性硬化症 

7 績優(國中) 高○綸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 

8 績優(國中) 陳○伃 原發性肉鹼缺乏症 

9 績優(國中) 塗○鈞 粒線體缺陷 

10 績優(國中) 黃○紫 先天性靜脈畸形骨肥大症候群 

11 績優(國中) 顏○意 威廉斯氏症 

12 績優(國中) 張○宇 Dravet 症候群 

13 績優(國中) 謝○霖 Ayme-Gripp 症候群 

14 績優(國中) 蔡○廷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 

15 績優(國中) 駱○穎 視網膜母細胞瘤 

16 績優(國中) 黃○堯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 

17 績優(國中) 簡○禾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 

18 績優(國中) 詹○樺 威廉斯氏症 

  



2022 罕見疾病獎助學金 

成績優良獎學金（高中/職組） 得主 共 19 位    第 1 頁/共 1 頁 

 

序 獎項 姓名 疾病名稱 

1 績優(高中) 王○品 羅素-西弗氏症 

2 績優(高中) 劉○珊 酪胺酸羥化酶缺乏症 

3 績優(高中) 劉○傑 夏柯-馬利-杜斯氏症 

4 績優(高中) 許○寧 結節性硬化症 

5 績優(高中) 羅○妡 神經纖維瘤第二型 

6 績優(高中) 吳○璇 Netherton 症候群 

7 績優(高中) 郭○勳 多發性骨骺發育不全症 

8 績優(高中) 謝○民 多發性硬化症 / 泛視神經脊髓炎 

9 績優(高中) 宋○勳 裘馨氏肌肉萎縮症 

10 績優(高中) 余○源 威廉斯氏症 

11 績優(高中) 林○縈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12 績優(高中) 陳○廷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 

13 績優(高中) 侯○丞 威廉斯氏症 

14 績優(高中) 力○泰 粒線體缺陷 

15 績優(高中) 吳○諠 肝醣儲積症 

16 績優(高中) 劉○承 Prader-Willi 氏症候群 

17 績優(高中) 林○萍 Cornelia de Lange 氏症候群 

18 績優(高中) 張○綺 Prader-Willi 氏症候群 

19 績優(高中) 林○靜 Beckwith Wiedemann 氏症候群 

 



2022 罕見疾病獎助學金 

成績優良獎學金（大專組） 得主 共 45 位    第 1 頁/共 2 頁 

 

序 獎項 姓名 疾病名稱 

1 績優(大專) 劉○如 γ干擾素受體 1 缺陷 

2 績優(大專) 陳○微 軟骨發育不全症 

3 績優(大專) 林○靜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4 績優(大專) 余○駿 多發性硬化症 / 泛視神經脊髓炎 

5 績優(大專) 許○琪 Stargardt’s 氏症 

6 績優(大專) 顧○寧 遺傳性痙攣性下身麻痺 

7 績優(大專) 黃○湄 性聯遺傳型低磷酸鹽佝僂症 

8 績優(大專) 阮○諦 多發性硬化症 / 泛視神經脊髓炎 

9 績優(大專) 呂○縈 先天性腎上腺發育不全 

10 績優(大專) 施○邑 貝克型肌肉失養症 

11 績優(大專) 莊○萱 多發性硬化症 / 泛視神經脊髓炎 

12 績優(大專) 賴○方 高甲硫胺酸血症 

13 績優(大專) 羅○筌 努南氏症 

14 績優(大專) 黃○翔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15 績優(大專) 吳○聯 成骨不全症 

16 績優(大專) 嚴○獅 中鏈脂肪酸去氫酵素缺乏症 

17 績優(大專) 吳○慧 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皰症 

18 績優(大專) 楊○菱 粒線體缺陷 

19 績優(大專) 郭○蓉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20 績優(大專) 黃○嘉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21 績優(大專) 李○宇 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皰症 

22 績優(大專) 黃○雯 毛毛樣腦血管疾病 

23 績優(大專) 昝○霆 高雪氏症 

24 績優(大專) 周○瑄 苯酮尿症 

25 績優(大專) 郭○廷 鎖骨顱骨發育異常 

26 績優(大專) 伍○豪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 

27 績優(大專) 林○澧 重型海洋性貧血 

28 績優(大專) 蔡○蓁 假性副甲狀腺低能症 

29 績優(大專) 楊○涵 夏柯-馬利-杜斯氏症 

30 績優(大專) 劉○彤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2022 罕見疾病獎助學金 

成績優良獎學金（大專組） 得主 共 45 位    第 2 頁/共 2 頁 

 

序 獎項 姓名 疾病名稱 

31 績優(大專) 王○筠 Wolfram 氏症候群 

32 績優(大專) 趙○真 Alstrom 氏症候群 

33 績優(大專) 陳○聿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34 績優(大專) 鍾○蓁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35 績優(大專) 林○新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36 績優(大專) 黃○威 多發性翼狀膜症候群 

37 績優(大專) 葉○宏 馬凡氏症 

38 績優(大專) 伍○瑋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39 績優(大專) 陳○瑜 原發性肉鹼缺乏症 

40 績優(大專) 詹○純 皮膚過度角化症雅司病 

41 績優(大專) 林○姿 Bartter 氏症候群 

42 績優(大專) 李○偉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 

43 績優(大專) 李○德 結節性硬化症 

44 績優(大專) 李○穎 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皰症 

45 績優(大專) 陳○龍 Schwartz Jampel 氏症候群 

 



2022 罕見疾病獎助學金 

成績優良獎學金（碩博組） 得主 共 9 位    第 1 頁/共 1 頁 

 

序 獎項 姓名 疾病名稱 

1 績優(碩博) 周○昂 Kallmann 氏症候群 

2 績優(碩博) 李○鎂 重型海洋性貧血 

3 績優(碩博) 陸○昇 威爾森式症 

4 績優(碩博) 曾○翔 重型海洋性貧血 

5 績優(碩博) 蔡○萱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6 績優(碩博) 李○賢 Beckwith Wiedemann 氏症候群 

7 績優(碩博) 郭○洋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 

8 績優(碩博) 康○賢 成骨不全症 

9 績優(碩博) 張○維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