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各項獎項公告 
 

 
一、105學年度畢業生各項獎項名單於106年4月25日經105學年度畢業生傑出表現獎審查會議，審查通過。 

 

105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傑出表現獎各項獎項名額如下： 

智育獎，日間部 51 名、進修部 39 名，共計 90 名。 

群育獎，日間部 35 名、進修部 25 名，共計 60 名。 

服務獎，日間部 53 名、進修部 15 名，共計 68 名。 

體育獎，共計 11 名。 

傑出成就獎，共計 5名，獲獎名單如下： 

工學院：資工系鄭明昌。 

管理學院：財金系李佩茹。 

人文學院：運管系劉子誠。 

服務學院：旅館系張書綺。 

學生事務處：運管系陳振炫。 

 

二、105學年度畢業典禮將於106年6月10日(六)假操場舉行，請各獎項受獎同學及撥穗代表務必參加。 

三、各獎項資料若有需修正部分，請與推薦單位聯繫。 

  



105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各項獎項 

智育獎 
項次 日間部/進修部 班級 姓名 項次 日間部/進修部 班級 姓名 

1 日間部 四技機械四甲 黃智郃 26 日間部 四技財金四甲 簡君 

2 日間部 四技機械四乙 彭紹晟 27 日間部 四技財金四乙 羅貞冠 

3 日間部 四技電機四甲 張至璿 28 日間部 四技旅館四甲 吳燕儀 

4 日間部 四技電機四乙 李光皓 29 日間部 四技旅館四乙 趙敏媛 

5 日間部 四技電機四丙 曾學鋒 30 日間部 四技幼保四甲 李純憶 

6 日間部 四技電子四甲 鍾惠強 31 日間部 四技幼保四乙 黃子耘 

7 日間部 四技電子四乙 粘昊軒 32 日間部 四技休閒四甲 黃天心 

8 日間部 四技電子四丙 林聖祐 33 日間部 四技休閒四乙 吳佳宜 

9 日間部 四技電子四丁 蔡承運 34 日間部 四技老服四甲 劉芳瑋 

10 日間部 四技化材四甲 林威呈 35 日間部 四技老服四乙 葉孟欣 

11 日間部 四技化材四乙 張家瑋 36 日間部 四技應外四甲 沈庭柔 

12 日間部 四技土環四甲 張沛安 37 日間部 四技應外四乙 余宜靜 

13 日間部 四技土環四乙 詹丞立 38 日間部 四技運管四甲 戴恬安 

14 日間部 四技光電四甲 黃敬豪 39 日間部 四技運管四乙 張敏琪 

15 日間部 四技光電四乙 陳信則 40 日間部 機電所二甲 馮筠晏 

16 日間部 四技資工四甲 鄭明昌 41 日間部 電機所二甲 李遠鎮 

17 日間部 四技資工四乙 徐琮竣 42 日間部 電子所二甲 李鴻廷 

18 日間部 四技工管四甲 魏瑋辰 43 日間部 化材所二甲 鄭嘉文 

19 日間部 四技工管四乙 張孟溱 44 日間部 土環所二甲 楊守杞 

20 日間部 四技行銷四甲 楊雅晴 45 日間部 光電所二甲 陳詠霖 

21 日間部 四技行銷四乙 王靖涵 46 日間部 工管所二甲 陳采妮 

22 日間部 四技企管四甲 劉俐君 47 日間部 資管所二甲 張詠鈞 

23 日間部 四技企管四乙 楊玲毓 48 日間部 管研所二甲 阮氏雪芽(外)  

24 日間部 四技資管四甲 張瑜庭 49 日間部 服管所二甲 黃頌舜 



25 日間部 四技資管四乙 邱思雅 50 進修部 四技雙軌專班專機械機電四甲 許哲睿 

  



智育獎 

項次 日間部/進修部 班級 姓名 項次 日間部/進修部 班級 姓名 

51 日間部 積電產所二甲 陳立力 71 進修部 四財四甲 張倩菱 

52 進修部 四機四甲 簡裕憲 72 進修部 四技電子四甲 管世熙 

53 進修部 四企四甲 周柏宏 73 進修部 四技旅館四甲 范雅婷 

54 進修部 四企四甲 龍玉玫 74 進修部 四技旅館四乙 楊佩華 

55 進修部 四資四甲 范妤瑄 75 進修部 四技旅館四乙 鄭詠元 

56 進修部 四老四甲 吳春花 76 進修部 四技工管四甲 周廷鴻 

57 進修部 四土環四甲 吳鑑峰 77 進修部 四技行銷四甲 吳念芸 

58 進修部 產技資四甲 陳珊誼 78 進修部 四技應外四甲 馮啟銘 

59 進修部 產技資四乙 洪美華 79 進修部 化材碩士在職專班 董之庭 

60 進修部 碩專機電二甲 林信宏 80 進修部 工管碩士在職專班 吳錫欽 

61 進修部 碩專土環二甲 薛柏樺 81 進修部 電子碩士在職專班 楊長翰 

62 進修部 管研所二甲 黃靜君 82 進修部 進工二甲 田佳雄 

63 進修部 碩專電二甲 王文平 83 進修部 進工二乙 林靜妏 

64 進修部 四電四甲 施禕倫 84 進修部 進資二甲 賴仁鑫 

65 進修部 四電四甲 郭炳廷 85 進修部 進資二乙 鄭雅婷 

66 進修部 四幼四甲 張淑雲 86 進修部 進技工四甲 鍾筱娟 

67 進修部 四休四甲 彭瑞仁 87 進修部 進技工四乙 方聖淯 

68 進修部 四休四乙 曾詩婷 88 進修部 進技資四甲 陳淑惠 

69 進修部 四休四乙 陳皓怡 89 進修部 進技資四乙 范明芳 

70 進修部 四資工四甲 陳冠宇 90 進修部 四企四甲 王姿文 

 
  



群育獎 

項次 日間部/進修部 班級 姓名 項次 日間部/進修部 班級 姓名 

1 日間部 光電四乙 林家緯 31 日間部 老服四甲 黃培軒 

2 日間部 行銷四甲 陳怡君 32 日間部 幼保四甲 周怡君 

3 日間部 老服四乙 曾彥捷 33 日間部 土環四甲 吳哲瑋 

4 日間部 幼保四甲 劉珮綺 34 日間部 幼保四甲 賴香羽 

5 日間部 電機四丙 劉郁玲 35 日間部 電機四乙 陳斌雄 

6 日間部 機械四乙 楊建盈 36 進修部 四機四甲 林祐新 

7 日間部 資工四甲 呂沂蓁 37 進修部 四電四甲 徐少晟 

8 日間部 運管四乙 劉曉昀 38 進修部 四子四甲 黃庠益 

9 日間部 化材四乙 卓昀夆 39 進修部 四土環四甲 范光尤 

10 日間部 財金四乙 高啟仁 40 進修部 碩專土環二甲 薛柏樺 

11 日間部 資工四甲 劉人豪 41 進修部 碩專化材二甲 董之庭 

12 日間部 旅館四甲 吳燕儀 42 進修部 四資工四甲 林韡宸 

13 日間部 土環四乙 吳德隆 43 進修部 進資二乙 鄭雅婷 

14 日間部 休閒四甲 林亞誼 44 進修部 進技資四甲 賴建斌 

15 日間部 應外四乙 劉育瑋 45 進修部 進技資四乙 徐家達 

16 日間部 電子四乙 黃佳鴻 46 進修部 產技資四乙 林玉姍 

17 日間部 企管四乙 葉珈芊 47 進修部 碩專管二甲 劉正凱 

18 日間部 運管四甲 楊昌豪 48 進修部 四資四甲 廖軍傑 

19 日間部 工管四甲 廖啟洋 49 進修部 四行四甲 莊右珣 

20 日間部 企管四甲 李依紗 50 進修部 四企四甲 黃羽薇 

21 日間部 化材四乙 吳京哲 51 進修部 四工四甲 羅國峰 

22 日間部 機械四甲 鄭宇宏 52 進修部 進技工四乙 林雅祺 

23 日間部 企管四甲 徐華伶 53 進修部 進工二甲 吳怡君 

24 日間部 資工四甲 邱謙辰 54 進修部 碩專工二甲 謝元信 

25 日間部 資工四乙 盧世楷 55 進修部 四財四甲 邱建維 

26 日間部 化材四乙 黃禹軒 56 進修部 四旅四乙 楊佩華 

27 日間部 應外四乙 王宇 57 進修部 四幼四甲 劉王秀敏 

28 日間部 電子四丙 吳佩娟 58 進修部 四休四甲 葉敏勤 

29 日間部 電機四乙 徐崧瑋 59 進修部 四老四甲 林筱晴 



30 日間部 老服四甲 劉芳瑋 60 進修部 四外四甲 馮啟銘 

  



服務獎 

項次 日間部/進修部 班級 姓名 項次 日間部/進修部 班級 姓名 

1 日間部 光電四甲 侯冠言 26 日間部 電子四丁 劉榮尚 

2 日間部 行銷四乙 彭馨平 27 日間部 運管四乙 何宇軒 

3 日間部 老服四甲 謝孟芳 28 日間部 運管四乙 陳芊嫚 

4 日間部 幼保四乙 黃憶恩 29 日間部 幼保四甲 劉家瑜 

5 日間部 電機四甲 范哲瑋 30 日間部 運管四乙 林閔聖 

6 日間部 機械四乙 姜明成 31 日間部 老服四甲 葉冠婷 

7 日間部 資管四甲 吳嘉豪 32 日間部 應外四乙 黃以誠 

8 日間部 運管四甲 楊佑寧 33 日間部 幼保四乙 高嘉偵 

9 日間部 化材四乙 吳皇逸 34 日間部 光電四乙 張世君 

10 日間部 資工四甲 江宗達 35 日間部 老服四甲 李純慧 

11 日間部 旅館四乙 黃思潔 36 日間部 老服四甲 李佩怡 

12 日間部 土環四甲 呂芸萱 37 日間部 老服四乙 莊惠汶 

13 日間部 休閒四乙 蔡孟庭 38 日間部 資工四乙 陳羿帆 

14 日間部 應外四甲 姜瀚威 39 日間部 應外四乙 邱亦萱 

15 日間部 電子四乙 林孟翰 40 日間部 電子四丁 陳皓瑋 

16 日間部 財金四甲 凃蘇容 41 進修部 電子四乙 鄭偉廷 

17 日間部 工管四乙 陳竺愉 42 進修部 幼保四甲 蕭宇柔 

18 日間部 工管四乙 陳朝琪 43 進修部 資工四甲 李招廷 

19 日間部 企管四甲 簡鼎哲 44 進修部 資工四甲 盧冠宇 

20 日間部 運管四乙 陳伊柔 45 進修部 企管四甲 魏采雰 

21 日間部 企管四甲 蕭婉柔 46 進修部 電機四丙 林子航 

22 日間部 運管四乙 黃章智 47 進修部 資工四甲 曹照堃 

23 日間部 運管四乙 吳師豪 48 進修部 行銷四甲 劉家麟 

24 日間部 運管四乙 邱俊榮 49 進修部 老服四甲 邱紋維 

25 日間部 幼保四甲 楊玄稚 50 進修部 電子四丙 吳貴智 



  



服務獎 

項次 日間部/進修部 班級 姓名 項次 日間部/進修部 班級 姓名 

51 日間部 電子四丙 黃士瑋 60 進修部 四企四甲 蔡佳均 

52 日間部 電子四乙 鍾長豫 61 進修部 四資四甲 黃嚳萱 

53 日間部 旅館四甲 康瀞予 62 進修部 四機四甲 彭淑珍 

54 進修部 四機四甲 戴彩丞 63 進修部 四老四甲 陳怡廷 

55 進修部 四電四甲 江嘉源 64 進修部 進技工四甲 田正翔 

56 進修部 四電四甲 吳冠志 65 進修部 碩專管二甲 蔡侑倩 

57 進修部 四土環四甲 羅文毅 66 進修部 碩專化材二甲 黃家琪 

58 進修部 四老四甲 陳昱豪 67 進修部 四旅四乙 石穎潔 

59 進修部 四工四甲 楊婕妤 68 進修部 四旅四乙 涂凱威 

 
 
  



體育獎 

序號 項目 班級 姓名 

1 田徑 運管四甲 夏若堯 

2 棒球 電子四乙 廖崑翔 

3 棒球 運管四乙 林昕澤 

4 棒球 運管四乙 鄭之瑋 

5 籃球 土環四甲 鄒政言 

6 籃球 財金四乙 吳哲緯 

7 籃球 運管四乙 吳柏翔 

8 籃球 資工四甲 林傳智 

9 排球 光電四乙 傅少祥 

10 排球 運管四甲 劉子誠 

11 競技啦啦隊 運管四甲 張安德 
 
  



傑出成就獎 

項次 推薦單位 班級 姓名 傑出事蹟 

1 
人文社會

學院 
運管四甲 劉子誠 

1.106 年竹縣運動 i台灣記者會-明新科大運動代言人 

2.105 年竹縣運動 i台灣記者會-明新科大運動代言人 

3.105、106 年竹縣運動 i台灣總教練 

4.104 年教育部體育署身體計畫-職工健康運動班教練、助教 

5.102-103 年打造運動島計畫-職工健康運動班教練、助教 

6.明新科大第二屆運動代言人 

7.Radical Fitness Fight Do 拳擊有氧教練 

8.Radical Fitness Ubound 彈跳床教練 

9.中華民國丙級風帆教練 

10.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救生員 

11.新竹縣體育場拳擊有氧教練 

12.新竹浪斯邦尼拳擊有氧教練 

13.十興國小教師班拳擊有氧教練 

14.Home Fitness 家庭健身家族拳擊有氧教練  

2 
學生 

事務處 
運管四乙 陳振炫 

1.榮獲 105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獎 

2.擔任 104 年全國大專青年節籌備委員 

3.擔任第十屆學生會會長 

4.擔任第十一屆學生會會長 

5.擔任 105 年畢業典禮在校生代表 

6.擔任 102 學年度班級代表 

7.榮獲 104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甲等獎 

8.榮獲 104 年度校内社團評鑑特優 

9.榮獲 105 年度校内社團評鑑特優 

10.105 年快樂展望愛在越南服務時-越南胡志明台灣學校國志工團長 



項次 推薦單位 班級 姓名 傑出事蹟 

3 工學院 資工四甲 鄭明昌 

1.2015 常平杯-首屆兩岸四地智慧型機器人大賽研發成果展 輪型機器人競速二等獎 

2.2016 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新創業暨兩岸教育成果展一等獎 

3.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賽大專院校組 A組 E04 越野車競速第二名 

4.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賽大專院校組 A組 E04 越野車競速第三名 

5.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賽大專院校組 A組遙控輪型機器人擂台第二名 

6.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賽大專院校組 A組自走車摸黑第四名 

7.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賽大專院校組 A組 E04 越野車競速第三名 

8.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賽大專院校組 A組 B04 輪式機器人循跡第三名 

9.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賽大專院校組 B組 B07Arduin Car 競速佳作 

10.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賽大專院校組 A組輪式機器人循跡佳作 

11.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賽大專院校組 A組自走車避障佳作 

12.2015 年全國自走車競速大賽自走車拐彎抹角佳作 

13.2016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大專院校 A組自走車拐彎抹角佳作 

14.2016 台灣智慧型器人賽 C2-1 機器人競速競賽(競速自走車，大專組，全自主)佳作 

4 
服務產業

學院 
旅館四乙 張書綺 

1.104 學年度台北君悅飯店頒發最佳實習學生 

2.選送教育部 104 年度學生校外實習特色案例推薦 

5 管理學院 財金四甲 李佩茹 

1.考取 11 張財金專業證照 

2.參加各項財金獲得校內外共 25 項獎學金 

3.富邦證券，全國實習生結訓競賽佳作 

4.全國大專院校校園證券投資研習競賽營-權證團體組全國第 1名 

5.全國大專院校校園證券投資研習競賽營-全國第 4名 

6.全國大專院校校園證券投資研習競賽營-個人組第 3名 



播穗代表 

學院 學制 班級 姓名 

工學院 

進修部 碩專化材二甲 黃家琪 

大學部 資工四甲 黃泰鈞 

研究所 碩化二甲 謝昌諺 

管理學院 

進修部 四工四甲 蔡佳均 

大學部 財金四甲 李佩茹 

研究所 碩工二甲 鄭皓丞 

服務學院 

進修部 四老四甲 田正翔 

大學部 幼保四甲 李純憶 

研究所 服管所二甲 黃頌舜 

人文學院 

進修部 四外四甲 葉淑玲 

大學部 運管四乙 邱俊榮 

大學部 應外四甲 沈庭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