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各項獎項公告 
 

 
一、106學年度畢業生各項獎項名單於107年5月2日經106學年度畢業生傑出表現獎審查會議，審查通過。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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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名、進修部 41名，共計 91名。 

群育獎，日間部 39名、進修部 25名，共計 64名。 

服務獎，日間部 37名、進修部 13名，共計 50名。 

體育獎，共計 28名。 

傑出成就獎，共計 5名，獲獎名單如下： 

工學院：機械系劉灝。 

管理學院：行銷系林筑鈞。 

人文學院：運管系楊子豪。 

服務學院：旅館系黃婉玲。 

進修部推廣部學務組:休閒系張瑋忻 

 

二、106學年度畢業典禮將於107年6月16日(六)假中正堂舉行，請各獎項受獎同學及撥穗代表務必參加。 

三、106學年度畢業典禮彩排將於107年6月13日(三)中午12:00假中正堂進行，請各獎項受獎代表及撥穗代表撥冗參與。 

四、、各獎項資料若有需修正部分，請與推薦單位聯繫。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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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所二甲 黎春靜 Le, Xuan Tinh 26 日間部 四技光電四乙 顏吟夙 

2 日間部 電機所二甲 張砡豪 27 日間部 四技資工四甲 葉育婷 

3 日間部 電子所二甲 胡 翔 28 日間部 四技資工四乙 李泖洋 

4 日間部 化材所二甲 黃泓程 29 日間部 四技工管四甲 鄭巧筠 

5 日間部 土環所二甲 許正忠 30 日間部 四技工管四乙 吳雨柔 

6 日間部 光電所二甲 鄭世鑫 31 日間部 四技行銷四甲 徐僖嬬 

7 日間部 工管所二甲 邱莛荑 32 日間部 四技行銷四乙 陳暄淇 

8 日間部 資管所二甲 呂育儒 33 日間部 四技企管四甲 梁貴娟 

9 日間部 管研所二甲 梅芳草 34 日間部 四技企管四乙 謝佳容 

10 日間部 服管所二甲 周采蓁 35 日間部 四技資管四甲 藍雅筠 

11 日間部 四技機械四甲 黃柏諺 36 日間部 四技資管四乙 司徒育 

12 日間部 四技機械四乙 高子恩 37 日間部 四技財金四甲 朱怡姿 

13 日間部 四技機械四丙 萊恩 DeLeon,RyanCollinCruz 38 日間部 四技財金四乙 呂美杏 

14 日間部 四技電機四甲 彭天均 39 日間部 四技旅館四甲 黃秋月 

15 日間部 四技電機四乙 黃勝輝 40 日間部 四技旅館四乙 王善薇 

16 日間部 四技電機四丙 莊坤翰 41 日間部 四技幼保四甲 楊雅竹 

17 日間部 四技電子四甲 葉宗奇 42 日間部 四技幼保四乙 劉樺芳 

18 日間部 四技電子四乙 温筑鈞 43 日間部 四技休閒四甲 崔紘僑 

19 日間部 四技電子四丙 李湘婷 44 日間部 四技休閒四乙 林姿岑 

20 日間部 四技電子四丁 連佳弘 45 日間部 四技老服四甲 楊椀婷 

21 日間部 四技化材四甲 韓曜擎 46 日間部 四技老服四乙 舒于靜 

22 日間部 四技化材四乙 劉芳誠 47 日間部 四技應外四甲 林思辰 

23 日間部 四技土環四甲 楊勝斌 48 日間部 四技應外四乙 田淇園 

24 日間部 四技土環四乙 羅國羽 49 日間部 四技運管四甲 蕭宇傑 

25 日間部 四技光電四甲 張人驊 50 日間部 四技運管四乙 萬家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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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部 碩專電二甲 鄭金乾 71 進修部 管研二丙 盧筱柔 

52 進修部 四電四甲 陳國彥 72 進修部 四技電子四甲 李靖明 

53 進修部 四幼四甲 錢信志 73 進修部 四產電子四甲 莊莉婷 

54 進修部 四休四甲 朱盈睿 74 進修部 四技化妝品四甲 鍾雅淳 

55 進修部 四休四乙 梁見華 75 進修部 四技旅館四甲 李睿娟 

56 進修部 四資工四甲 黃宇帆 76 進修部 四技旅館四乙 王孟如 

57 進修部 四財四甲 王志霞 77 進修部 二技產學旅館四甲 林莉珊 

58 進修部 四產資工四甲 蕭富樺 78 進修部 四技工管四甲 耿彬祖 

59 進修部 四機四甲 陳亭瑋 79 進修部 四技創業學程四甲 陳思伃 

60 進修部 四企四甲 李佩珮 80 進修部 四技應外四甲 林嘉莉 

61 進修部 四資四甲 許婉暄 81 進修部 碩專化材二甲 鍾仁惠 

62 進修部 四老四甲 石岱綺 82 進修部 碩專工管二甲 彭璿志 

63 進修部 四土環四甲 謝秉諺 83 進修部 碩專電子二甲 陳文浩 

64 進修部 二技企四甲 陳采妙 84 進修部 進工二甲 林淑瑋 

65 進修部 二專企二甲 劉興蔚 85 進修部 進工二乙 林芸希 

66 進修部 產技資四甲 陳雅婷 86 進修部 進資二甲 曾逸函 

67 進修部 碩專機電二甲 羅文佑 87 進修部 進資二乙 洪芸榛 

68 進修部 碩專土環二甲 曾國銘 88 進修部 進技工四甲 王飛鵬 

69 進修部 管研二甲 崔廣文 89 進修部 進技工四乙 陳寶玉 

70 進修部 管研二乙 謝世宏 90 進修部 進技資四甲 蔡靜君 

    91 進修部 進技資四乙 盧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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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環系 吳宗叡 31 日間部 電機系 蔡宗熹 

2 日間部 機械系 邱哲愷 32 日間部 化材系 朱振沅 

3 日間部 化材系 湯明軒 33 日間部 運管系 曾治穎 

4 日間部 資工系 曾德浩 34 日間部 資工系 賴韻婷 

5 日間部 資管系 曾允承 35 日間部 機械系 李金翰 

6 日間部 電機系 童劭偉 36 日間部 運管系 劉揚庭 

7 日間部 工管系 劉瑾傳 37 日間部 老服系 汪書婷 

8 日間部 行銷系 簡嘉欣 38 日間部 機械系 王蔚澤 

9 日間部 財金系 石怡菁 39 日間部 運管系  歐念彤 

10 日間部 幼保系 郭敬瑋 40 進修部 四機四甲 戴士堯 

11 日間部 休閒系 黃浥靖 41 進修部 四電四甲 林志玄 

12 日間部 老服系 黃嘉承 42 進修部 四子四甲 楊文翔 

13 日間部 旅館系 彭晏慈 43 進修部 四產子四甲 潘東和 

14 日間部 運管系 彭裕峰 44 進修部 碩專電二甲 李柏彥 

15 日間部 應外系 黃承緯 45 進修部 碩專土環二甲 林祺銅 

16 日間部 光電系 吳貴祺 46 進修部 碩專化材二甲 莊豐安 

17 日間部 企管系 郭威靖 47 進修部 四資工四甲 黃宇帆 

18 日間部 電子系 何政彥 48 進修部 進資二乙 陳筱玫 

19 日間部 光電系 曾增烑 49 進修部 進技資四乙 伍吉勝 

20 日間部 電子系 林彥均 50 進修部 產技資四甲 林佩儒 

21 日間部 電機系 江承祐 51 進修部 碩專管二甲 崔廣文 

22 日間部 老服系 蘇庭萱 52 進修部 四資四甲 王歆予 

23 日間部 電機系 陳韋廷 53 進修部 四創業四甲 張添宏 

24 日間部 電子系 鄧諺全 54 進修部 二專企二甲 吳俊德 

25 日間部 工管系 彭譯昇 55 進修部 四工四甲 黃治傑 

26 日間部 運管系 黃佳莉 56 進修部 進技工四乙 范國書 

27 日間部 光電系 王萬沂 57 進修部 進工二甲 羅秋雯 

28 日間部 電子系 曹晉維 58 進修部 碩專工二甲 曾琬婷 

29 日間部 機械系 簡弘凱 59 進修部 四財四甲 李修明 

30 日間部 財金系 賴君柔 60 進修部 四旅四甲 李睿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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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進修部 四幼四甲 徐立柔 63 進修部 四老四甲 范怡萱 

62 進修部 四休四甲 蘇哲佑 64 進修部 四外四甲 謝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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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環系 卓聖倫 26 日間部 財金系 王素雲 

2 日間部 機械系 陳美緣 27 日間部 老服系 方奕文 

3 日間部 化材系 王萬鈞 28 日間部 電機系 黃元昌 

4 日間部 資工系 張雅雯 29 日間部 企管系 楊佳純 

5 日間部 資管系 高翔廷 30 日間部 電機系 劉佳容 

6 日間部 電機系 高毓堂 31 日間部 企管系 蔡宜珍 

7 日間部 工管系 李家宇 32 日間部 休閒系 梁   菱 

8 日間部 行銷系 曾翰揚 33 日間部 老服系 呂語瑄 

9 日間部 財金系 李長欣 34 日間部 運管系 鍾皓宇 

10 日間部 幼保系 游幸娟 35 日間部 財金系 彭珈芸 

11 日間部 休閒系 蔡宛璇 36 日間部 應外系 曾婉菁 

12 日間部 老服系 李釗妮 37 日間部 應外系 曹碩芬 

13 日間部 旅館系 張莉翎 38 進修部 四工四甲 李侑梅 

14 日間部 運管系 劉邦昇 39 進修部 四休四甲 張瑋忻 

15 日間部 應外系 謝宜庭 40 進修部 四休四乙 羅旻斌 

16 日間部 光電系 黃子騫 41 進修部 四幼四甲 林羽凱 

17 日間部 企管系 許家禎 42 進修部 四創業四甲 李宜真 

18 日間部 電子系 陳照諺 43 進修部 四旅四乙 高室淳 

19 日間部 行銷系 張尹瑄 44 進修部 進技資四甲 余家喜 

20 日間部 老服系 陳慧勤 45 進修部 進技資四乙 蔡坤憲 

21 日間部 休閒系 曾月琪 46 進修部 四產子四甲 莊莉婷 

22 日間部 休閒系 黃敏如 47 進修部 四應外四甲 潘韻宇 

23 日間部 休閒系 曾怡馨 48 進修部 碩專管二甲 陳惠雯 

24 日間部 休閒系 林姿岑 49 進修部 碩專管二丙 曾子銘 

25 日間部 電機系 黃弘勛 50 進修部 碩專工二甲 彭璿志 

 
  



體育獎 

序號 項目 班級 學號 姓名 

1 田徑 運管四甲 B03210027 曾治穎 

2 田徑 運管四甲 B03210045 楊子豪 

3 田徑 運管四甲 B03210028 呂柏憲 

4 田徑 運管四甲 B04212111 游聖揚 

5 棒球 碩電機二甲 C05020016 莊盛淯 

6 棒球 電機四乙 B03020182 張植勛 

7 棒球 電子四乙 B03030062 黃李瑄 

8 棒球 運管四甲 B04212109 吳信緯 

9 棒球 運管四乙 B03210076 邱富晟 

10 棒球 光電四乙 B03130089 李安庭 

11 棒球 進電機四乙 N03020002 林振鴻 

12 籃球 電機四甲 B03020154 黃凱裕 

13 籃球 化材四乙 B03220134 楊超然 

14 籃球 行銷四甲 B03240078 江展維 

15 籃球 運管四乙 B03210048 吳嘉漢 

16 籃球 電機四乙 B03020114 卓季囿 

17 排球 土環四乙 B03230061 吳柏憲 

18 排球 電子四甲 B03030114 林霆鈞 

19 羽球 電子四丁 B03030043 徐詩禹 

20 羽球 碩光電二甲 C05140009 陳瑋 

21 羽球 機械四乙 B03010102 林德豪 

22 撞球 旅館四甲 B03100046 黃庭亞 

23 撞球 旅館四甲 B03100007 劉有育 

24 網球 財金四甲 B03190091 許婷媛 

25 網球 機械四甲 B03010031 呂明紘 

26 網球 運管四甲 B04212204 鍾皓宇 

27 網球 電機四乙 B03020078 陳文豪 

28 啦啦隊 運管四乙 B03210015 張皓瑋 

 



傑出成就獎 
項次 推薦單位 班級 姓名 學號 傑出事蹟 

1  管理學院 行銷 林筑鈞 B03240043 
1.2017全球品牌策劃大賽-金質獎 

2.2017全球品牌策劃大賽-辯論亞軍 

3.2017纖米盃創新創業提案競賽-佳作 

2  服務學院 旅館 黃琬玲 B03100075 
1. PELC事業英文聽力能力全國大賽第三名 

2. 北二區第二名 

3. 實習成績優良，全班第一名 

3  工學院 碩機 劉灝 C05150016 

1. 104學年度服務事業學院畢業專題競賽第一名 

2. 104學年幼保系專題實務競賽第一名 

3. 2016全國大專院暨高中職-兒童創新用品與創意競賽第一名 

4. 二十一屆 TDK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競賽入選獎 

5. 第十屆國際微機構競賽-障礙走破作業機器人冠軍 

6. 第十一屆國際微機構競賽-障礙走破作業機器人第二名 

7. 第十一屆國際微機構競賽-無線相扑機器人藝術獎 

4  人文社會學院 運管四甲 楊子豪 B03210045 

1. 錄取台北市立大學運動教育研究所 

2. 錄取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系碩士班 

3. AFAA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 PERSONAL FINESS TRAINNG 國際個人體適能顧問 

4. 擔任 103 年陝西青年服務團-國際志工 

5. 107年全國大專院校田徑公開賽榮獲第五名 

6. 107年台北市春季全國田徑公開賽榮獲第八名 

7. 106年學年度新竹縣新埔國中籃球社指導教練 

8. 106年宜蘭家扶中心下半年度獎學金頒獎典禮演講人 

9. 擔任 106、107年新竹縣中小學運動會裁判 

10. 中華民國 C 級籃球教練、C級健身運動指導員、C級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 

11.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員 

5 進修部推廣部學務組 四休四甲 張瑋忻 N03120001 
交通服務隊，是本校各種活動中一向具有風險又勞心勞力的服務學習工作。自大一加入後，有始有終

地堅守至畢業前夕，任勞任怨。 

 



播穗代表 

學院 學制 班級 姓名 

工學院 

進修部 四資工四甲 黃宇帆 

大學部  四土環四甲 劉美君 

研究所 機電所 劉灝 

管理學院 

進修部 四工四甲 李侑梅 

大學部 四資四乙  司徒育 

研究所  資管所 呂育儒 

營區專班 碩專管一丙 呂天福 

服務學院 

進修部 四幼四甲 徐立柔 

大學部 四技旅四甲 彭晏慈 

研究所 服管所二甲  曾莉芬 

人文學院 

進修部 四外四甲 謝偉業 

大學部 運四甲  蕭宇傑 

大學部 應外四甲   陳詩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