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各項獎項公告 

一、107學年度畢業生各項獎項名單於108年5月2日經107學年度畢業生傑出表現獎審查會議，審查通過。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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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名，共計93名。  

群育獎，日間部40名、進修部24名，共計64名。  

服務獎，日間部50名、進修部9名，共計59名。  

體育獎，共計25名。  

傑出成就獎，共計5名，獲獎名單如下：  

管理學院：財金系楊曜鎂。  

服務產業學院：休閒系林玉婷。 

工學院：機械系吳家毅。  

工學院：機械系林琨模。 

人文社會學院：運管系趙亭雅。  

 

二、107學年度畢業典禮將於108年6月16日(日)假中正堂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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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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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斯里(外) 24  日間部 四技土環四乙 陳荐鏞 

2  日間部 電機所二甲 馬永全 25  日間部 四技光電四甲 潘昱竣 

3  日間部 電子所二甲 陳柏隆 26  日間部 四技光電四乙 彭靖軒 

4  日間部 化材所二甲 林恩如 27  日間部 四技資工四甲 呂聖文 

5  日間部 土環所二甲 詹丞立 28  日間部 四技資工四乙 林佳幼 

6  日間部 光電所二甲 曾華育 29  日間部 四技工管四甲 楊承祐 

7  日間部 工管所二甲 邵煬志 30  日間部 四技工管四乙 賴玉珍 

8  日間部 資管所二甲 鍾惟全 31  日間部 四技行銷四甲 徐珮庭 

9  日間部 管研所二甲 蔚馬克 32  日間部 四技行銷四乙 羅文秀 

10  日間部 服管所二甲 湯育淳 33  日間部 四技資管四甲 陳沛婷 

11  日間部 四技機械四甲 黃少檠 34  日間部 四技資管四乙 林佳璇 

12  日間部 四技機械四乙 林德清 35  日間部 四技企管四甲 姚怡君 

13  日間部 四技機械雙聯四甲 麗維艾(外) 36  日間部 四技企管四乙 何佳玲 

14  日間部 四技電機四甲 范崇毅 37  日間部 四技財金四甲 楊曜鎂 

15  日間部 四技電機四乙 盧翊文 38  日間部 四技財金四乙 温晏靖 

16  日間部 四技電機四丙 張晏與 39  日間部 四技旅館四甲 籃佩柔 

17  日間部 四技電子四甲 劉玉瑩 40  日間部 四技旅館四乙 鍾淑惠 

18  日間部 四技電子四乙 樓虹昕 41  日間部 四技幼保四甲 林富瑤 

19  日間部 四技電子四丙 林宜萱 42  日間部 四技幼保四乙 徐芳雯 

20  日間部 四技電子四丁 劉雨晉 43  日間部 四技休閒四甲 陳素惠 

21  日間部 四技化材四甲 林鴻嘉 44  日間部 四技休閒四乙 廖郁琪 

22  日間部 四技化材四乙 江仕弘 45  日間部 四技老服四甲 蔣美億 

23  日間部 四技土環四甲 黃裕盛 46  日間部 四技老服四乙 王靖雅 

107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各項獎項智育獎 



47 日間部 四技應外四甲 呂嘉綺 71 進修部 四技旅館四乙 洪梓維 

48 日間部 四技應外四乙 黃怡靜 72 進修部 四技應外四甲 葉王翎 

49 日間部 四技運管四甲 劉帷蓁 73 進修部 四技文化四甲 陳霈暄 

50 日間部 四技運管四乙 張予禎 74 進修部 四產電機四甲 翁芷宣 

51 進修部 二專企二甲 劉俞廷 75 進修部 四產機械四甲 黃泓傑 

52 進修部 二技企四甲 薛文碧 76 進修部 四產學旅館四甲 莫慧雯 

53 進修部 四技機四甲 陳震金 77 進修部 機械碩專在職專班 江嘉源 

54 進修部 四技企四甲 馬維佑 78 進修部 電機碩士在職專班 陳俊陵 

55 進修部 四技資四甲 陳立潔 79 進修部 電子碩士在職專班 巫彥論 

56 進修部 四技老四甲 陳建榮 80 進修部 化材碩士在職專班 吳楚珍 

57 進修部 四技土環四甲 柯宇鴻 81 進修部 工管碩士在職專班 葉斯祝 

58 進修部 四電四甲 林煥翔 82 進修部 管研所二甲 劉品麟 

59 進修部 四電四乙 吳軒宇 83 進修部 管研所二乙 黃嘉宇 

60 進修部 四幼四甲 陳瑜婷 84 進修部 管研所二丁 謝松宏 

61 進修部 四休四甲 董妴媃 85 進修部 進子二甲 廖武頎 

62 進修部 四休四乙 郭佩婷 86 進修部 進工二甲 徐源仁 

63 進修部 四資工四甲 陳念妤 87 進修部 進工二乙 蔡黃靖庭 

64 進修部 四財四甲 蔡佩璇 88 進修部 進資二甲 林玲楦 

65 進修部 四雲端四甲 葉曉珊 89 進修部 進資二乙 謝友婕 

66 進修部 四技電子四甲 陳泓全 90 進修部 進技工四甲 陳佳琪 

67 進修部 四技妝品系四甲 曾勝仁 91 進修部 進技工四乙 林靜妏 

68 進修部 四技工管四甲 鄭意儒 92 進修部 進技資四甲 陳嘉瑩 

69 進修部 四技創業學程四甲 林恬安 93 進修部 進技資四乙 鄭雅婷 

70 進修部 四技旅館四甲 何家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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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紹健 24  日間部 老服系 林霱 

2  日間部 機械系 林沂灝 25  日間部 電機系 詹瑞翔 

3  日間部 化材系 黃俊凱 26  日間部 工管系 林献祺 

4  日間部 資工系 黃聖愷 27  日間部 工管系 鍾慶勳 

5  日間部 資管系 劉糠錦 28  日間部 老服系 倪靖婷 

6  日間部 電機系 賴奕豪 29  日間部 工管系 章正煒 

7  日間部 工管系 洪瀅芳 30  日間部 資工系 黃建忠 

8  日間部 行銷系 段繼堯 31  日間部 電機系 陳建州 

9  日間部 財金系 陳又慈 32  日間部 行銷系 呂彥 

10  日間部 幼保系 盧思瑜 33  日間部 光電系 許閔翔 

11  日間部 休閒系 萬家和 34  日間部 休閒系 張巧瑩 

12  日間部 老服系 蔡雅如 35  日間部 運管系 彭鈺雯 

13  日間部 旅館系 呂祐安 36  日間部 電機系 陳祥凱 

14  日間部 運管系 陳恩賜 37  日間部 幼保系 呂艾琳 

15  日間部 應外系 于兆祥 38  日間部 資工系 陳星宇 

16  日間部 光電系 賴旻杭 39  日間部 企管系 吳玉如 

17  日間部 企管系 吳耿豪 40  日間部 資管系 羅仟晴 

18  日間部 電子系 張佑誠 41  進修部 四機四甲 張晉源 

19  日間部 機械系 高孟傑 42  進修部 四電四甲 盧信延 

20  日間部 光電系 李信衡 43  進修部 四土環四甲 歐芃羲 

21  日間部 化材系 黃觀瑩 44  進修部 四土環四甲 陳奕鈞 

22  日間部 財金系 古毓慈 45  進修部 碩專化材二甲 吳楚珍 

23  日間部 運管系 陳怡君 46  進修部 碩專化材二甲 葉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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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進修部 四資工四甲 羅嘉明 56 進修部 四工四甲 邱建寶 

48  進修部 進資二甲 葉明凱 57 進修部 進技工四乙 林靜妏 

49  進修部 進技資四甲 陳庭朗 58 進修部 碩專工二甲 徐詩婷 

50  進修部 碩專管二甲 李興旺 59 進修部 四財四甲 吳紀柏 

51  進修部 四資四甲 黎姿儀 60 進修部 四旅四甲 楊焙棋 

52  進修部 四創業四甲 林恬安 61 進修部 四幼四甲 鄭珈寧 

53  進修部 四企四甲 許玉金 62 進修部 四休四乙 范振格 

54  進修部 二技企四甲 劉冠妤 63 進修部 四老四甲 陳建榮 

55  進修部 二專企二甲 謝祥福 64 進修部 四外四甲 鍾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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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志清 24  日間部 機械系 謝允得 

2  日間部 機械系 鄧家霖 25  日間部 財金系 蒙婉婷 

3  日間部 化材系 羅弘鄄 26  日間部 機械系 張傑琳 

4  日間部 資工系 林莛恩 27  日間部 老服系 簡孟珊 

5  日間部 資管系 徐筱涵 28  日間部 電機系 林仕恩 

6  日間部 電機系 李俊賢 29  日間部 光電系 羅順興 

7  日間部 工管系 莊智豪 30  日間部 資工系 曾建豪 

8  日間部 行銷系 曾羽萱 31  日間部 資工系 范庭瑄 

9  日間部 財金系 張喬予 32  日間部 資管系 謝明凱 

10  日間部 幼保系 涂詩涵 33  日間部 企管系 呂珈慧 

11  日間部 幼保系 林欣諺 34  日間部 電子系 李品賢 

12  日間部 休閒系 蔡鈺心 35  日間部 資管系 林家緯 

13  日間部 休閒系 林姵均 36  日間部 企管系 邱玟瑗 

14  日間部 老服系 陳欣吟 37  日間部 機械系 張友維 

15  日間部 老服系 林至威 38  日間部 資管系 黃靖喆 

16  日間部 旅館系 范芷妍 39  日間部 資管系 劉育欣 

17  日間部 旅館系 蕭正承 40  日間部 化材系 鄧淳庭 

18  日間部 運管系 吳芳如 41  日間部 化材系 呂雅晴 

19  日間部 應外系 古芸汝 42  日間部 旅館系 杜佳欣 

20  日間部 光電系 邱一倫 43  日間部 旅館系 莊凱如 

21  日間部 企管系 郭羽倫 44  日間部 應外系 董嘉詩 

22  日間部 電子系 陳建辰 45  日間部 旅館系 何書瑤 

23  日間部 機械系 林子敬 46  日間部 應外系 羅珮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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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日間部 財金系 簡詩樺 54 進修部 雲端四甲 黃柔螢 

48  日間部 應外系 羅峻豪   55 進修部 資四甲 呂宇鈞 

49  日間部 旅館系 杜閩芝   56 進修部 老四甲 陳彥妤 

50  日間部 工管系 官大詠   57 進修部 工四甲 陳俊霖 

51  進修部 電四甲 羅志群   58 進修部 幼四甲 林 蓉 

52  進修部 企四甲 薛文碧   59 進修部 企四甲 馬維佑 

53  進修部 老四甲 劉貞惠     

服務獎 



 

  
序號 項目 班級 姓名 

1 田徑 創業四甲 杜立平 

2 棒球 運四乙 羅子鈞 

3 棒球 運四甲 周郁珊 

4 棒球 機四乙 洪偕傑 

5 棒球 資四甲 蔡明佑 

6 棒球 工四甲 顏肇良 

7 棒球 工四甲 王鈞逢 

8 棒球 工四甲 林其顥 

9 排球 機四乙 廖緯澄 

10 排球 光四乙 林廷威 

11 排球 光四甲 劉偉鈞 

12 跆拳道 運管四乙 趙亭雅 

13 跆拳道 運管四甲 陳恩賜 

14 跆拳道 運管四甲 吳康銘 

15 跆拳道 運管四乙 成皓天 

16 跆拳道 運管四乙 宋賀誠 

17 羽球 休閒四乙 江秉駿 

18 羽球 電子四乙 陳志誠 

19 羽球 電機四乙 陳溢智 

20 羽球 機電所二甲 黃瑞宏 

21 游泳 運管四乙 張予禎 

22 保齡球 資管四乙 李軒儂 

23 保齡球 運管四甲 詹智麟 

24 啦啦隊 運管四甲 黃湘庭 

25 啦啦隊 休閒四乙 張巧瑩 

體育獎 



項次 推薦單位 班級 姓名 傑出事蹟 

1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

系 
楊曜鎂 

考取多張證照： 

證券商業務人員、證券商高級業務人員、企業內控、銀行內控、信託業業務人員、投信投顧業務人員、期貨商業務人員、人

身保險業務人員、財產保險業務人員、投資型保險概要、外幣保險、金融市場與職業道德共 12 張 

校外實習： 

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服務，擔任櫃檯人員，再一年的實習過後表現優異，得繼續留任，轉為正式員工。 

在校成績優異： 

班級排名都維持在前幾名，認真學習。 

2  服務產業學院 
休閒事業

管理系 
林玉婷 

1.2018第七屆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榮獲全國銅牌 

2.2016第五屆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榮獲北區佳作 

3.參加 2015 第一屆低碳旅遊行程規劃競賽-榮獲第一名 

3  工學院 
機械工程

系 
吳家毅 

1.104 學年度第 1學期榮獲「勵學獎學金」 

2.104 學年度第 2學期榮獲「勵學獎學金」 

3.104 學年度 高斯獎數學競賽 工學院 甲等 

4.2018第 11 回国際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コンテスト障害物走破作業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コンテスト-第 3位 

5.2018第 11 回国際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コンテスト相撲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無線部門)-第 3位 

6.2018第 11 回国際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コンテスト相撲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有線部門)-第 3位 

7.參與第 22 屆 TDK 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榮獲 遙控組 第三名 

8.參與第 22 屆 TDK 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榮獲 遙控組 創意獎 

9.2019第 12 回国際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コンテスト相撲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有線部門)-技術賞 

10.2019第 12回国際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コンテスト相撲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無線部門)-準冠軍 

傑出成就獎 



 

  

 

4  
工學院 

機械工程

系 
林琨模 

1.104 學年度第 2學期榮獲「吳詩在系友紀念獎學金」 

2.104 學年度工學院微積分會考「全班第 2 名」 

3.105 學年度第 1學期榮獲「勤學獎學金」 

4.參與第 21 屆 TDK 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 

5.2018第 11 回国際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コンテスト障害物走破作業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コンテスト-技術賞 

6.2018第 11 回国際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コンテスト相撲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無線部門)-藝術賞 

7.2019第 12 回国際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コンテスト障害物走破作業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コンテスト-第 3位 

8.2019第 12 回国際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コンテスト相撲マイクロメカニズム(無線部門)-技能賞 

9.106 學年度第 1學期榮獲「品學兼優獎學金」 

10.參與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跨障清潔機器人之設計開發(成功) 

5  人文社會學院 
運動管理

系 
趙亭雅 

1.中華民國 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跆拳道一般女子組 57 公斤級第一名。 

2.2016年第六屆武鬥祭至國大專跆拳道錦標賽公開女子組 57-67 公斤級第一名。 

3.2016年第二屆九太盃全國跆拳道團體錦標賽成人女子組第三名。 

4.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跆拳道一般女子組 57 公斤級第三名。 

5.2018年第十一屆弘光盃全國大專校院跆拳道一般女子組 57 公斤級第一名。 

6.中華民國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跆拳道一班女子組 57 公斤級第一名。 

7.2019年第十二屆弘光盃全國大專校院跆拳道錦標賽一般女子組 57-62 公斤級第一名。 

8.運動管理系大陸鄭州實習。 



 

學院 學制 姓名 

工學院 

大學部 吳永彬 

研究所 陳柏隆 

進修部 羅志群 

管理學院 

大學部 黃淑萍 

研究所 林玟彤 

進修部 林恬安 

服務產業學院 

大學部 蔡佳勳 

研究所 何玟瑾  

進修部 楊焙棋  

人文社會學院 

大學部 凌薇妮 

大學部   江柏勳   

進修部 葉王翎  

撥穗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