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108學年度畢業生各項獎項名單於109年4月14日經108學年度畢業生傑出表現獎審查會議，審查通過。

智育獎，日間部51名、進修部47名，共計98名。

群育獎，日間部37名、進修部24名，共計61名。

服務獎，日間部44名、進修部13名，共計57名。

體育獎，共計23名。

傑出成就獎，共計7名，獲獎名單如下：

工學院：機械系陳柏辰。

工學院：機械系徐嫚鍶。

工學院：機械工程系雙聯學制蕾吉娜。

管理學院：管理研究所盧適頎。

管理學院：工管系陳昱瑋。

服務產業學院：旅廚系楊博丞。

人文與設計學院：運管系楊哲瑄。

二、108學年度畢業典禮將於109年6月20日(六)舉行，相關典禮訊息會於網站上公告。

三、各獎項資料若有需修正部分，請與推薦單位聯繫。

108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各項獎項公告

108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傑出表現獎各項獎項名額如下：



項

次
班級 姓名 日間部/進修部 項次 班級 姓名 日間部/進修部

1 精機所二甲 王慶華 日間部 39 四技旅館四甲 袁　婕 日間部

2 電機所二甲 徐仲威 日間部 40 四技旅館四乙 鍾芳萍 日間部

3 電子所二甲 沈源洲 日間部 41 四技幼保四甲 李晏婷 日間部

4 化材所二甲 陳亭儒 日間部 42 四技幼保四乙 鄧秀芸 日間部

5 土環所二甲 沈庭毅 日間部 43 四技休閒四甲 謝如玲 日間部

6 光電所二甲 王睿紘 日間部 44 四技休閒四乙 劉羿玟 日間部

7 工管所二甲 陳氏瑩(外) 日間部 45 四技樂服四甲 余嘉諭 日間部

8 資管所二甲 林育賢 日間部 46 四技樂服四乙 張珮琦 日間部

9 管研所二甲 布來安(外) 日間部 47 四技應外四甲 黃玉涵 日間部

10 服管所二甲 潘聲蕙 日間部 48 四技應外四乙 何立晴 日間部

11 四技機械四甲 徐嫚鍶 日間部 49 四技運管四甲 吳承學 日間部

12 四技機械四乙 陳柏辰 日間部 50 四技運管四乙 李音誼 日間部

13
四技機械雙聯

四甲
蕾吉娜(外) 日間部 51 二專電子二甲 卜梓霖 日間部

14 四技電機四甲 蘇浚瑋 日間部 52 四機四甲 朱凱巖 進修部

15 四技電機四乙 劉人閤 日間部 53 四電四甲 林宥程 進修部

16 四技電機四丙 許智鈞 日間部 54 四子四甲 劉彥良 進修部

17 四技電子四甲 楊慈雲 日間部 55 四子四乙 王裕虎 進修部

18 四技電子四乙 林靖芳 日間部 56 四土環四甲 范溢芸 進修部

19 四技電子四丙 汪光皜 日間部 57 四工四甲 陳舒婷 進修部

20 四技電子四丁 葉鴻佑 日間部 58 四資四甲 官詣軒 進修部

21 四技化材四甲 謝　綪 日間部 59 四行四甲 吳錦堂 進修部

22 四技化材四乙 林辰穎 日間部 60 四企四甲 劉艷紅 進修部

23 四技土環四甲 陳竑廷 日間部 61 四幼四甲 楊雅卿 進修部

24 四技土環四乙 張家瑜 日間部 62 四旅廚四甲 羅可軒 進修部

25 四技光電四甲 李巧薇 日間部 63 四休四甲 林家綺 進修部

26 四技光電四乙 江仲鈞 日間部 64 四休四乙 鄭雅文 進修部

27 四技資工四甲 劉純源 日間部 65 四休四丙 曾婉瑜 進修部

28 四技資工四乙 江佩容 日間部 66 四樂服四甲 徐家卉 進修部

29 四技工管四甲 范姜淑慧 日間部 67 四資工四甲 林志豪 進修部

30 四技工管四乙 黎憶葶 日間部 68 四財四甲 高慧珠 進修部

31 四技行銷四甲 黃正豪 日間部 69 四外四甲 許惠敏 進修部

32 四技行銷四乙 邱雅韓 日間部 70 四化妝品四甲 何欣蓮 進修部

33 四技企管四甲 魏悅棋 日間部 71 四雲端四甲 徐久喬 進修部

34 四技企管四乙 陳婉婷 日間部 72 二技企四甲 胡家偉 進修部

35 四技資管四甲 陳建旻 日間部 73 二技企四乙 周威廷 進修部

36 四技資管四乙 彭宥學 日間部 74 二技企四丙 陳怡如 進修部

37 四技財金四甲 黃秀鈴 日間部 75 二專企二甲 許俊文 進修部

38 四技財金四乙 鄭羽涵 日間部 76 二專企二乙 葛蕙如 進修部

108學年度畢業生智育獎名單



項

次
班級 姓名 日間部/進修部 項次 班級 姓名 日間部/進修部

77 四產旅廚四甲 葉庭芸 進修部 89 碩專化材二甲 孔怡雯 進修部

78 進專工二甲 蔡淳宇 進修部 90 碩專土環二甲 卓新仁 進修部

79 進專工二乙 蔡蕎茵 進修部 91 碩專工管二甲 何佳靜 進修部

80 進專資二甲 蔡淨宇 進修部 92 管研所二甲 葉素伶 進修部

81 進專資二乙 吳欣庭 進修部 93 管研所二乙 楊國維 進修部

82 進技工四甲 龔培鈞 進修部 94 管研所二丙 朱恆麟 進修部

83 進技工四乙 涂淑惠 進修部 95 管研所二丁 李杰林 進修部

84 進技資四甲 簡邑融 進修部 96 管研所二戊 黃世諺 進修部

85 進技資四乙 洪芸榛 進修部 97 管研所二己 張治偉 進修部

86 碩專機二甲 楊鎧綸 進修部 98 管研所二庚 沈文鈞 進修部

87 碩專電二甲 邱柏仁 進修部

88 碩專子二甲 徐瑞敏 進修部



項次 系所 姓名 日間部/進修部 項次 系所 姓名 日間部/進修部

1 機械系 黃庭偉 日間部 32 旅廚系 段汶鋒 日間部

2 電機系 黃駿凱 日間部 33 運管系 利奇翰 日間部

3 電子系 邱彥云 日間部 34 電子系 蔡信昌 日間部

4 化材系 黃子倫 日間部 35 運管系 余旻高 日間部

5 光電系 鄧運政 日間部 36 財金系 徐君語 日間部

6 資工系 陳誌鈞 日間部 37 資管系 鄭宇翔 日間部

7 工管系 蕭省吾 日間部 38 機械系 翁柏譯 進修部

8 財金系 黃思涵 日間部 39 機械系 鄭昭文 進修部

9 資管系 張柏正 日間部 40 電子系 楊惠珍 進修部

10 行銷系 莊皓瑜 日間部 41 土環系 陳鴻欽 進修部

11 企管系 張峰愷 日間部 42 資工系 田啟諠 進修部

12 旅廚系 翁子云 日間部 43 化材系 盧冠瑜 進修部

13 幼保系 吳珮瑜 日間部 44 工管系 丁御託 進修部

14 休閒系 林冶純 日間部 45 資管系 陳思綺 進修部

15 樂服系 何峻甯 日間部 46 行銷系 吳錦堂 進修部

16 應外系 劉康祺 日間部 47 財金系 宋姿瑩 進修部

17 運管系 張芳瑜 日間部 48 管研所 黃順楠 進修部
18 電機系 徐承浜 日間部 49 企管系 胡家偉 進修部

19 資管系 劉曉樺 日間部 50 企管系 胡允耀 進修部

20 機械系 賴增文 日間部 51 工管系 涂淑惠 進修部

21 機械系 張國中 日間部 52 資管系 陳筱玫 進修部

22 機械系 蔡汶橙 日間部 53 工管系 蔡淳宇 進修部

23 運管系 楊哲瑄 日間部 54 資管系 鄭宇芳 進修部

24 光電系 陳世穎 日間部 55 樂服系 陳秋羽 進修部

25 工管系 江乾順 日間部 56 幼保系 林莊祐 進修部

26 應外系 翟中瑜 日間部 57 旅廚系 江建鈞 進修部

27 運管系 彭鈺婷 日間部 58 休閒系 孫志偉 進修部

28 休閒系 鍾隆開 日間部 59 休閒系 何禹昕 進修部

29 休閒系 張容榕 日間部 60 應外系 馬承恩 進修部

30 財金系 楊蕎溱 日間部 61 妝品系 何欣蓮 進修部

31 運管系 潘宥辰 日間部

108學年度畢業生群育獎名單



項次 系所 姓名 日間部/進修部 項次 系所 姓名 日間部/進修部

1 機械系 曾學聖 日間部 31 行銷系 葉昀茜 日間部

2 電機系 林毅威 日間部 32 化材系 曾馨平 日間部

3 電子系 邱邵俊 日間部 33 休閒系 林學鴻 日間部

4 土環系 黃博廼 日間部 34 財金系 沈俊叡 日間部

5 化材系 劉冠宏 日間部 35 資工系 曾威瑀 日間部

6 光電系 陳羿閔 日間部 36 化材系 王鏡婷 日間部

7 資工系 魏嘉德 日間部 37 樂服系 張宇承 日間部

8 工管系 趙垣任 日間部 38 幼保系 林易萱 日間部

9 財金系 簡郁珊 日間部 39 休閒系 范語庭 日間部

10 財金系 洪毓均 日間部 40 休閒系 謝如玲 日間部

11 資管系 黃心瑜 日間部 41 企管系 魏悅棋 日間部

12 行銷系 黃瑀瑩 日間部 42 資管系 葉冠暉 日間部

13 企管系 李婷瑋 日間部 43 管研所 方君暐 日間部

14 旅廚系 林佩萱 日間部 44 光電系 王鈞豪 日間部/進修部

15 幼保系 曾微瑄 日間部 45 休閒系 陳建忠 進修部

16 幼保系 陳文宣 日間部 46 財金系 高慧珠 進修部

17 休閒系 謝佩庭 日間部 47 機械系 郭昊軒 進修部

18 樂服系 蘇鈺翔 日間部 48 企管系 吳勝憲 進修部

19 應外系 江旻倫 日間部 49 工管系 李侑梅 進修部

20 運管系 曾品嘉 日間部 50 化材系 孔怡雯 進修部

21 運管系 楊淯棋 日間部 51 休閒系 周雨欣 進修部

22 運管系 曾加銘 日間部 52 休閒系 林怡潔 進修部

23 行銷系 劉宇晨 日間部 53 休閒系 陳宜欣 進修部

24 財金系 廖若然 日間部 54 休閒系 黃成智 進修部

25 光電系 鄭珮翎 日間部 55 工管系 莊子鈺 進修部

26 樂服系 林瑞婷 日間部 56 休閒系 謝見強 進修部

27 應外系 黃瑜柔 日間部 57 旅廚系 陳建銘 進修部

28 資工系 李韋旻 日間部

29 資工系 曾華嶔 日間部

30 應外系 曾予萱 日間部

108學年度畢業生服務獎名單



序號 項目 班級 姓名
1 羽球 機械四乙 黃祐淳

2 羽球 運管四甲 李振瑋

3 網球 旅廚四甲 段汶鋒

4 撞球 休閒四甲 阮威仁

5 撞球 休閒四乙 賴加剛

6 撞球 財金四乙 陳功宇

7 跆拳道 運管四乙 郭先一

8 游泳 運管四甲 葉名祐

9 排球 工管四甲 洪瑞

10 排球 工管四甲 陳揆和

11 排球 光電四乙 廖奕博

12 排球 資工四甲 詹佑昇

13 排球 光電四乙 潘睿然

14 排球 運管四甲 楊秉哲

15 田徑 運管四甲 潘宥辰

16 籃球 電機四丙 邱志翰

17 籃球 電機四以 林合軒

18 籃球 運管四甲 陳嘉慶

19 籃球 土環四乙 劉定亞

20 籃球 光電四甲 李偉誠

21 棒球 運管四乙 黃景煌

22 棒球 機四乙 許愷倫

23 棒球 企管四乙 陳彥霖

108學年度畢業生體育獎名單



1 工學院 機械四乙 陳柏辰

2 工學院 機械四甲 徐嫚鍶

108學年度畢業生傑出成就獎名單

1.第22屆TDK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冠軍

2.馬來西亞國能大學-專題競賽第三名

3.105學年度高斯數學競賽-工學院優等

4.105學年度榮獲 第1學期「書卷獎」

5.105學年度榮獲 第2學期「書卷獎」

6.106學年度第1學期榮獲「吳詩在系友紀念獎學金」

7.106學年度第2學期榮獲「蔡裕孔傑出校友獎學金」

8.2017系統化創新與發明競賽 優勝獎

9.2017系統化創新與發明競賽 最佳學術獎

10.107學年度第1學期 榮獲「六方精機獎學金」

11.107學年度第2學期 榮獲「台灣精密工業獎學金」

12.汗動明新-X之團體棒球九宮格擲準賽 第三名

13.108學年度 學生畢業專題成果展 第二名

14.108學年度 參加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書，到馬來西亞的國能大學

實習

1.全國競賽成績(共三個冠軍、一個亞軍、一個季軍、二個佳作)

(1)第21屆TDK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 亞軍

(2)第22屆TDK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 季軍

(3)第22屆TDK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  設計獎 佳作

(4)2018國研盃智慧機械競賽(ASME Taiwan SPDC)學生設計競賽 佳作

(5)2019 DITC競賽 冠軍

(6)第23屆TDK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 冠軍

(7)第23屆TDK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設計獎 佳作

2.國際競賽成績

(1)2018 ASME E-Fest SDC第13名(共53隊)

(2)12屆日本國際微機構設計競賽 障礙物走坡 第二名

(3)12屆日本國際微機構設計競賽 有線相撲 第三名

(4)12屆日本國際微機構設計競賽 無線相撲 敢鬪獎

3.國際特殊經歷

(1)代表臺灣參加美國賓州 ASME E-Fest SDC美國東區賽

(2)前往日本參加12屆國際微機構設計競賽

(3)前往泰國孟克先皇理工技術學院(KMITL)學術參訪及學生交流

(4)參與108學年度新南向學海築夢前往馬來西亞國能打學(UMITEN)實

習兩個月

(5)受TDK文教基金會邀請，赴日本觀摩「全國高等專門學校口ボット

コソテスト2019」機器人競賽

4.校內特殊經歷

(1)108學年度學生畢業專題成果展 第一名

(2)接待泰國孟克先皇理工技術學院(KMITL)來本校參訪團隊

5.校外特殊經歷

(1)代表學校參展教育部舉辦「2018技職夢工廠--放眼大未來」

(2)代表學校參展「2019大學暨技職院校多元入學博覽會 台中場」



3 工學院 四機雙四甲 蕾吉娜

4 管理學院 管理研究所 盧適頎

5 管理學院 工管系 陳昱瑋

1.機械工程系雙聯學制菲律賓四甲同學蕾吉娜，與班上同學組隊參加

「第五屆全球傳動智能自動化創意實作競賽」，在全國37之報名隊伍

中技冠群雄，勇奪冠軍並獲得新台幣15萬元獎金。他們設計一綑新型

農業耕作機器人，搭配相關自動化零組件及感測元件，透過可程式邏

輯控制器，可以執行自動播種、給水、調節陽光等功能，該作品以超

強應月潛力及完整性獲得評審青睞而獲得冠軍。

2.蕾吉娜與班上同學僅以不到半年的時間構思、設計、製作、組裝、

測試，完成了功能完整且創意獨到的作品，非常難能可貴；蕾吉娜本

學期也獲得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實習機會，在新北市樹林總

廠進行校外實習，她的學業成績同時也是班上的第一名。

1.108學年第15界技職之光技職傑出獎

2.2018烏克蘭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金牌，「幫助聽覺障礙者感應

聲音的裝置」，共28國家400件作品參加。

3.2018第九屆國際創新發明競賽-金牌，「可調整高度之複合式餐椅

結購」，共13國家368件作品參假。

4.2018韓國首爾國際發明競賽-金牌，「手腕隨身包」，共33國家687

件作品參加。

5.2018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銀牌，「環保增溫薄膜」，

共33國家687件作品參加。

6.2018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銅牌，「創新式微電腦三馬

達控制系統」，共33國家687件作品參加。

7.2019第十屆國際創新發明競賽-金牌，「組合式蚊帳之創新設計」

，共13國家418件作品參加。

1.服務業管理師證照考試優等獎

2.服務業管理師證書

3.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證書

4.AUTD DESK國際原廠認證AUTD CAD證書

5.BAP_Excel 2010證書

6.BAP_PowerPoint 2010證書

7.BAP_Word 2010證書

8.BAP_Master證書

9.ERP規劃管理師證照

10.ICT計算算機綜合能力國際認證證書

11.MOS(微軟國際認證)_Access 2010證書

12.MOS(微軟國際認證)_Excel 2010 Expert證書

13.MOS(微軟國際認證)_PowerPoint 2010證書

14.MOS(微軟國際認證)_Word 2010 Expert證書

15.MOS(微軟國際認證)_Master 大師級證書

16.TQC+CAD 2D證書

17.工業工程師、人因工程 合格證明

18.工業工程師、設施規劃合格證明

19.電腦軟體應用丙級證照

20.崇德志工淨灘活動 服務證書

21.新竹縣愛鄰社區關懷協會志工服務證明書



6 服務產業學院
旅館管理與廚

藝創意系
楊博丞

7
人文與設計學

院
運動管理系 楊哲瑄

1.107學年度 新加坡海外實習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Singapore

Riverview新加坡福朋喜來登酒店，受餐飲部總監肯定給予推薦信

2.106學年度 校內微型創業打造客製化漸層飲品及樂團表演、拍攝旅

館系招生為電影-旅館管理與廚藝創意系@house實習餐廳

3.109學年度 旅館管理與創意廚藝系專題實務客務組第二名Deluxe

Delights在文華-文華東方超五星級服務成功的因素探討

4.2018Yahoo新聞、今日新聞、中華日報、指傳媒等各大媒體採訪報

導-「手搖杯」搖上國際舞台 大學生微創業自創飲料品牌

5.2017融合系上理論知識與實務課程，課餘時間在泰式餐酒館擔任儲

備店長-中壢愛微咖啡Raretreat Coffee Roaster

6.106學年度 服務學院旅館系招生看板人物-校園公關記者採訪

7.106學年度 明新鳳岡盃唱歌總決賽團體組第三名、最佳人氣獎

8.TOEIC Reading and Listening 660分、乙級飲料調製技術士

1.擔任第三屆全場焦點木箱鼓社器材長

2.擔任第四屆全場焦點木箱鼓社社長

3.擔任第五屆全場焦點木箱鼓社顧問

4.擔任第十四屆學生會副活動長

5.全場焦點木箱鼓社榮獲106年明新科技大學社團評鑑金檔獎

6.全場焦點木箱鼓社榮獲107年明新科技大學社團評鑑優等獎、簡報

獎、金檔獎

7.帶領全場焦點木箱鼓社榮獲108年全國社團評鑑優等獎

8.受邀擔任108年中華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校內社團評鑑學生委

員

9.與其他社團共同舉辦帶動中小學，並擔任總召

10.帶領社團幹部擔任坤泰基金會繪畫比賽及包禮物志工，並主辦前

進育幼院之教導課程活動

11.榮獲108年大專優秀青年

12.在學期間榮獲校內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學期及107學年度第

一學期群育獎學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