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銘傳大學 107學年度 應屆畢業班  學業成績優良名單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學年度畢業典禮-學業成績優良學生名單(第一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觀光學程 DONNA  

外交學程 鍾樂婷  

資訊學程 GAMA  

資傳四甲 賴宛妤 全勤、學業成績 

資傳四乙 林松賢  

資工四甲 張力仁  

資工四乙 張書瑄  

電子四甲 鄭中格 全勤、學業成績 

電子四乙 蔡雨岑  

電通四甲 蔣昊格  

電通四乙 孔維劭  

資管四甲 黃鑫婷 全勤、學業成績 

資管四乙 楊皖淩  

資管四丙 陳宣翰  

公事四甲 呂容嬅  

心理四甲 林修如  

犯防四甲 葉家妘  

犯防四乙 林宛蓁  

統資四甲 李芷萱 全勤、學業成績 

統資四乙 陳清怡 全勤、學業成績 

經濟四甲 方思瑤 正冠、學業成績 

經濟四乙 張偉瀚  

休憩四甲 楊程貴  

餐旅四甲 李蔚晴 全勤、學業成績 

觀光四甲 簡綺萱  

 

 



銘傳大學 107 學年度  全勤獎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全勤獎人員名單(第一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電通四甲 張家瑋 01 

電通四甲 林思宇 02 

電通四甲 許書瑜 03 

電通四甲 鍾承翰 04 

電通四乙 蘇小容 05 

電通四乙 林紫鈴 06 

資管四甲 黃鑫婷 學業成績、全勤 07 

資管四乙 湯詠琦 08 

資管四丙 陳佩君 09 

資傳四甲 賴宛妤 學業成績、全勤 10 

資傳四乙 鄭雅至 11 

資工四甲 張純華 12 

資工四乙 張皓森 13 

資工四乙 余姿蓉 14 

電子四甲 宋安妮 15 

電子四甲 鄭中格 學業成績、全勤 16 

休憩四甲 郭芷娟 17 

休憩四甲 王韶敏 18 

餐旅四甲 呂文馨 19 

餐旅四甲 蔣惠閔 20 

餐旅四甲 游其蓁 21 

餐旅四甲 林潔怡 22 

餐旅四甲 陳屏瑋 23 

餐旅四甲 李蔚晴 學業成績、全勤 24 

觀光四甲 梁晏瑜 25 

觀光學程四 蔣宜璇 26 

觀光學程四 杜淳雅 27 

公事四甲 董于瑄 28 

公事四甲 練冠葶 29 

公事四甲 潘欣樺 30 

公事四甲 楊子萱 31 

心理四甲 黃媛群 32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全勤獎人員名單(第一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犯防四甲 洪逸璁 33 

犯防四甲 林俞攸 34 

犯防四甲 魏莉庭 35 

犯防四甲 盧世琳 36 

犯防四乙 饒佳諺 37 

犯防四乙 吳翊慈 38 

經濟四甲 王  方 39 

經濟四甲 吳雅涵 40 

經濟四乙 洪珮雯 41 

經濟四乙 吳欣舫 42 

經濟四乙 李筱雯 43 

經濟四乙 陳珮伶 44 

統資四甲 李欣宜 45 

統資四甲 鄭采涵 46 

統資四甲 陳盈穎 47 

統資四甲 吳欣洳 48 

統資四甲 吳宜靜 49 

統資四甲 汪立心 50 

統資四甲 楊涵伃 51 

統資四甲 王子凌 52 

統資四甲 李芷萱 學業成績、全勤 53 

統資四乙 陳清怡 學業成績、全勤 54 

統資四乙 許雅雯 55 



 

銘傳大學 107 學年度 專題研究  特優獎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學年度畢業典禮-專題研究  特優獎學生名單(第一場) 

班  級 代表領獎姓名 備  註 

公事四甲 連郁涵 
組員：李芊儒、梁尹宣、陳烜漪、 

潘旻辰、董依宣 

心理四甲 曾翊雯  

犯防四乙 連心瑜 
組員：張雅婷、劉箴媛、陳琬貽、

呂沂儒 

統資四乙 李佳怡 組員：曾雅慈、尤詩雯 

經濟四乙 黃室瑜 
組員：羅詩晴、吳欣舫、張棨隆、 

劉于瑄、許杏珍 

餐旅四甲 陳姿吟 
組員：莊秋儀、蔡謹駿、陳家盛、 

蔣惠閔、游其蓁 

觀光四甲 葉子嘉 
組員：李秀茹、黃品寧、鄧郁蓓、 

吳孟靜 

休憩四甲 張子怡 
組員：楊程貴、郭彥成、潘怡騰 

陳禹媗、李佳芸 

資管四乙 卓育辰 
組員：徐晨陽、胡瑈芸、謝采芸 

黃科凱、朱家慶、林哲禎 

電通四甲 游騰鈞 
組員：蔣昊格、林思宇、陳政佑 

專題研究、正冠 

資傳四甲 陳冠宇 組員：倪諾樂、梁家豪、楊智凱 

資工四甲 林貴裕 組員：林俊豪、李淳宇、曾智生 

電子四甲 范家維 組員：黃俊凱、葉東穎 

 



銘傳大學 107 學年度  優秀義工獎 

 

 

 
銘傳大學 107 學年度  親善服務隊優秀人員獎 

 

 

銘傳大學 107 學年度  五育全能獎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學年度畢業典禮-優秀義工學生名單(第一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休憩四甲 劉  霈 義工、績優社團負責人 

休憩四甲 陳孝瑋 義工、績優社團負責人 

餐旅四甲 李書瑀  

統資四乙 林郁婷  

電子四甲 葉東穎  

電子四甲 張宇蘋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親善服務隊優秀人員名單(第一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資工四乙 林意玲  

觀光四甲 小野祐里奈  

國際觀光學程 權惠珍  

國際外交學程 陳于庭 親善服務隊、正冠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五育全能獎人員名單(第一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休憩四甲 闕廷恩  

休憩四甲 翁嘉圻  



銘傳大學 107 學年度  體育優秀獎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體育特優獎人員名單(第一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心理四甲 何順謙  

心理四甲 李思萱  

心理四甲 蔡堉堯  

公事四甲 吳柏鋒  

公事四甲 陳威辰  

犯防四乙 王德誌  

休憩四甲 林禹丞  

休憩四甲 黃紹軒  

休憩四甲 譚珷齡  

資工四甲 劉昱佳  

資工四甲 倪諾樂  

資管四甲 謝宜庭  

 
銘傳大學 107 學年度  績優社團負責人獎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學年度畢業典禮-績優社團負責人獎名單(第一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休憩四甲 劉  霈 義工、績優社團負責人 

休憩四甲 郭彥成 績優社團負責人、正冠 

休憩四甲 陳孝瑋 義工、績優社團負責人 

觀光四甲 李秀茹  

經濟四乙 鄭伃伶  

資傳四甲 林沛萱  

資傳四乙 李晏碩  

電子四甲 陳宥任  

資管四甲 簡慈恩  

心理四甲 高佩瑜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  正冠暨授證人員名單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正冠暨授證人員名單(第一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統資四甲 莊麗蓁  

統資四乙 謝佩妤  

經濟四甲 方思瑤 學業成績、正冠 

經濟四乙 陳冠樺  

心理四甲 童俊傑  

公事四甲 李宜芳  

犯防四甲 余佳穎  

犯防四乙 陳巧芸  

資訊學程 楊東宸  

觀光學程 蔣宜璇  

外交學程 陳于庭 親善服務隊、正冠 

休憩四甲 郭彥成 績優社團負責人、正冠 

餐旅四甲 曹晏菱  

觀光四甲 許境珈  

資管四甲 李婉瑜  

資管四乙 楊喻婷  

資管四丙 林煒傑  

資工四甲 楊捷帆  

資工四乙 陳銘庭  

資傳四甲 梁家豪  

資傳四乙 曾凱楠  

電通四甲 游騰鈞 正冠、專題研究 

電通四乙 林威志  

電子四甲 邱鼎驊  

電子四乙 林廷諺  

資管系碩士班 徐偉庭  

電通系碩士班 李浩誠  

統資系碩士班 李怡禎  

經濟系碩士班 吳宜珊  

公事系在職班(台北) 呂紹祥  

公事系在職班(連江) 李政餘  

觀光系碩士班 蔡嘉萱  
         



 

銘傳大學 107學年度 應屆畢業班  學業成績優良名單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學年度畢業典禮-學業成績優良學生名單(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應中四甲 陳思瑜  

應中四乙 張俐暘  

應日四甲 徐莘汝  

應日四乙 范皓雲  

華教四甲 蘇琬婷 學業成績、全勤 

華教四乙 朱心怡 學業成績 

應英四甲 陳睿祺  

應英四乙 何宜儒  

應英四丙 張志成  

數媒四甲 林其加 學業成績、全勤 

數媒四乙 陳郁茹  

數媒四丙 蘇  新  

商設四甲 陳  沁  

商設四乙 陳怡靜  

品設四甲 洪千琇 學業成績、正冠 

品設四乙 陳奕熹  

建築五甲 黃苡禎  

都防四甲 陳虹潔  

生科四甲 姜懿珍  

生科四乙 王虹宇  

醫管四甲 李逸萱 學業成績、全勤、正冠 

醫管四乙 謝采軒  

醫工四甲 陳美錡  

 

 

 
 
 



銘傳大學 107 學年度  全勤獎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全勤獎人員名單(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備註 

數媒四甲 林其加 學業成績、全勤 01 

數媒四甲 蔡宜廷 02 

數媒四甲 陳偉慈 全勤、正冠 03 

數媒四乙 葉又慈 04 

數媒四乙 李  婕 05 

商設四乙 陳怡靜 06 

生科四甲 姜懿珍 07 

生科四甲 陳昱吟 08 

生科四甲 鄭依庭 09 

生科四甲 呂宜靜 10 

生科四乙 陳柏勳 11 

生科四乙 余佳樺 12 

醫管四甲 李逸萱 學業成績、全勤、正冠 13 

醫管四甲 張晴雅 14 

醫管四乙 陳佳君 15 

醫管四乙 張心潔 專題研究、全勤、正冠 16 

醫管四乙 劉佳怡 17 

應英四甲 廖欣儀 18 

應英四甲 鄭儒意 19 

應英四甲 陳香伊 20 

應英四丙 林亭妤 21 

應中四甲 劉世竑 22 

應中四甲 翁淯珈 23 

應中四甲 謝雅璇 24 

應中四甲 黃毓庭 25 

應中四甲 陳香穎 26 

應中四乙 徐晟峯 27 

應日四甲 劉宜君 全勤、正冠 28 

應日四甲 吳嘉峻 29 

應日四乙 黃靖雅 30 

應日四乙 張雅婷 31 

華教四甲 蘇琬婷 學業成績、全勤 32 

華教四乙 高佳程 33 

華教四乙 楊立薇 34 

 



銘傳大學 107 學年度 專題研究  特優獎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學年度畢業典禮-專題研究  特優獎學生名單(第二場) 

班  級 代表領獎姓名 備  註 

數媒四甲    葉紘瑋 
組員：楊正維、許家瑄、王麗雅 

黃家銘、華啟陽、徐緯騰 

商設四甲 郭心慈 組員：陳 沁、戴妤芊、林宛渝 

品設四乙 吳柏翰 組員：吳牧非、魏廷宇、黃聖閔 

都防四甲 蘇宥展 
組員：李婕寧、葉明娟、林克謙、 

簡茂家、陳力豪、羅甬沛 

應英四甲 李立宇 組員：孫若安、溫 馨、林佳儀 

生科四甲 紀雅禎 組員：劉家吟 

醫管四乙 張心潔 
組員：李逸萱、趙苡晴、柯姿宇 

專題研究、全勤、正冠 

醫工四甲 劉璦菱 組員：沈鈺淋、蕭琮翰、許巧奕 

應中四乙 呂郁馨 組員：黃晴玟、葉守斌、林桂年 

應日四乙 陳宣宏  

華教四甲 郭昀蓁 
組員：何昱萱、童郁珺、鄭亦伶、 

陳苡穎 

 

 

 

 

 

 

 

 

 



銘傳大學 107 學年度  優秀義工獎 

 

 

 
銘傳大學 107 學年度  親善服務隊優秀人員獎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學年度畢業典禮-優秀義工學生名單(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商設系碩士班 張  琳  

數媒四甲 吳佳意  

數媒四甲 華啟陽  

醫管四乙 許雅筑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親善服務隊優秀人員名單(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醫管四乙 章家瑋  

醫管四乙 羅詩媛  

應英四甲 林受珉  

數媒四甲 劉育綸  



銘傳大學 107 學年度  體育優秀獎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體育特優獎人員名單(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品設四甲 馬杰良  

品設四甲 黃皓瑋  

數媒四甲 陳品宏  

數媒四甲 施牧萱  

都防四甲 簡茂家  

都防四甲 練心柔  

醫工四甲 陳佳伶  

醫工四甲 吳冠葶  

醫管四甲 許力升  

 
 
 

銘傳大學 107 學年度  績優社團負責人獎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學年度畢業典禮-績優社團負責人獎名單(第二場) 

班  級 姓名 備  註 

生科四乙 顔志豪 績優社團負責人、正冠 

品設四乙 張絜雯  

應中四乙 賴昀謙  

華教四甲 許雅恬 海外實習-不出席 

應日四乙 郭其亞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  正冠暨授證人員名單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正冠暨授證人員名單(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品設四甲 洪千琇 學業成績、正冠 

品設四乙 張哲瑋  

數媒四甲 陳偉慈 全勤、正冠 

數媒四乙 杜茂倫  

數媒四丙 賀子涵  

商設四甲 黃琬庭  

商設四乙 陳宛妤  

都防四甲 鄭晏祺  

建築五甲 鄒秉辰  

應中四甲 陳妍卉  

應中四乙 黃珮瑜  

應日四甲 劉宜君 全勤、正冠 

應日四乙 陳宜茜  

華教四甲 李  昕  

華教四乙 曾豐銘  

應英四甲 鄭全哲  

應英四乙 楊其芳  

應英四丙 李佩儀  

醫管四甲 李逸萱 學業成績、全勤、正冠 

醫管四乙 張心潔 專題研究、全勤、正冠 

醫工四甲 陳柏瑋  

生科四甲 黃稚鈞  

生科四乙 顏志豪 績優社團負責人、正冠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正冠暨授證人員名單(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商設系碩士班 蔣沛怡  

都防系碩士班 李翊湘  

數媒系碩士班 張棋媛  

品設系碩士班 莊  卿  

品設系在職班 周佳臻  

生科系碩士班 洪逸安  

醫管系碩士班 李咨毅  

應日系碩士班 鍾  晴  

應英系碩士班 劉家宏  

應英系在職班 鄭達夫  

應中系在職班 高子婷  

教研所在職班（台北） 陳慧芹  

教研所在職班（桃園） 吳姿瑩  

應中系博士班 林  琳  

應中系博士班 蔡美意  

應中系博士班 黃奕炳  

應中系博士班 張  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