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學年度  學業成績優良名單(第一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電通四甲 張哲維  

電通四乙 陸佳慧  

資傳四甲 黃志楷  

資傳四乙  紀玉敏  

資工四甲  郭維勳  

資工四乙  柯明男  

電子四甲 林卓熠  

電子四乙 林祖賢  

資管四甲 張子豪  

資管四乙 張 聖  

資管四丙 戴立宸  

安管四甲   施有駿  

安管四乙   葉孟筑  

心理四甲 黃荷容  

統資四甲   楊育瑄  

統資四乙 劉信宏  

經濟四甲 黃郁婷  

經濟四乙   林千惠  

公事四甲 姚欣秀  

觀光四甲  范聖哲  

休憩四甲  劉 鷺  

餐旅四甲  連啓祥  

資訊學程   侯佩君   

觀光學程 蔡佳哲  



外交學程  德芮莎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學年度  學業成績優良名單(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應中四甲   稅子庭  

應中四乙  林郁恬  

應日四甲  李怡萱  

應日四乙  馬誠軒  

華教四甲   陳慧樺  

華教四乙  劉智蓓  

應英四甲   許雅瀞  

應英四乙 李新蓮  

應英四丙   蔡幸蓉  

應英四丁 呂岱芸  

數媒四甲  張哲豪  

數媒四乙  李娉婷  

數媒四丙  張卉靈  

商設四甲  紀鴻惠  

商設四乙   沈觀玉  

品設四甲  鍾芷欣  

品設四乙  黃莉婷  

建築五甲 曾莉閔  

都防四甲   王怡文  

生科四甲   劉欣欣  

生科四乙 龔正傑  

醫管四甲   曾思瑩  

醫工四甲   姚硯懷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全勤獎(第一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電通四甲   謝佳瑩  

資管四甲   温孟潔  

資管四甲   何宜靜  

資管四乙   陸佳琪  

資管四乙   黃資雅  

資管四丙   戴立宸  

資管四丙   張榕容  

資工四甲   郭維勳  

電子四甲   黃弘鈞  

電子四甲   許巧臻  

統資四甲   周郁芬  

統資四甲   鍾佩玲  

統資四乙   彭昱晴  

安管四甲   王閔卉  

安管四甲   葉思吟  

安管四乙   曾佳怡  

安管四乙   葉孟筑  

公事四甲   徐筠雯  

公事四甲   滕汶凌  

公事四甲   陳喬琪  

公事四甲   姚欣秀  

心理四甲   詹瑞婷  

心理四甲   陳毓伶  

經濟四甲   蔡明宏  

經濟四甲   黃郁婷  

經濟四甲   莊家鈞  



經濟四甲   林家豪  

經濟四乙   林千惠  

餐旅四甲   劉育伶  

餐旅四甲   黃靖雅  

外交學程四 李柏萱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全勤獎(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應英四甲   許雅瀞  

應英四乙   林士郁  

應英四乙   張槿儀  

應英四丙   蔡幸蓉  

應英四丙   謝孟瑾  

應英四丙   沈育如  

應英四丁   李逸蕓  

應英四丁   林芊渲  

應英四丁   李明樺  

應英四丁   黃郁清  

應英四丁   何貞蓁  

應中四甲   李佩芸  

應中四乙   鄧羽汶  

應中四乙   陳玉晴  

應中四乙   李奕貞  

應中四乙   陳芃樺  

應日四甲   梁絢斐  

應日四甲   蔡欣倫  

應日四甲   林學遠  

應日四甲   林蓉姍  

應日四甲   曾雅淳  



應日四甲   簡銘萱  

應日四乙   趙昕平  

華教四甲   王雨婕  

都防四甲   王怡文  

都防四甲   曾郁茹  

數媒四甲   侯亭妤  

數媒四乙   雷淳閔  

數媒四丙   阮麗容  

商設四甲   胡婉婷  

商設四甲   許芳瑄  

品設四甲   鍾芷欣  

品設四甲   黃莉喬  

品設四甲   范湘昀  

品設四甲   莊 卿  

品設四乙   楊捷雅  

建築五甲   曾莉閔  

生科四甲   劉欣欣  

生科四乙   李承育  

醫管四甲   陳佳儀  

醫管四甲   林怡伶  

醫管四甲   曾思瑩  

醫管四甲   林鈺婷  

醫管四甲   曾姿秦  

醫工四甲   吳靜宜  

醫工四甲   蘇芳瑩  

醫工四甲   劉一芳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 專題研究  特優獎(第一場) 

班  級 代表領獎姓名 備  註 

電通四甲 張哲維 
廖寬政、翁佳蓉、謝日棠

(電通四乙) 

資傳四甲 蔡閎鈞 許志遙、林伯儒、邱俊澄 

資工四乙 王育任 
何冠陞(資工四甲)、 
高楷甯(資工四甲) 

電子四甲 徐堉銨 楊霆俊、施育程 

餐旅四甲 廖映雪 
王韵慧、高御綺、汪雅
萍、陳佳玫、陳楠 

休憩四甲 劉鷺 
劉子潤、胡善薇、鄧漪
珊、涂嘉琳、詹俊彥 

觀光四甲 莊佳蓉 
詹蕎禎、張妙因、謝華倩、

柯胤妗 

資管四丙 高淑佑 
陳品宜、戴立宸、陳湘
婷、戴權、魏于涵 

公事四甲 陳泓光 
鄭筑優、楊敏均、鄭又
梅、卓俊德、鄭佩瑜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 專題研究  特優獎(第二場) 

班  級 代表領獎姓名 備  註 

生科四甲 劉欣欣 
 

醫工四甲 黃仲康 
 

醫管四甲 陳佳儀 
林鈺婷、邱鴻儒 

數媒四乙 張德惟 
王懷玉、王嘉敏、徐嘉偉、王
蕙亭 

商設四乙 李雲龍 
薛欣宜、黃杏儒、李正文 

品設四乙 林雅筑 
葉天恩、廖振翔 

華教四甲 陳慧樺 
劉于瑄、吳沛臻 

應中四乙 葉美伶 
黃婷荷、陳芃樺、童姿穎、李

奕貞 

應日四乙 蕭敬憲 
 

都防四甲 陳柔涵 
康玉萱、詹子毅、王楷傑、江
志駿、林柏志、莊子賢 

應英四丁 呂岱芸 
黃郁清、何貞蓁、黃琬鈞 

建築五甲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  優秀義工獎(第一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經濟四乙 漆力榕  

安管四乙 李倩瑩  

心理四甲 戴瑜嫻  

觀光四甲 曾詠玲  

休憩四甲 李佳恩  

休憩四甲 劉 鷺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  優秀義工獎(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應英四乙 許儷穎  

應英四丁 顏上恩  

應日四甲 吳㚸頻  

應中四乙 古小平  

商設四甲 劉卲真  

商設四甲 林佳儀  

數媒四乙 黃銘斌  

建築五甲 陳信羽  

醫工四甲 鍾鎵駿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  親善服務隊優秀人員獎(第一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觀光四甲 陸琬倫  

觀光四甲 詹蕎禎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  親善服務隊優秀人員獎(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華教四乙 劉芳瑜  

數媒四乙 謝秀璇  

數媒四乙 楊汶達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體育優秀獎(第一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資傳四乙 龔郁如 
 

電通四甲 林宗穎 
 

電通四乙 王柏勝 
 

安管四甲 李宗陽 
 

安管四甲 張揚 
 

安管四乙 李承龍 
 

心理四甲 沈煥軒 
 

休憩四甲 程瓊瑩 
 

餐旅四甲 魏冠杰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體育優秀獎(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醫管四甲 袁靜婷 
 

應日四乙 潘國龍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五育全能獎(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數媒四甲 勞家為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  績優社團負責人獎(第一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統資四乙 郭晉嘉  

經濟四乙 梁浩聖  

心理四甲 姜君樺  

安管四乙 張雅貽  

休憩四甲 陳劭德  

觀光四甲 程若涵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  績優社團負責人獎(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應中四乙 吳靖瑄  

商設四乙 陳偉賢  

應日四甲 余姝嫻  

醫管四甲 景馨儀  

應中四乙 吳憶婷  

應日四甲 吳皓瑋  

應英四丁 顏上恩  

品設四甲 黃翊慈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畢業生授證代表(第一場) 

班  級 電 話 備  註 

電通四甲 張哲維  

電通四乙 葉立宇  

資管四甲 邱毓珊  

資管四乙 潘志丞  

資管四丙 戴  權  

資工四甲 徐詩涵  

資工四乙 洪勝佑  

資傳四甲 楊子寬  

資傳四乙 張皓博  

電子四甲 許巧臻  

電子四乙 謝祥雍  

統資四甲 陳奕佑  

統資四乙 劉信宏  

經濟四甲 游千嬅  

經濟四乙 詹于葶  

心理四甲 羅家宇  

公事四甲 黃浩剛  

安管四甲 謝育霖  

安管四乙 曾貴德  



觀光四甲 曾詠玲  

休憩四甲 胡馨方  

餐旅四甲 林思妤  

資訊學程 烏席夢  

外交學程 王冠禹  

觀光學程 鄭依雯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畢業生授證代表(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應英四甲 劉荃樂  

應英四乙 馬昱翰  

應英四丙 謝孟瑾  

應英四丁 陳子琳  

應日四甲 簡銘萱  

應日四乙 馬誠軒  

應中四甲 吳朋憲  

應中四乙 林孟蓉  

華教四甲 温紫琳  

華教四乙 陳怡瑄  

商設四甲 郭佩珊  

商設四乙 陳映彤  

品設四甲 甘心瑜  

品設四乙 廖振翔  

數媒四甲 何睿平  

數媒四乙 水牧萱  

數媒四丙 林煒勝  

建築五甲 陳羿安  

都防四甲 薛翔祐  



生科四甲 胡家樑  

生科四乙 蔡翔宇  

醫管四甲 李詩儀  

醫工四甲 陳嘉旻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授證代表(第一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電通碩士班 洪義涵  

資管碩士班 李佳儒  

電子碩士班 廖格加  

統資碩士班 張育銓  

經濟碩士班 謝佳蓉  

心理碩士班 鄒文迪  

公事碩士班 陳泰宏  

觀光碩士班 楊紫勻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授證代表(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應中碩士班 金智瑛  

職應中碩士 周秉慈  

應英碩士班 謝敏怡  

職應英碩士 張詩晨  

應日碩士班 黃鴻銘  

教研所 劉靜  

職教研(桃) 陳怡靜  

商設碩士班 沈陽希  

品設碩士班 孫晨暘  

都防碩士班 劉家暉  

數媒碩士班 謝迎萱  

建築碩士班 謝隆誠  

生科碩士班 蘇育慧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博士班畢業生授證代表(第二場)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應中博士班 吳次天  

應中博士班 黃啟宗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5 學年度獻花、薪火相傳及致詞代表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統資四甲 呂昱姿 致謝詞代表(第一場) 

生科四乙 黃齡頡 致謝詞代表(第二場) 

統資四乙 翁琬婷 獻花 社團(第一場) 

統資四乙 黃禹馨 獻花 社團(第一場) 

品設四甲 施逸凡 獻花 社團(第二場) 

華教四甲 黃子剛 獻花 社團(第二場) 

統資四乙 周姵妤 薪火相傳(第一場) 

統資碩二 彭立心 薪火相傳(第一場) 

應日四乙 黃琬儀 薪火相傳(第二場) 

應英碩二 謝敏怡 薪火相傳(第二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