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應屆畢業班  學業成績優良(23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數媒四甲 林澋絃 001 

數媒四乙 盤思伶 002 

數媒四丙 謝柔芸 003 

商設四甲 李奕璇 004 

商設四乙 陳又嘉 005 

品設四甲 莊佳華 006 

品設四乙 翁佳妤 007 

建築五甲 曾郁涵 008 

都防四甲 謝喬安 009 

生科四甲 胡夢贇 010 

生科四乙 沈昀容 011 

醫管四甲 鄭雅文 012 

醫管四乙 莊雁淩 013 

醫工四甲 吳曉瑋 陸生 014 

華教四甲 鄧欣宜           015 

華教四乙 張芷綾 016 

應中四甲 蔡佳潔 017 

應中四乙 陳郁雯 018 

應日四甲 陳柏凱 019 

應日四乙 李宜芳 020 

應英四甲 陳茜語 021 

應英四乙 何岳恩 022 

應英四丙 游子萱 023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  全勤獎 (46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數媒四甲 蔡子芊 001 

數媒四甲 林澋絃 002 

數媒四甲 陳妍如 003 

數媒四乙 龔富妮 004 

數媒四乙 黃玟婷 005 

數媒四乙 簡至均 006 

商設四乙 陳又嘉 007 

品設四甲 莊佳華 008 

品設四乙 李安婕 009 

應英四甲 蔡齊軒 010 

應英四甲 柯嵐瀞  011 

應英四甲 楊勛婷 012 

應英四乙 陳俞夆 013 

應英四乙 羅婉婷 014 

應英四丙 王怡靜           015 

應中四甲 金孟庭 016 

應中四甲 蔡佳潔 017 

應中四乙 黎靜宜 018 

應中四乙 陳郁雯 019 

應日四甲 江孟儒 020 

應日四乙 邱怡婷 021 

應日四乙 趙怡婷 022 

應日四乙 劉湘筠 023 

華教四甲 許家瑄 024 

華教四甲 王薇婷 025 

華教四甲 黃婉菱 026 



 

華教四乙 童紹媛 027 

華教四乙 王云宣 新增 028 

生科四甲 魏妙安      029 

生科四甲 成研棻        030 

生科四甲 馬思露 陸生 031 

生科四甲 胡夢贇 陸生 032 

生科四乙 林怡萱 033 

生科四乙 沈昀容 034 

醫管四甲 吳思樺 035 

醫管四甲 吳彩芸 036 

醫管四甲 鄭雅文          037 

醫管四甲 謝宇惟 038 

醫管四甲 趙汝霖         039 

醫管四甲 鄭昱安 040 

醫管四甲 陳昕妍 陸生 041 

醫管四甲 俞曉璟 陸生 042 

醫管四甲 趙儀翎 陸生 043 

醫管四乙 黃智筠 044 

醫管四乙 韓明潔 045 

醫工四甲 林羿彣  046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  專題研究特優獎(12名) 

班  級 代表領獎姓名 備  註 

應中四甲 蔡佳潔 
組員： 

金孟庭、曾雅庭、林恩竹、蔡雅欣 

應日四甲 黃詩晴  

應英四甲 甯欣怡 
組員： 

陳茜語、柯嵐瀞、潘嘉萱 

華教四甲 梁孝宗 
組員： 

葉靜樺、余哲儀、宋代琪 

建築五甲 陳信宇  

商設四乙 陸 霈 
組員： 

陳又嘉、彭子齡、張庭瑜 

品設四乙 吳苡嘉 
組員： 

陳玨廷、賴佩琪 

都防四甲 呂紹賢 
組員： 

黃姿瑄、賴品圻、廖敏瑄、陳怡君、李安琪 

數媒四乙 游皓程 
組員： 

張浚維、曾宣翰、陳子堯 

生科四甲 鄧楷瀚  

醫工四甲 吳子林 
組員： 

錢欣妍 

醫管四甲 游雅茹 
組員： 

顏婕安、吳思樺、謝宇惟、陳羿臻、徐巧臻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  優秀義工獎(5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數媒四丙 謝柔芸 001 

數媒四丙 楊雪琪 002 

應日四甲 江孟儒 003 

應英四乙 關禮樂 004 

醫管四甲 莊媛竹 005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  親善服務隊優秀人員獎(3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應日四乙 李禮彤 001 

生科四甲 謝承志 002 

醫管四甲 許皓哲 003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  體育特優獎(2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郭芳廷 001 

商品設計學系 謝棣丞 002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  績優社團負責人獎(7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應日四乙 趙怡婷 001 

應英四乙 李卓俊 002 

應中四乙 吳家昇 003 

應中四乙 紀冠全 004 

數媒四甲 陳怡帆 005 

生科四乙 鄭景文 006 

醫管四甲 吳彩芸 007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  五育全能獎(2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石馥綱 001 

應用日語學系 李明威 002 

 

銘傳大學 108 學年度  致詞獻花代表(5 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華教四乙 徐嘉妤 致詞 

應日四甲 李曜伶 獻花 

應中四乙 吳家昇 獻花 

應英四乙 孫睿敏 薪火相傳 

應中四乙 紀冠全 薪火相傳 



第二場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應屆畢業班  學業成績優良名單(25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統資四甲 程憶慈 001 

統資四乙 陳子筑 002 

經濟四甲 胡靜芬 003 

經濟四乙 陳孝安 004 

餐旅四甲 洪言菱 005 

休憩四甲 葉庭芳 006 

觀光四甲 林加唯 007 

電通四甲 徐兆延 008 

電通四乙 陳昱叡 009 

資管四甲 董亦舟 010 

資管四乙 夏清如 011 

資管四丙 鄧子涵 012 

資傳四甲 黃偉愷 013 

資傳四乙 彭立欣 014 

資工四甲 談哲明           015 

資工四乙 章雁婷 016 

電子四甲 陳威嘉 017 

電子四乙 楊子葦 018 

公事四甲 王季芃 019 

心理四甲 陳韶瑜 020 

犯防四甲 李怡樺 021 

犯防四乙 王儀慈 022 

資訊學程 NIKOLAS 023 

觀光學程 TON 024 

外交學程 FIONA 025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  全勤獎 (46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電通四甲 洪耕德 001 

電通四甲 胡勝勛 002 

電通四甲 徐兆延 003 

電通四甲 謝應鋒 004 

公事四甲 曾君穎 005 

公事四甲 王詩涵 006 

公事四甲 林莘媞 007 

公事四甲 王季芃 008 

公事四甲 郭又瑜 009 

公事四甲 陳欣邑 010 

公事四甲 沈 婕 陸生 011 

心理四甲 李婕瑜 012 

心理四甲 謝昀芝 013 

心理四甲 何雪盈 014 

心理四甲 陳韶瑜           015 

資管四甲 詹子昕 016 

資管四甲 羅筱惠 017 

資管四乙 洪薏淳 018 

資管四乙 陳柔穎 019 

資管四丙 鄧子涵 020 

資管四丙 王彣瑄 021 

資傳四甲 林欣儀 022 

統資四甲 鐘浩綸 023 

統資四甲 王彥婷 024 

 



統資四甲 陳怡妏 025 

統資四甲 黃羽婕 026 

統資四乙 陳書棋 陸生 027 

統資四乙 陳子筑      028 

統資四乙 張芳瑜        029 

統資四乙 涂安庭 030 

休憩四甲 劉洪捷 陸生 031 

餐旅四甲 黃睿芃 032 

經濟四甲 胡靜芬 033 

經濟四甲 吳紫彤 034 

經濟四乙 洪季慈 035 

資工四乙 曾睿芃 036 

資工四乙 章雁婷          037 

電子四甲 陳威嘉 038 

犯防四甲 曾郁芯         039 

犯防四甲 李依純 040 

犯防四甲 許孆云 041 

犯防四甲 劉又瑄 042 

犯防四甲 郭卉暄 043 

犯防四乙 張子珮 044 

犯防四乙 呂玟潔 045 

犯防四乙 黃芷琳 046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 專題研究特優獎(13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電通四甲 胡勝勛 
組員： 

陳亭妤、蔡洪弦、蔡奇霖 

電子四乙 盧郁晴 
組員： 

鍾欣哲、張孝帆、卓廷姿 

資工四甲 林子恒 
組員： 

鍾榮輯、張克承、黃彥愷 

觀光四甲 張 濬 
組員： 

許柏睿、廖冠錦、徐莉蘋、柯權玲、陳 

靖 

餐旅四甲 黃瑄妮 
組員： 

蔡紫晴、馬雨宸、陳筱薇、饒家瑜、戚庭嘉 

休憩四甲 張恩嘉 
組員： 

吳雨靜、林芃菲、陳品妤、熊袁觀、蘇玟綺 

資管四乙 李家興 
組員： 

賴佳妤、陳柔穎、林昀萱、梁秀如、紅薏淳 

資傳四甲 黃偉愷 
組員： 

邱顯傑、林欣儀、陳示珮 

犯防四甲 李佳玲 
組員： 

王怡潔、許孆云、黃嘉怡、林紫綺 

心理四甲 張馨予 
組員： 

呂柏頤、趙榆貞 

公事四甲 張淑涵 
組員： 

陳姵孜、李汶諭、王詩涵、阮士維、王珮宸 

經濟四乙 洪季慈 
組員： 

謝佩蓉、楊偵鈺、陳皓天、江妍汝 

統資四乙 陳子筑 
組員： 

劉謹逢、陳映璉、游欣妤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  優秀義工獎(3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資管四乙 陳威伸 001 

餐旅四甲 蕭宇婷 002 

電子四乙 管子涵 003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  親善服務隊優秀人員獎(3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休憩四甲 陳冠樑 001 

餐旅四甲 黃怡嘉 002 

資傳四乙 趙碧祺 003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  體育特優獎(17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犯罪防治學系 黃彥瑜 001 

犯罪防治學系 李勇慶 002 

犯罪防治學系 鄭俊弦 003 

犯罪防治學系 游大維 004 

犯罪防治學系 簡鵬晏 005 

犯罪防治學系 江承恩 006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莊曜銘 007 

公共事務學系 周子傑 008 

公共事務學系 陳少凡 009 

資訊工程學系 石宗穎 010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鄭岢庭 011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鄭昕恬 012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彭仁慧 013 

觀光事業學系 莊紘毓 014 

觀光事業學系 梁力文           015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熊袁觀 016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黃昱銘 017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  績優社團負責人獎(8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經濟四甲 陳虹君 001 

資管四乙 陳威伸 002 

電通四甲 陳鈺仁 003 

資工四乙 陳冠霖 004 

心理四甲 張菽芯 005 

心理四甲 黃苡寧 006 

餐旅四甲 劉邑渝 007 

休憩四甲 施筑軒 008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  五育全能獎(6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犯罪防治學系 黃嘉怡 001 

犯罪防治學系 白宜艷 002 

觀光事業學系 張家穎 003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李威龍 004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王柔霏 005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王宣萱 006 

 
 
 
 
 
 
 



 

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  致詞獻花代表(5名)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犯妨四乙 江語柔 致詞 

經濟四甲 鄭雅云 獻花 

資傳四乙 蕭家宜 獻花 

公事四甲 莊亞真 薪火相傳 

統資四甲 魏騏 薪火相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