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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學業成績優良名單(50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1  數媒四甲 陳亭安  

2  數媒四乙 賴姵榕  

3  數媒四丙 李銥璿 學優、全勤 

4  商設四甲 許雅涵 學優、全勤 

5  商設四乙 陳靖儀  

6  品設四甲 林玥彤  

7  
品設四乙 胡敏裕 

學優、學士授

證代表 

8  
建築五甲 劉姿斈 

學優、學士授

證代表 

9  動漫學程四 黃思瑜  

10  都防四甲 羅宇妏  

11  公事四甲 郭晏婕  

12  心理四甲 蔣雨菲 學優、全勤 

13  犯防四甲 呂晏慈 學優、全勤 

14  犯防四乙 余玟儀  

15  統資四甲 劉婷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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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學業成績優良名單(50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16  統資四乙 顏靖軒 學優、全勤 

17  
經濟四甲 吳俞潔 

學優、全勤、

授證代表 

18  經濟四乙 游昀融 學優、全勤 

19  
金科學程四 林家誼 

學優、全勤、

學士授證代表 

20  觀光四甲 劉姿妘 學優、全勤 

21  休憩四甲 洪浚祐  

22  
餐旅四甲 吳孟錡 

學優、專題特

優 

23  餐旅四乙 張佳怡  

24  資訊學程四 芮安瑾  

25  觀光學程四 MEI LING LI  

26  
外交學程四 凱提多 

學優、學士授

證代表 

27  應英四甲 莊惟茹  

28  應英四乙 游子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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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學業成績優良名單(50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29  應英四丙 林伯駿 學優、全勤 

30  應中四甲 吳秩瑋  

31  應中四乙 曾  佳  

32  應日四甲 謝宜庭 學優、全勤 

33  應日四乙 蕭蕙萱 學優、全勤 

34  華教四甲 李文如  

35  華教四乙 陳明慧  

36  醫工四甲 鄭安琪  

37  生科四甲 丁盈蓁 學優、全勤 

38  
生科四乙 李彥妮 

學優、全勤、

學士授證代表 

39  醫管四甲 陳鈺潔  

40  醫管四乙 林盈琪  

41  電通四甲 劉忠儒  

42  電通四乙 杜嘉煒  

43  資管四甲 劉雁茹 學優、全勤 

44  資管四乙 簡胤亘  



4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學業成績優良名單(50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45  資管四丙 黃洪昀  

46  資傳四甲 朱政洋  

47  資傳四乙 葉譯琳  

48  資工四甲 陳睿哲  

49  資工四乙 陳紀源  

50  電子四甲 陳奕凱  

承辦單位：教務組 溫雅竹 (分機 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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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全勤獎(94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1  都防四甲 簡嘉瑾  

2  電通四乙 郭岳霖  

3  電通四甲 高乙成 全勤、學士授

證代表 

4  電通四甲 徐唯泰  

5  電通四乙 張中瑜  

6  心理四甲 莊雅清  

7  心理四甲 林季昀  

8  心理四甲 林竟宇  

9  心理四甲 楊靖瑀  

10  心理四甲 蔣雨菲 學優、全勤 

11  數媒四丙 李銥璿 學優、全勤 

12  數媒四丙 鄭心貽  

13  資管四乙 林宜瑱  

14  資管四乙 楊宜蓁  

15  資管四甲 劉雁茹 學優、全勤 

16  觀光四甲 劉姿妘 學優、全勤 

17  觀光四甲 曹怡安  



6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全勤獎(94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18  資傳四甲 陳筠婷  

19  統資四甲 黃鈺惠  

20  統資四乙 顏靖軒 學優、全勤 

21  統資四甲 林恭妍  

22  休憩四甲 林羿安 全勤、專題特

優、優秀義

工、學士授證

代表 

23  餐旅四甲 吳孟錡 學優、專題特

優 

24  餐旅四甲 李佳凌  

25  餐旅四甲 劉昕怡  

26  餐旅四乙 曾美仙  

27  商設四甲 許雅涵 學優、全勤 

28  商設四乙 陸文妤  

29  經濟四乙 張君僑  

30  經濟四乙 葉秀瑞  

31  經濟四乙 葉思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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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全勤獎(94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32  經濟四甲 吳俞潔 學優、全勤、

授證代表 

33  經濟四甲 涂華倩  

34  經濟四乙 游昀融 學優、全勤 

35  經濟四乙 林巧柔  

36  經濟四甲 黃吳箬  

37  經濟四甲 賴柔穎  

38  品設四乙 徐琬婷  

39  品設四乙 莊文蓁  

40  品設四甲 魏宇廷  

41  品設四乙 汪婷瀅  

42  品設四甲 陳怡熺  

43  建築五甲 林佩欣  

44  資工四甲 劉雅汶  

45  資工四甲 劉沛綸  

46  電子四乙 楊書孟  

47  電子四甲 游玟瑩  

48  電子四乙 蔡岱廷 全勤、績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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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全勤獎(94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團 

49  犯防四甲 鄭惟云  

50  犯防四乙 郭又嘉  

51  犯防四乙 鄭宇庭  

52  犯防四甲 蔡念慈  

53  犯防四乙 廖禹涵  

54  犯防四甲 呂晏慈 學優、全勤 

55  犯防四乙 賴玥伶  

56  犯防四甲 顏醫婷  

57  犯防四乙 曾詠緹  

58  犯防四甲 于誼寧  

59  犯防四甲 林昱庭 全勤、專題特

優 

60  犯防四甲 楊宛儒  

61  生科四甲 丁盈蓁 學優、全勤 

62  生科四乙 李彥妮 學優、全勤、

學士授證代表 

63  生科四甲 黃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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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全勤獎(94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64  醫管四乙 林盈琪  

65  醫管四甲 陳熠姍  

66  醫管四乙 葉芳瑜  

67  醫管四甲 李湘鈴  

68  應英四丙 蔡妤恩  

69  應英四丙 蔡聿超  

70  應英四丙 林伯駿 學優、全勤 

71  應英四乙 張鈺淇  

72  應中四乙 張育翎  

73  應中四乙 黃郁盈  

74  應中四甲 秦寶婷  

75  應中四甲 林湘婕  

76  應中四乙 黃芷玲  

77  應中四乙 劉姵吟  

78  應中四乙 黃思涵  

79  應中四乙 蔡賀艟  

80  應日四乙 周佳蓁  

81  應日四甲 賴心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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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全勤獎(94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82  應日四乙 蔡景旭  

83  應日四乙 蕭蕙萱 學優、全勤 

84  應日四甲 陳沛妮  

85  應日四甲 謝宜庭 學優、全勤 

86  應日四乙 張薺方  

87  應日四甲 潘采暄  

88  應日四甲 陳泳禎  

89  華教四乙 黃鉑芸 全勤、學士授

證代表 

90  金科學程四 莊雅涵  

91  金科學程四 張嘉恬  

92  金科學程四 蔡惠如  

93  金科學程四 林家誼 學優、全勤、

學士授證代表 

94  醫工四甲 陳千蓉  

承辦單位：學務組 陳慶明老師 (分機 3271 ) 

 

 

 

  



11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專題研究特優獎(27名) 

編號 班級 領獎代表 小組成員 備註 

1  資管四乙 葉鴻億 洪欣儀、賀晴峰、 

李昶麒 

 

2  資傳四乙 洪佩儀 邱羿瑊、蔡羽庭、 

沈宛棋 

 

3  資工四甲 羅景騰 游博宇、林唯薰、 

陳冠諭 

 

4  電通四甲 吳翼翰 鄭松穎、范澤嘉、 

田修賓 

 

5  電子四乙 何佳祐 陳昱維、王罄霖  

6  觀光四甲 蔡沄諼 鄭琇予、張欣亞、 

卓咏潔、蔡雨軒、 

蘇妤欣 

 

7  休憩四甲 林羿安 廖慧君、龔鈺雯、 

劉左傳、洪子清、 

江明書 

全勤、專題

特優、優秀

義工、學士

授證代表 

8  餐旅四甲 姚辰諭 潘聖卉、許正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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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專題研究特優獎(27名) 

編號 班級 領獎代表 小組成員 備註 

楊曉翎、邱睿婕、 

陳新旺 

9  應中四乙 白芸瑄 張婷瑜、楊玉嬋、 

王薏涵 

 

10  應英四乙 歐姝佑 吳宛玲、何鈺嫻、 

楊宜儒 

 

11  應日四甲 黃玟娟   

12  華教四乙 黃以諾 林育伶、周函靚、 

黃鉑芸 

 

13  商設四甲 林惟安 黃怡柔、徐芷嫚、 

蔡逸亭 

 

14  品設四乙 許佑丞 陳筱芸、陳柔杉  

15  數媒四甲 張瑞耘 林聖御、謝昌廷、 

莊書婷、張庭嫣、 

莊宜璇 

 

16  都防四甲 陳奕瑋 江欣憶、張維錡、 

紀承邑、陳伊寧、 

專題特優、

學士授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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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專題研究特優獎(27名) 

編號 班級 領獎代表 小組成員 備註 

胡哲瑋 表 

17  建築五甲 曾沁雅   

18  動漫四甲 曾佳蕙 莊翎、王愈雯、 

張昱喬 

 

19  公事四甲 王孟婷 謝宜羚、林嘉瑩、 

李雨晴、巧慧云、 

洪韻珊 

專題特優、

績優社團 

20  心理四甲 呂佩珊   

21  犯防四甲 林昱庭 駱毓庭 全勤、專題

特優 

 

22  生科四甲 蕭孟安   

23  醫管四乙 陳資婷 田育靜、李佩珊、 

許雅茹、林盈琪、 

吳易哲 

 

24  醫工四甲 宋庭萱 黃睿駿、薛宇芳、 

江家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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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專題研究特優獎(27名) 

編號 班級 領獎代表 小組成員 備註 

25  經濟四甲 潘依柔 許秉澤、陳俊瑋、 

黃亭文 

 

26  統資四乙 楊璿永 顏靖軒、林佳璇、 

黃柏翰 

 

27  金科學程四 鄭羽欣 施彥鈴、吳翊綾、 

程馨誼、林家誼 

 

承辦單位：教務組 溫雅竹老師 (分機 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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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五育全能獎(3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1 公共事務學系 莊馥慈  

2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郭家誠  

3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利柏郁  

承辦單位：體育室 高俊傑老師 (03-3507001分機 5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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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體育優秀獎(9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1 電子工程學系 魏敬軒  

2 公共事務學系 柯柏佑  

3 生物科技學系 劉郡  

4 公共事務學系 潘澤仁  

5 公共事務學系 陳俊銘  

6 資訊管理學系 鄭景中  

7 觀光事業學系 梁嘉凝  

8 犯罪防治學系 廖文皓  

9 犯罪防治學系 林家茂  

承辦單位：體育室 高俊傑老師 (03-3507001#5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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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績優社團負責人獎(20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1 心理四甲 楊倚臣  

2 犯防四乙 邱語婕 績優社團、學

士授證代表 

3 犯防四乙 黃俊嘉  

4 心理四甲 夏絹晶  

5 應英四甲 詹瑞珊  

6 公事四甲 王孟婷 專題特優、績

優社團 

7 金科學程四 張景皓  

8 醫管四乙 梁育菁  

9 應日四乙 范家禎  

10 應日四甲 黃庭萱 優秀義工、績

優社團、獻花 

11 都防四甲 劉文淇  

12 應日四乙 蔡憲輝 績優社團、學

士授證代表 

13 應中四甲 彭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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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中四甲 蔡雨彤  

15 資管四甲 巫岷壕  

16 外交學程四 葉楚筠  

17 犯防四乙 黃郁綺  

18 應英四甲 莊怡琳  

19 電子四乙 蔡岱廷 全勤、績優社

團 

20 資管四甲 陳思云  

承辦單位：學務組 葉芳旗老師 (分機 37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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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優秀義工獎(8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1  休憩四甲  林羿安 全勤、專題特

優、優秀義

工、學士授證

代表 

2  商設系研二 陳昱霖  

3  華教四甲 林冠辰  

4  華教四甲 卓宣妤  

5  資傳四乙 李哲瑋 優秀義工、薪

火相傳 

6  數媒四丙 吳恩哲  

7  數媒四甲 陳忻瑑  

8  應日四甲 黃庭萱 優秀義工、績

優社團、獻花 

承辦單位：學務組 劉玉珠老師 (分機 37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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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親善服務隊優秀人員獎(4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1 應英四乙 何采馨  

2 外交四 張正穎  

3 外交四 李沁珈  

4 應英四丙 陳佩汝  

承辦單位：體育室 何采容老師 (分機 23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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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十力教育卓越證書(1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成績尚未完成統計)   

承辦單位：秘書處 藍淑貞老師 (分機 2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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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授證代表(學士，51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1 數媒四甲 戴佳娪  

2 數媒四乙 盧詠詩  

3 數媒四丙 陳釗元  

4 商設四甲 陳禹丞  

5 商設四乙 張家豪  

6 品設四甲 陳姵如  

7 品設四乙 胡敏裕 學優、學士授

證代表 

8 建築五甲 劉姿斈 學優、學士授

證代表 

9 動漫學程四 洪小荃  

10 都防四甲 陳奕瑋 專題特優、學

士授證代表 

11 公事四甲 江佩庭  

12 心理四甲 黃珮瑄  

13 犯防四甲 陳宛澤  

14 犯防四乙 邱語婕 績優社團、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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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授證代表(學士，51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士授證代表 

15 統資四甲 陳煌林  

16 統資四乙 陳治元  

17 
經濟四甲 吳俞潔 學優、全勤、

授證代表 

18 經濟四乙 游盷融  

19 
金科學程四 林家誼 學優、全勤、

學士授證代表 

20 觀光四甲 吳守冠  

21 

休憩四甲 林羿安 全勤、專題特

優、優秀義

工、學士授證

代表 

22 餐旅四甲 許正翰  

23 餐旅四乙 王敏棟  

24 資訊學程四 童福龍  

25 觀光學程四 蔡小龍  



24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授證代表(學士，51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26 
外交學程四 凱提多 學優、學士授證

代表 

27 應英四甲 陳郁涵  

28 應英四乙 林泊君  

29 應英四丙 游凱翔  

30 應中四甲 陳雅琪  

31 應中四乙 陳佑安  

32 應日四甲 張芷榕  

33 
應日四乙 蔡憲輝 績優社團、學

士授證代表 

34 
華教四甲 陳思量 致詞、學士授

證代表 

35 
華教四乙 黃鉑芸 全勤、學士授

證代表 

36 醫工四甲 程竑興  

37 生科四甲 邱筠童 
 

38 生科四乙 李彥妮 學優、全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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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授證代表(學士，51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學士授證代表 

39 醫管四甲 賴家儀 
 

40 醫管四乙 甘鑫濡 
 

41 
電通四甲 高乙成 全勤、學識授

證代表 

42 電通四乙 劉季霖  

43 資管四甲 洪欣儀  

44 資管四乙 林子軒  

45 資管四丙 劉湘筠  

46 資傳四甲 陳信宏  

47 資傳四乙 吳東軒  

48 資工四甲 林冠宇  

49 資工四乙 黃渝方  

50 電子四甲 許翰中  

51 電子四乙 歐宸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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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授證代表(碩、博士，30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1 數媒研 林桑羽  

2 商設碩 楊子陞  

3 品設碩 蔣囿余  

4 都防碩 周采樺  

5 職都防碩 陳姵樺  

6 公事研 黃筱嵐  

7 職公事研 蘇宗業  

8 連公事研 陳冠國  

9 金公事研 洪麗萍  

10 犯防研 劉建村  

11 職犯防研 張雅玲  

12 統資研 王文  

13 經濟研 吳晨濤  

14 金科研 林千媄  

15 觀光研 劉庭瑀  

16 職觀光研 游世荻  

17 應英碩 魏彣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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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授證代表(碩、博士，30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18 職應英碩 杜芳琪  

19 應中研 劉奕翰  

20 職應中研 夏淑慧  

21 應日研 吳俊緯  

22 生科研 吳秉霖  

23 醫管研 陳薇君  

24 電通研 謝宜珊  

25 資傳研 林郁珊  

26 資工研 程奕璇  

27 教研所 宋淮酩  

28 職教研甲 吳美璇  

29 職教研乙 韓惠芳  

30 應中博士班  楊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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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 

致詞、獻花、薪火相傳(6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備註 

1 華教四甲 陳思量 致詞 

(學士授證代表) 

2 心理四甲 朱庭頤 致詞 

3 
應日四甲 黃庭萱 

獻花 

(優秀義工、績

優社團) 

4 資訊學程四 陳聖恩 獻花 

5 應日四乙 李彥君 薪火相傳 

6 資傳四乙 李哲瑋 
薪火相傳 

(優秀義工) 

承辦單位：學務組 葉芳旗老師 (分機 376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