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銘傳大學 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學業成績優良名單(30 名) 

編 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01 廣銷四甲 鍾俞喬 
 

02 新傳四甲 王逸飛 
 

03 廣電四甲 黃寶葶 
 

04 新聞四甲 郭思妏 
 

05 風保四甲 高逸凝 
 

06 風保四乙 羅翊紋 
 

07 風保四丙 郭琇娟 
 

08 國企四甲 蔡佩芳 
 

09 國企四乙 嚴思懿 
 

10 國企四丙 呂  欣 
 

11 國企四丁 黃凱莉 
 

12 財金四甲 賴姵璇 
 

13 財金四乙 林佑貞 
 

14 財金四丙 黃佳雯 
 

15 財金四丁 楊詠婷 
 

16 法律四甲 郭欣宜 
 

17 法律四乙 謝語佳 
 

18 財法四甲 李沛慈 
 

19 企管四甲 蕭欣怡 
 



編 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20 企管四乙 鄭莉臻 
 

21 企管四丙 黃渝晴 
 

22 企管四丁 高榆琁 
 

23 會計四甲 賴嘉翎 
 

24 會計四乙 楊佳蓁 
 

25 會計四丙 張馨云 
 

26 會計四丁 鄭砡廷 
 

27 國企 E 四甲 陳梅霜 
 

28 國企 E 四乙 Do Le An  

29 傳播學程四 李慶瓊 
 

30 時尚學程四 江明君 
 

承辦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謝秀然組長 (分機 2704) 

 
 
 
 
 
 
 
 
 
 
 
 
 
 
 



銘傳大學 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全勤獎名單(79 名) 

編 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01 企管四乙 薛芳芸  

02 企管四丁 高榆琁  

03 企管四甲 蕭欣怡  

04 企管四丁 蔡宛錚  

05 企管四乙 鄭莉臻  

06 企管四丙 林佑潔  

07 企管四甲 孫郁蘋  

08 企管四甲 張  芊  

09 企管四甲 錢可佩  

10 廣電四甲 黃寶葶  

11 新聞四甲 吳姿蓉  

12 法律四甲 李倩穎  

13 法律四甲 鄭文琇  

14 法律四甲 李宜倢  

15 法律四甲 林燕溶  

16 會計四甲 黃思樺  

17 會計四乙 陳映潔  

18 會計四丙 林憶均  



編 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19 會計四乙 楊佳蓁  

20 會計四丙 洪潔旻  

21 會計四丁 林宣妤  

22 會計四丙 彭姿蓉  

23 會計四甲 劉雅婷  

24 會計四乙 董玟妏  

25 會計四丁 陳昱秀  

26 會計四甲 吳維心  

27 會計四乙 蘇文翎  

28 會計四乙 黃宜婷  

29 會計四丙 林慧安  

30 會計四丙 張馨云  

31 會計四乙 林安潔  

32 會計四丙 盧葳葳  

33 會計四丁 龍冠沛  

34 會計四丁 薛雅軒  

35 會計四丁 劉鏵琳  

36 會計四乙 吳彩綾  

37 會計四甲 賴嘉翎  



編 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38 會計四甲 詹詩晴  

39 會計四甲 李宜芸  

40 會計四丙 游玉婷  

41 會計四乙 施佳君  

42 會計四乙 黃詩璇  

43 會計四丁 李宛真  

44 會計四丁 鄭砡廷  

45 財金四甲 鄭心瑀  

46 財金四甲 賴姵璇  

47 財金四丙 黃佳雯  

48 財金四乙 鄭心瑜  

49 財金四丙 林均怡  

50 財金四甲 陳羿君  

51 財金四甲 林晨伃  

52 財金四丁 杜曉錡  

53 財金四丁 馬茂潔  

54 財金四甲 馬琍鈴  

55 財金四甲 彭晴暄  

56 財金四丁 楊馥甄  



編 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57 財金四丙 王于飛  

58 財金四乙 鄭玟瑄  

59 財金四丙 李羿萱  

60 財金四甲 唐  穎  

61 財金四乙 王湘妤  

62 風保四乙 羅煒盛  

63 風保四甲 高逸凝  

64 風保四丙 張芸晨  

65 風保四丙 郭琇娟  

66 風保四丙 紀佩欣  

67 國企四丁 許巧欣  

68 國企四丁 張雅筑  

69 國企四丙 林蔚婷  

70 國企四丙 林昱瑄  

71 國企四甲 蔡宜如  

72 國企四乙 李姿儀  

73 財法四甲 王麗涵  

74 財法四甲 張倍毓  

75 國企 E 四甲 陳梅霜  

76 國企 E 四甲 鄧氏玉欣  



編 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77 國企 E 四甲 阮氏青  

78 國企 E 四甲 Le  

79 國企 E 四甲 張美燕  

承辦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王麗瑜老師 (分機 2238 ) 

 

 

 

 

 

 

 

 

 

 

 

 

 

 

 

 



銘傳大學 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專題研究特優獎(33 名) 

 

編 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01 廣銷四甲 劉卉慈  

02 廣銷四甲 陳嘉雯  

03 新傳四甲 王逸飛  

04 廣電四甲 葉志仁  

05 廣電四甲 陳圓美  

06 廣電四甲 林子馨  

07 廣電四甲 周貞伶  

08 廣電四甲 譚永業  

09 新聞四甲 曾馨旻  

10 新聞四甲 郭柔羽  

11 風保四丙 紀佩欣  

12 風保四丙 林品妤  

13 風保四丙 蕭羽倫  

14 風保四丙 陳宥蓁  

15 國企四丁 崔庭瑄  

16 國企四丁 楊惠鈴  

17 國企四丁 吳承翰  

18 國企四丁 黃凱莉  



編 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19 國企四丁 蘇凡瑄  

20 國企四丁 林晉賢  

21 企管四丁 高榆琁  

22 企管四丁 孫德珏  

23 企管四丁 李沛倫  

24 企管四丁 劉品儀  

25 會計四乙 楊佳蓁  

26 會計四乙 黃宜婷  

27 會計四乙 王韻婷  

28 會計四乙 吳彩綾  

29 財金四丁 杜曉錡  

30 財金四丁 謝冠鈴  

31 財金四丁 余旻儒  

32 法律四乙 蔡岳樵  

33 財法四甲 李沛慈  

教務處註冊組 陳宛佑老師 (分機 2286) 

 
 
 
 
 
 
 



銘傳大學 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優秀義工獎( 11 名) 
 

 
 
 
 
 
 
 
 
 
 
 
 

編 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01 企管四乙 徐崇禎 
 

02 風保四甲 江珮瑄 
 

03 風保四甲 王博玄  

04 財金四乙 林菲柔 
 

05 財金四丁 林亞萱 
 

06 國企四乙 劉睿昀 
 

07 新傳四甲 梁恩妤 
 

08 新聞四甲 林家誠 
 

09 廣電四甲 林軍妤 
 

10 廣銷四甲 李育蓁  

11 廣銷四甲 伍瑋恩 
 

承辦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賈文玉老師 (分機 2219 ) 



銘傳大學 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親善服務隊優秀人員獎( 6 名) 

 

 

 

 

 

 

 

 

 

 

 

 

 

編 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01 國企四丁 黃靖雯  

02 企管四丁 洪渝雯  

03 會計四丁 林明勳  

04 新聞學系 劉企聰  

05 會計四丁 胡健祐  

06 風保四甲 蔡弘毅  

承辦單位：體育室 何采容老師 (分機 2326 ) 



銘傳大學 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體育特優獎(2 名) 

編 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01 財務金融學系 李青諭 
 

02 廣播電視學系 吳紫棋 
 

承辦單位：體育室 高俊傑老師 (03-3507001#5349 ) 

 
 
 
 
 
 
 
 
 
 
 
 
 
 
 
 
 
 
 
 
 
 
 
 
 
 
 
 
 



銘傳大學 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五育全能獎(8 名) 
 

編 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01 國際企業學系 陳佳欣  

02 國際企業學系 李姿儀  

03 國際企業學系 陳以恬  

04 國際企業學系 林佳儀  

05 企業管理學系 廖琇祺  

06 
廣告暨策略 
行銷學系 

關沛瑄  

07 財務金融學系 李欣  

08 企業管理學系 鄒心慈  

承辦單位：體育室 高俊傑老師 (03-3507001#5349 ) 

 

 

 

 

 

 

 

 

 

 



銘傳大學 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績優社團負責人獎 (15 名) 

編 組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01 企管四甲 謝道正 
 

02 風保四乙 游硯亘 
 

03 廣銷四甲 宋新謙  

04 廣電四甲 陳禾心 
 

05 企管四乙 徐崇禎 
 

06 會計四乙 黃奕菱 
 

07 企管四乙 葉芷均 
 

08 企管四丁 林理毅 
 

09 法律四乙 吳允文 
 

10 財法四甲 曾泓凱 
 

11 風保四甲 江珮瑄 
 

12 傳播學程四甲 謝星怡 
 

13 財法四甲 范愷芸 
 

14 法律四甲 莊子逸 
 

15 廣電四甲 李寶兒 
 

承辦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林雅炤老師 (分機 2242 ) 

 

 

 



銘傳大學 108 學年度畢業典禮-十力教育卓越證書(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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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