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9 學年度畢業班  學業成績優良名單(49 名) 

編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1 統資四甲 華思遠  

2 統資四乙 陸筱雯  

3 經濟四甲 謝名柔  

4 經濟四乙 朱星穎  

5 餐旅四甲 邱廷羽  

6 餐旅四乙 陳和緯  

7 休憩四甲 劉芯言  

8 觀光四甲 鄧妍伶  

9 電通四甲 卓育愷  

10 電通四乙 李柏均  

11 資管四甲 王珮庭  

12 資管四乙 簡郁芬  

13 資管四丙 方婷鈺  

14 資傳四甲 趙佳緯  

15 資傳四乙 陸定和  

16 資工四甲 呂雅芳  

17 資工四乙 范一航  

18 電子四甲 陳政翰  

19 電子四乙 陳彥邦  

20 公事四甲 黃奕璇  

21 心理四甲 陳羿伶  

22 犯防四甲 夏媺臻  

23 犯防四乙 黃宣瑄  

24 資訊學程 KEZIA  

25 觀光學程 樊桑  

26 外交學程 HELENA  

 



編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27 數媒四甲 李鈺璇  

28 數媒四乙 蘇璿  

29 數媒四丙 劉嘉敏  

30 商設四甲 陳怡靜  

31 商設四乙 李芷瑩  

32 品設四甲 陳俞蓁  

33 品設四乙 陳玉彤  

34 建築五甲 王安妮  

35 都防四甲 廖于婷  

36 生科四甲 潘奕孜  

37 生科四乙 李協庭  

38 醫管四甲 徐雅芳  

39 醫管四乙 詹鈺苓  

40 醫工四甲 陳吟貞  

41 華教四甲 蔡怡宸  

42 華教四乙 彭韻純  

43 應中四甲 陳藍琳  

44 應中四乙 郭立翔  

45 應日四甲 陳思儒  

46 應日四乙 陳品潔  

47 應英四甲 黎草朱  

48 應英四乙 陳宥方  

49 應英四丙 KAREN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9 學年度  全勤獎 (101 名) 

編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1 都防四甲   徐于鈞   

2 都防四甲   林家瑜   

3 電通四乙   鍾昕呈   

4 公事四甲   邱鈺惠   

5 公事四甲   李 庭   

6 公事四甲   黃莉瑄   

7 公事四甲   周艾欣   

8 公事四甲   張欣淳   

9 公事四甲   黃奕璇   

10 公事四甲   黃筱嵐   

11 數媒四甲   李鈺璇   

12 數媒四甲   程珊珊   

13 數媒四乙   謝語昕   

14 數媒四乙   蘇 璿   

15 數媒四乙   何孟璇   

16 數媒四乙   賴芊慈   

17 數媒四乙   鄭羽君   

18 數媒四丙   李佳欣   

19 數媒四丙   陳彩霞   

20 數媒四丙   曾紫淇   

21 數媒四丙   潘韻妃   

22 資管四甲   王珮庭   

23 資管四甲   劉芳伃  

24 資管四甲   蔣慧綺   

 



編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25 資管四乙   劉文婷   

26 資管四丙   方婷鈺   

27 資管四丙   賴依玲   

28 資傳四乙   楊恭彰   

29 資傳四乙   宋丹華   

30 統資四甲   郭螢璇   

31 休憩四甲   王品鈞   

32 休憩四甲   張文瑜   

33 休憩四甲   吳俊勇   

34 休憩四甲   章藝菲   

35 餐旅四甲   張鈺翎   

36 餐旅四甲   李嘉俞   

37 餐旅四甲   陳品廷   

38 餐旅四甲   許馨云   

39 餐旅四乙   陳顗雯   

40 餐旅四乙   周蔚馨   

41 經濟四甲   方韻婷   

42 經濟四甲   謝名柔   

43 經濟四乙   邱翰霖   

44 經濟四乙   陳彩菁   

45 經濟四乙   單筠潔   

46 品設四甲   陳俞蓁   

47 品設四乙   陳玉彤   

48 品設四乙   林于湘   

 

 



編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49 資工四甲   吳智偉   

50 資工四甲   劉峻銘   

51 資工四甲   呂宛儒   

52 資工四乙   曾玟綾   

53 資工四乙   林財生   

54 電子四甲   陳儒楷   

55 電子四甲   陳薏庭   

56 電子四乙   蔡詩涵   

57 犯防四甲   吳珮綾   

58 犯防四甲   鄭育齡   

59 犯防四甲   鄭蒲澤   

60 犯防四甲   葉真臻   

61 犯防四乙   梁玉臻   

62 犯防四乙   林瓊華   

63 生科四甲   廖子崴   

64 生科四甲   林冠婕   

65 生科四甲   李佩蓉   

66 生科四甲   戴妤潔   

67 醫管四甲   徐雅芳   

68 醫管四甲   陳芷涵   

69 醫管四甲   張蕙馨   

70 醫管四乙   陳怡潔   

71 醫管四乙   詹鈺苓   

72 醫管四乙   趙柏旻   

 

 



編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73 醫管四乙   韓 靚   

74 應英四甲   張芸瑄   

75 應英四甲   楊皓婷   

76 應英四甲   黃勇瑞   

77 應英四甲   呂宜家   

78 應英四乙   陳宥方   

79 應英四丙   黃妍綸   

80 應英四丙   張晨欣   

81 應英四丙   莊雅婷   

82 應中四甲   吳典哲   

83 應中四甲   劉佩靈   

84 應中四乙   柯亭羽   

85 應中四乙   曾薏璇   

86 應中四乙   許晏聆   

87 應中四乙   王欣芸   

88 應中四乙   黃于庭   

89 應日四甲   陳思儒   

90 應日四甲   林靜萱   

91 應日四甲   陳鈺婷   

92 應日四乙   廖美芳   

93 應日四乙   陳喻絜   

94 應日四乙   郭雨靈   

95 應日四乙   葉珈青   

96 應日四乙   謝沐澐   

 

 



編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97 應日四乙   陳若婷   

98 華教四乙   廖子瑜   

99 華教四乙   廖子綺   

100 醫工四甲   蔡芳怡   

101 醫工四甲   呂姿穎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9 學年度 專題研究特優獎(名) 

編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9 學年度  績優社團 (23 名) 

編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1 應中四甲 邱海禎 應中系學會 

2 應日四乙 葉珈青 應日系學會 

3 休憩四甲 杜俐潔 朝陽社會工作團 

4 醫管四甲 許竹儀 布利歐管樂團 

5 觀光四甲 嚴于茵 咖啡社 

6 休憩四甲 吳俊勇 僑生聯誼會 

7 電子四甲 劉興倫 布利歐管樂團 

8 休憩四甲 劉冠宏 羽球社 

9 都防四甲 邱郁婷 都防系學會 

10 公事四甲 李柏儒 公事系學會 

11 應中四甲 陳藍琳 教程學會 

12 品設四甲 劉子瑄 品設系學會 

13 數媒四甲 程珊珊 聖經真理研究社 

14 觀光四甲 蘇心綸 親善大使團 

15 犯防四甲 陳玟伃 慈青社 

16 品設四乙 李柔磁 筑韻國樂社 

17 犯防四甲 江亭儀 玄武國術社 

18 觀光四甲 黃思硯 觀光學院學會 

19 應日四乙 蔡佩青 親和社 

20 應中四甲 蔡丘嬿 崇德志工社 

21 犯防四甲 鄭蒲澤 撒母耳服務社 

22 應英四丙 黃俐萍 木吉他社 

23 品設四乙 張昊貞 桌球社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9學年度  優秀義工獎(13 名) 

編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1 公事四甲  宋欣蕙   

2 心理四甲  施佳瑩   

3 犯防四乙  鍾養楷   

4 生科四甲  康邦宇   

5 統資四乙  陳 宏   

6 電子四甲  潘宣蓉   

7 應中四乙  王家菱   

8 應日四乙  謝沐澐   

9 應日四甲  林靜萱   

10 應日四甲  李翊嘉   

11 醫管四甲  林意儒   

12 醫管四甲  黃秀卿   

13 觀光四甲  蘇心綸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9 學年度  親善服務隊優秀人員獎(2 名) 

編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1 資工四乙 林佑禎  

2 應中四甲 朱家妤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9學年度  體育特優獎(15 名) 

編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1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黃昭華  

2 觀光事業學系 黃品瑄  

3 犯罪防治學系 張珮妤  

4 公共事務學系 賴正一  

5 犯罪防治學系 邱柏叡  

6 公共事務學系 王仲禹  

7 公共事務學系 藍浩宇  

8 犯罪防治學系 陳惟冠  

9 觀光事業學系 秦嗣容  

10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蔣欣呈  

11 公共事務學系 鄧有為  

12 犯罪防治學系 許育瑋  

13 公共事務學系 陳仕鈞  

14 公共事務學系 季侑霆  

15 公共事務學系 張唯聖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9學年度  五育全能獎(12 名) 

編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1 犯罪防治學系 鄭育齡  

2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 劉佳真  

3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黃育琳  

4 公共事務學系 莊馥慈  

5 餐旅管理學系 吳美娟  

6 公共事務學系 李育津  

7 餐旅管理學系 卜桂泫  

8 資訊管理學系 黃世銓  

9 應用日語學系 涂紹捷  

10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王笙翰  

11 犯罪防治學系 黃聖傑  

12 犯罪防治學系 范成妍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9 學年度  致詞獻花代表(5 名) 

編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1 犯防四甲 夏媺臻 致詞 

2 應英四甲 吳孟玹 致詞 

3 犯防四甲 辜鈺婷 獻花 

4 犯防四甲 張家慈 獻花 

5 犯防四甲 鄭蒲澤 薪火相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