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獎項 學院 班級 姓名
1 吾愛吾校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所研二 杜宜馨

2 吾愛吾校獎 商學院 保金所研二 阮芳俞

3 吾愛吾校獎 商學院 企管所研二 連姿鈞

4 吾愛吾校獎 商學院 企管所研二 石汶樺

5 吾愛吾校獎 商學院 企管所研二 徐藝榕

6 吾愛吾校獎 商學院 稅管所研二 吳政憲

7 吾愛吾校獎 商學院 會資所專二 黃淞栯

8 吾愛吾校獎 商學院 (108學年度) 會資所研二 孫婉育

9 吾愛吾校獎 商學院 (108學年度) 會資所研二 黃詠勝

10 吾愛吾校獎 商學院 會資所研二 徐柏瑋

11 吾愛吾校獎 商學院 會資所研二 劉宜婷

12 吾愛吾校獎 商學院 會資所研二 顏君如

13 吾愛吾校獎 商學院 會資所研二 林泓錡

14 吾愛吾校獎 設計學院 商設所專二 張靖

15 吾愛吾校獎 設計學院 室設所研二 汪筠丰

16 吾愛吾校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管所研二 陳璟誼

17 吾愛吾校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管所研二 劉柏辰

18 吾愛吾校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流管所研二 曾珏茹

19 吾愛吾校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流管所研二 温芯茹

20 吾愛吾校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流管所研二 張凱翔

21 吾愛吾校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工所研二 黃羽慈

22 吾愛吾校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工所研二 張珽宇

1 勤學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管四１ 賴信安

2 勤學獎 語文學院 應中四１ 陳漾

1 樂青服務績優獎 商學院 國貿五甲 劉倖妤

2 樂青服務績優獎 商學院 企管五乙 林妤芸

3 樂青服務績優獎 商學院 企管五乙 陳冠均

4 樂青服務績優獎 商學院 企管五乙 江昱賢

5 樂青服務績優獎 商學院 企管五乙 夏竣綸

6 樂青服務績優獎 商學院 企管五乙 程暐翔

7 樂青服務績優獎 語文學院 英語五甲 林竺瑜

8 樂青服務績優獎 語文學院 英語五甲 洪培芸

9 樂青服務績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甲 邱翊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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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樂青服務績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甲 陳湘淳

11 樂青服務績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乙 林芯荷

12 樂青服務績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乙 游之瑜

13 樂青服務績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乙 陳以馨

1 學生菁英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甲 李家郡

2 學生菁英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乙 鄧欣宜

3 學生菁英獎 商學院 保金四Ａ 陳真

4 學生菁英獎 商學院 保金所研二 陳長翊

5 學生菁英獎 商學院 企管四Ａ 曾于軒

6 學生菁英獎 商學院 會資五甲 林扇龍

7 學生菁英獎 設計學院 品設科菁英班五甲 黃柔葳

8 學生菁英獎 設計學院 品設四Ａ 陳萱瑜

9 學生菁英獎 設計學院 多媒四１ 陳嘉晉

10 學生菁英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管所研二 陳璟誼

11 學生菁英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流管所研二 張凱翔

12 學生菁英獎 語文學院 應中四１ 程長滎

13 學生菁英獎 語文學院 英語四Ａ 劉姷蘭

14 學生菁英獎 語文學院 日語四Ａ 王宣雯

15 學生菁英獎 智慧產業學院 商經四Ａ 劉書羽

1 學業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甲 蘇品瑄

2 學業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乙 張晏慈

3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企管五甲 施虹宇

4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企管五乙 何思嫺

5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國貿五甲 邱柏議

6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會資五甲 黃品珮

7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會資五乙 劉晏茹

8 學業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品設科菁英班五甲 李妤婕

9 學業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管五甲 黃國智

10 學業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日語五甲 張亦辰

11 學業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英語五甲 魏英杰

12 學業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應菁英班五甲 蔣明諭

13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保金五甲 莊淑芬

14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保金五乙 陳菁雅

15 學業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老服四Ａ 駱汧妤

16 學業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美容四Ａ 曾宥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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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學業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四Ａ 王沛羚

18 學業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四Ｂ 林怡君

19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企管四Ａ 曾于軒

20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保金四Ａ 黃詩涵

21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國貿四Ａ 邱莉婷

22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會資四Ａ 周心惠

23 學業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管四Ａ 陳奕伶

24 學業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日語四Ａ 李芝穎

25 學業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英語四Ａ 林倢綾

26 學業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應菁英班四Ａ 梁書瑋

27 學業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品設四Ａ 陳萱瑜

28 學業成績最優獎 智慧產業學院 商經四Ａ 林珈妤

29 學業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老服四１ 許雲翔

30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應統四１ 李芯妮

31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應統四１ 王志軒

32 學業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商設四Ａ 顧庭瑄

33 學業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流管四Ａ 林思妤

34 學業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美容四１ 蔡瀚萱

35 學業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四１ 李心瑜

36 學業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四２ 溫家翎

37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休閒四１ 曹淑晴

38 學業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四３ 陳義泓

39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企管四１ 魏心兪

40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保金四１ 李舒雲

41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保金四２ 辜苗蕎

42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財稅四１ 王貞慧

43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財稅四２ 李昱萱

44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財金四１ 林以捷

45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財金四２ 祝筱雯

46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國貿四１ 邱于真

47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國貿四２ 余婉瑜

48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會資四１ 黃柏瑋

49 學業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會資四２ 劉蕙綺

50 學業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多媒四１ 柯佳伶

51 學業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室設四１ 許捷茹

52 學業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商設四１ 鄭安琪

53 學業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流管四１ 詹欣儒

54 學業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工四１ 謝柏宇

55 學業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管四１ 陳育銘



56 學業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應中四１ 賴詩涵

57 學業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日語四１ 洪瑄廷

58 學業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英語四１ 劉羿斳

1 體育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國貿四２ 林芃宇

2 體育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保金五乙 徐子閔

3 體育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保金四Ａ 林庭懋

4 體育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財稅四１ 董威廷

5 體育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財稅四１ 黃韋翰

6 體育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休閒四１ 林子楓

7 體育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財金所研二 劉育鑠

8 體育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商設四Ａ 廖沛靜

9 體育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應菁英班五甲 王奕升

10 體育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工四１ 蘇柏瑋

11 體育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英語五甲 蔡承曄

1 全勤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甲 張怡瑄

2 全勤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甲 陳宛廷

3 全勤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甲 陳湘淳

4 全勤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甲 黃清豪

5 全勤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乙 李芸兒

6 全勤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乙 張晏慈

7 全勤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乙 鄭姵妤

8 全勤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乙 洪誌璟

9 全勤獎 商學院 國貿五甲 劉冠妏

10 全勤獎 商學院 保金五甲 彭雅琪

11 全勤獎 商學院 保金五甲 魏芃萱

12 全勤獎 商學院 保金五乙 洪巧怡

13 全勤獎 商學院 保金五乙 許淑怡

14 全勤獎 商學院 保金五乙 黃鈺甄

15 全勤獎 商學院 企管五甲 陳姝妘

16 全勤獎 商學院 企管五甲 陳儀芬

17 全勤獎 商學院 企管五乙 何思嫺

18 全勤獎 商學院 企管五乙 羅子芩

19 全勤獎 商學院 企管五乙 徐珮萱

20 全勤獎 商學院 會資五甲 彭郁惠

21 全勤獎 商學院 會資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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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勤獎 商學院 會資五乙 邱昭蓉

23 全勤獎 商學院 會資五乙 陳羿君

24 全勤獎 商學院 會資五乙 劉晏茹

25 全勤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管五甲 黃國智

26 全勤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應菁英班五甲 黃玉杏

27 全勤獎 語文學院 英語五甲 吳佩諭

28 全勤獎 語文學院 英語五甲 莊淑芳

29 全勤獎 語文學院 日語五甲 龔祺

序號 獎項 學院 班級 姓名

1 實習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乙 韓英美

2 實習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四Ａ 王沛羚

3 實習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四１ 陳儀

4 實習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保金四Ａ 詹巧萱

5 實習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保金四１ 蘇姵瑄

6 實習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企管四Ａ 曾于軒

7 實習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企管四１ 楊智詠

8 實習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財稅四２ 任曉燕

9 實習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休閒四１ 莊博宇

10 實習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應統四１ 李依羚

11 實習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會資四Ａ 周心惠

12 實習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會資四２ 蘇渝婷

13 實習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商設四１ 姜子寧

14 實習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品設科菁英班五甲 林芳妤

15 實習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室設四１ 熊予晨

16 實習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管五甲 張瑋恬

17 實習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應菁英班五甲 施羽珊

18 實習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管四Ａ 陳奕伶

19 實習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應菁英班四Ａ 江糖晴

20 實習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管四１ 李怡婷

21 實習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流管四Ａ 蕭玉淇

22 實習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流管四１ 蔡彧慈

23 實習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工四１ 江芊縈

24 實習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應中四１ 張若綺

25 實習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英語四Ａ 陳路亞

26 實習成績最優獎 智慧產業學院 商經四Ａ 蔡佩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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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獎項 學院 班級 姓名

1 操行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甲 蘇品瑄

2 操行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乙 周欣儀

3 操行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四Ａ 林亞靖

4 操行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四Ｂ 吳茵敏

5 操行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四１ 杜若瑄

6 操行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四２ 劉耕瑜

7 操行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四３ 林珈羽

8 操行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美容四Ａ 林芷胭

9 操行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美容四Ａ 鍾佩宸

10 操行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美容四１ 汪懿德

11 操行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老服四Ａ 李玉萱

12 操行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老服四１ 熊梓倢

13 操行成績最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老服四１ 盧品竹

14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國貿五甲 劉倖妤

15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國貿四Ａ 邱莉婷

16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國貿四１ 吳雪綺

17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國貿四１ 賴姿羽

18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國貿四２ 詹惠淇

19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保金五甲 魏芃萱

20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保金五乙 陳柏宇

21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保金四Ａ 陳真

22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保金四１ 張嘉芸

23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保金四１ 古婷儀

24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保金四２ 周詩涵

25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企管五甲 尹俊

26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企管五乙 陳冠均

27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企管四Ａ 曾于軒

28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企管四１ 吳鑫源

29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財稅四１ 陳姸臻

30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財稅四２ 任曉燕

31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休閒四１ 司敬恩

32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財金四１ 劉佳縈

33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財金四１ 吳蕎綝

34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財金四２ 鄭伊廷

35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應統四１ 蘇雨涵

36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會資五甲 蕭子棊

37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會資五乙 邱昭蓉

38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會資四Ａ 林益正



39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會資四１ 汪佳和

40 操行成績最優獎 商學院 會資四２ 游珮淇

41 操行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商設四Ａ 黃郁倫

42 操行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商設四Ａ 林梓喬

43 操行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商設四１ 涂雲涵

44 操行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商設四１ 呂紓嫺

45 操行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品設科菁英班五甲 黃柔葳

46 操行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品設四Ａ 莊昀倩

47 操行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品設四Ａ 陳萱瑜

48 操行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室設四１ 鄭莉潔

49 操行成績最優獎 設計學院 多媒四１ 陳宏治

50 操行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管五甲 黃國智

51 操行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應菁英班五甲 許哲瑒

52 操行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管四Ａ 高浩棋

53 操行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應菁英班四Ａ 梁書瑋

54 操行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管四１ 林雅菁

55 操行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流管四Ａ 姜品妏

56 操行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流管四１ 邱詩涵

57 操行成績最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工四１ 李珮瑄

58 操行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應中四１ 程長滎

59 操行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英語五甲 林詩庭

60 操行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英語四Ａ 林倢綾

61 操行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英語四Ａ 林靖雯

62 操行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英語四１ 張龍騰

63 操行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日語五甲 王士豪

64 操行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日語四Ａ 趙敏如

65 操行成績最優獎 語文學院 日語四１ 紀昀彤

66 操行成績最優獎 智慧產業學院 商經四Ａ 劉書羽

序號 獎項 學院 班級 姓名

1 服務績優獎 商學院 企管四１ 楊智詠

2 服務績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流管所研二 楊欣憲

3 服務績優獎 語文學院 英語五甲 李宜錚

4 服務績優獎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五甲 劉愛莉

5 服務績優獎 設計學院 室設所研二 汪筠丰

6 服務績優獎 商學院 會資所專二 林淑霞

7 服務績優獎 商學院 財金四２ 鄭伊廷

8 服務績優獎 智慧產業學院 商經四Ａ 蔡佩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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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服務績優獎 商學院 應統四１ 蘇雨涵

10 服務績優獎 資訊與流通學院 資管所研二 曾詩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