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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務 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9月 30日 

發文文號：東茂教字第 1082201149號 

承 辦 人：黃若霖 

聯絡電話：校內分機 22107 

 

主旨：公告本校 107學年度榮譽學生名單。 

公告事項： 

一、依據本校學則第三十四條規定辦理。 

二、107學年度合於規定者為日間學士班 457人、進修學士班 13人，共計 470人，列為 

    該學年度榮譽學生。 

三、榮譽學生名單如下： 

日間學士班  

中國文學系： 

魏 寧  羅珮慈  張鏸方  蔡孟臻  成如涵  陳香羽  邵洪波  蔡育青  賴彥宇 

柯彥汝  劉庭卉  吳健瑀  蔡文康  李啟軍  黃 檠  龔芊文  陳香君  
 

外國語文學系： 

李 妮  林彥妤  單成之  張莉佳  周玉婷  高念筠  陳奕夫  伍品璇  黃雅筠 

王玳雅  包巧穎  徐 路  許家甄  蔡品姿  莊鎧丞  林冠德  
 

歷史學系： 

洪葭旻  王映婷  劉泓甫  莊 婕  鄭欣瑜  張沛晴  陳鈴蓁  賀卓霖  李天允  

周芷寧  陳律均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張育菱  劉紫琦  黃玟晴  張昕雅  江口綾  林寶娟  洪妤萱  陳玟潔  胡可薇 

曾鈺婷  王宜芬  鄭淇云  陳冠蓉  陳貞羽  唐 琳  張夢桓  賴虹如  林品孜   
 

哲學系： 

劉佩琪  鄭貝寧  張博森  劉京澤  譚潔文  賴庭婕  陳宜蓁 
 

應用物理學系： 

李咏璇  周婉琪  程大榕 
  

應用物理學系材料及奈米科技組： 

林宇軒  游雅鈞  
 

應用物理學系光電組：  

林彥守  李昱緯  趙永斌 

化學系化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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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如  連家緯  張易閔  康伃璇  胡夢莎  黃永宜  謝昀曉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 

黃靖雯  許嘉琪  潘冠妤  李雅惠  洪朗成  吳庭萱  楊  鑫  李 然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黃真榕  郭力中  方聿綸  楊惟凱  吳敏瑜  吳虹儀  黎姿伶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張書敏  陳 希  黃冠榕  黃詩蘋 
 

應用數學系： 

俞名鴻  張雅玲  范嘉鳴  賴淳偉  裘聖菲  楊慕理  何沛原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沈駿杰  陸建宇  楊喬茵  王詩涵  劉佳慈  陳芳庭  王順益  吳瑜庭  李宓璇  

簡辰宇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黃揚智  徐  薇  李佳恩  姜伯宗  陳瑀婕  胡詠晴  曾紹華    陳宜薇 

盧科妏  黃千勇  張祥恬  劉  欣  沈  贇  梁書齊  歐陽文慧 蔡佳臻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顏伯宇  李光煜  張俊晟  何子良  郭于瑄  吳佩青  徐慈君  林子歆  陳國傑 

劉羽瑄  劉元涵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袁龍飛  高士唐  鄭鈺城  林瓏穎  陳一洋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 

吳品瑄  蔡珮瑜  鄧雅心  賴聲平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閆明綸  黃偲絜  謝曜宏  邱  薇  
 

電機工程學系 IC設計與無線通訊組： 

黃屏倫  王秉涵  戴銘瑞  盧玟廷   
 

電機工程學系奈米電子與能源技術組： 

盧冠霏  林心蘭  
 

企業管理學系： 

劉芸汝  潘怡婷  陳孟慈  楊思俞  何承涵  盧彥均  張恩慈  羅家宜  張雅婷 

陳咨吟  陳以倢  董綺芳  黃冠棻  陳弘軒  翁敬為  蔡宜靜  王紫絨  徐彥婷 

羅敏君  蔡明妤  許文聰  簡立宇  張佑慈  許耘嘉  鄭佳瑋  林昱欣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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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程  劉彥瑜  王奎貿  葉博昇  林詠婷  楊青璇  高弘宇  彭苡晴  李珮慈  

劉桂珍  邱郁雅  李珮嘉  廖沛瀠  王如暄  黃子娟  黃朋杰  陳依君  楊宓錤  

劉冠儀  李怡君  吳佺靜  周 珣  王憲章  吳承祐 

  

會計學系： 

蕭楣儀  韓亦婷  陳思予  李宥萱  王繹涵  邱楨喻  林余和  呂季縈  張涵鈞 

范真銘  廖英婷  沈芸萱  鄧亦庭  姚靜怡  林子藤  沈晏廷  翁銀蓮  周芷瑄  

黃郁琁  
  

財務金融學系： 

吳政虔  林雅慧  張家綺  黃誼僑  黃心渝  鄭 媛  李佩芸  吳姵萱  洪家欣  

陳奕初  陳冠婷  周翊蓉  謝佩軒  王安怡  紀恩群  楊雅文  陳韋均  曹思齊 

王玥涵  謝岱衡  
  

統計學系： 

張儀萱  李佳育  裘竹青  張雅雯  曾錦淳  蘇琬容  魏韶儀   

 

資訊管理學系： 

酈嘉瑞  陳映均  潘凱妮  陳亭云  林育萱  許翰菥  王安風  程家浩  閻華明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楊翊伶  賴鈺婷  涂語軒  陳婉怡  陳忠新  卓其楓  王綺寅  許雅芳  張堯涵  

樓亦范  陳冠潓  孔祥儀  葉詩穎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顏詩玲  傅妍慈  曾武勇  楊少幃  林書樂  林祐生  周星妤  黨惠文  王郁傑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蔣馨儀  林鈺錚  陳沛縈  曾郁雯  吳袖慈  李宜臻  顏裕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趙紫晴  劉姵杉  陳玟婷  洪庭妤  林 赫  張綺庭  徐海倫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林雅萱  郭弈萱  王若真  林芷聿  蘇美嘉  鐘英倫  李宜庭  孫 燕  汪鑫沂 

莊佳嘉  曾惠欣 
 

社會學系： 

顏瑞怡  何虞婷  沈佳儀  楊玉秀  李翊菁  莊佳欣  徐莞亭  林芬英  郭千瑗 

楊淳惠  吳孟津  翁語彤  黃雅貞  吳思樺  趙嶷如  蔡凱傑  黃殊凡   
 

社會工作學系： 

陳玫均  孟祥鈺  陳怡蓁  黃伊辰  王潔琳  吳亭萱  許筠笙  黃筱媗  李俐瑩  

柏  辰  藍心妤  張筱翎  鍾思平  林宜萱  鍾雅芳  劉佳怡  楊庭婷  甘素銘 

王瑞雅  高郁晴  王芊淇  林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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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陳妍亘  梁瑀倢  吳尚峰  徐鈺盛  龔  柔  王思雅  張云譯  李懿珊  蓋思汝  

張倍恩  黃子芸  廖珮馨  林敬家  龔俊嘉   
 

食品科學系： 

陳雅婷  陳錦蓁  許婷宇  陳品如  黃浩然  謝秀真  沈明立  張靖悠  鍾忻芸 

謝佩吟  黃于珊  林湘琪  劉伊芸  胡雅晴  洪百欣 
   

餐旅管理學系： 

張文馨  曾莉閔  陳沛涵  陳千華  胡修真  許家萍  李倚萱  王婕蓉  李偉群 

黃騰平  章藝川 
     

美術學系： 

陳琪絡  楊品琳  施承妤  張瑞岑  舒毓婷  洪詩惠  紀嘉宜  林佳儀   
 

音樂學系： 

林宛蓉  陳恩心  黃仁泰  呂中蔚  余梓豪 
 

建築學系： 

李 婕  莊舜心  楊知穎  楊竣宇 
 

工業設計學系： 

陳品澈  廖庭君  葉婉芬  施易彣   
 

景觀學系： 
唐佳琪  涂家福  李芊臻  張文瑩  盧 藝  王靖怡  劉柏良  陳渝文 
 

法律學系： 

洪雅晴  朱佑崙  陳 芸  賴湘宸  陳密語  張蕙蘭  林俊宏  林玟邑  邱亭怡 

陳彥珈  黃千禾  李怡霈  吳盈萱  陳莉蓁  劉雅萍  黃詩容  江宜庭  陳思齊 

蘇郁婷  
 

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徐 驊  關博予  朱悅寧  李嘉琳  梁文馨  王楚嫣  何素梅  何童羚  邱于仙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位學程： 

     陳紹芬  郭明美 

 

 

進修學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 

張尊傑  林子傑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張家綺  蔡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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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系： 

林宇荃  廖庭玉  廖天安  林麗容  許美智  施偉平  
 

法律學系： 

伍玟薏  林雪琴  陳婉青 
 

四、以上榮譽學生除由本處公告外，並訂於 108年 11月 12日在路思義教堂舉行表揚大會   

   （典禮時程本處另行通知），以示激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