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頁 共五頁 

教 務 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14日 

發文文號：東茂教字第 1092200883號 

承 辦 人：黃若霖 

聯絡電話：校內分機 22107 

 

主旨：公告本校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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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合於規定者為日間學士班 449人、進修學士班 13人，共計 4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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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品軒  張雅淳  張子宸  王棪琪  羅珮慈  魏 寧  許文婕  黃允彤  林奕如 

成如涵  陳香羽  柯思鈺  蔡育青  賴彥宇  劉庭卉  涂瀞尹  
 

外國語文學系： 

周品萱  項湘淇  周佳怡  錢奕璇  賴祥綺  林彥妤  鍾昕妤  王昱茵  高念筠  

林佳穎  蔡宜瀅  陳奕夫  王玳雅  賴浥婕  薛佩宜  劉潔謙  
 

歷史學系： 

陳培萱  邱宇揚  蘇  靖  王映婷  鄭欣瑜  劉泓甫  黃文毓  楊騰清  張沛晴  

葉雅婷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朱翌瑄  唐子晴  林昕霓  周佳霓  岡佐古美咲      張育菱  陳泳旭  黃玟晴  

吳盈儀  謝喬安  陳玟潔  詹婷勻  曾鈺婷  劉芷伶  郭書萍  黃韻芯  王宜芬  

陳彥瑾  
 

哲學系： 

莊  蜨  朱天澤  葉鎮榮  黃安睿  陳映彤  張貴惠 
 

應用物理學系： 

趙珮伶  周婉琪  陳  茁  程大榕 
  

應用物理學系材料及奈米科技組： 

黃庭甄   
 

應用物理學系光電組：  

劉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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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化學組：  

周澍瑄  陳怡如  鄭羽雯  連家緯  楊志賢  顏政威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 

林怡汝  丁采葳  黃靖雯  林恩敬  黃瑀彤  吳庭萱  李  馨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王寒冰  黃真榕  郭力中  吳敏瑜  劉嘉怡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王雅儀  湯皓宸  陳宇萱  陳 希  
 

應用數學系： 

王閎俊  黃雅翎  張雅玲  范嘉鳴  賴叡莛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邱芯怡  謝涵亘  吳柏鈺  王伯哲  胡仕賢  陳彥廷  陸建宇  王竹萱  楊喬茵  

王致元  陳芳庭  沈信宏  劉佳慈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章鎮麒  劉傑安  黃筱媛  江佳蓁  胡芷涵  李宜陵  徐  薇  許貴涵  胡詠晴  

紀湘菱  曾紹華  鄭閔   何羿蓁  趙昱琳  張祥恬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李亭萱  阮瑜晶  廖婕妤  林慶彥  陳旭涵  張俊晟  張瑜芳  何子良  吳佩青  

胡詔涵  林育霆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戴寧杞  袁龍飛  郭廷宇  鄭鈺城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 

許鴻均  叢伯蘭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徐德諺  陳姿尹  吳雨珂  黃一洋  廖祥芸 邱  薇  謝曜宏 

 

電機工程學系： 

楊承霖  姜舒恒  鄭菘亦 

 

電機工程學系 IC設計與無線通訊組： 

余采霓  王秉涵  黃柏閔   
 

電機工程學系奈米電子與能源技術組： 

范宸嘉  張怡臻  
 

企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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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裔翔  尤  心  周俍妤  陳盈安  潘怡婷  劉芸汝  何承涵  林淨煒  盧彥均  

王  睿  王珮熒  李怡萱  羅家宜  張珈瑋  吳懿純  葉晏禎  莊雅淳  蔡淨嬿 

林惟仁  彭子芸  郭芳均  郭欣琳  姚安恆  王紫絨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何斐麗  林蘭英  徐欣妤  陳家洛  葉昭汝  邱裕華  廖偉程  蘇語柔  葉博昇  

陳芷萱  蕭禹文  范主捷  高弘宇  王品琪  邱子珊  沈映辰  邱郁雅  鄭筱燁 

洪嘉妤  黃子娟  潘玉禎  吳思漫  謝欣穎 

會計學系： 

吳佳汶  胡品嫻  康尹瑄  蔡承儒  沈宛妤  裴利珍  韓亦婷  李宥萱  詹昀靜 

邱楨喻  林余和  李偲韻  蔡季秦  沈芸萱  曾英綺  鄭晴恩  
  

財務金融學系： 

吳金恩  姜  元  史安瑩  吳宥萱  李芊蓉  林雅慧  李昱葦  張家綺  崔  涵 

黃心渝  陳沛錞  李佩芸  洪家欣  溫詠婷  陳冠婷  柯宜慧  周翊蓉  李常捷 

楊子瑩 
 

統計學系： 

洪彗瑜  曾玟靖  王奎貿  陳映均  張儀萱  凌珮娟  柯浩軒  陳君毅  李佳育 

張沛渲  鄭翔澤  邱靖豪   

 

資訊管理學系： 

王柏權  朱明彥  何松澄  酈嘉瑞  王品力  何心妤  鍾  溥  林育萱  賴昱秀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許毅恆  林宜羣  王永昇  許文馨  楊翊伶  陳泳潔  陳念妤  張雅筑  陳忠新 

卓其楓  陳品任  賈驥威  顏郁心  沈靜琦  吳雪瀟  樓亦范  蔡欣蒨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張壬祺  吳珮綺  顏詩玲  莊雅婷  楊少幃  曾武勇  林祐生  陳念竺  陳新蓉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鍾致軒  吳函凌  楊雅筑  黃紫菱  黃浩洋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黃鈺倫  趙紫晴  劉姵杉  陳玟婷  王翹楚  陳靖婷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方芷瀲  林鈺珊  陳瑋葶 王若真   陳薪惠  陳宜妗  黃莉棨  方美琇  謝亞呈 

林芸平  謝佳樺 
 

社會學系： 

陳姝佑  粘羽萱  謝以冠  施俊宇  何虞婷  孔佩笙  沈佳儀  林若宜  李翊菁  

趙晉賢  王若晹  戴妙華  林匯恩  徐小雯  林書羽  廖玉瑋  王昱揚  
 



 

第四頁 共五頁 

社會工作學系： 

張玉秀  吳桓萱  陳宛辰  洪慈珮  杜依柔  吳姝諭  陳玫均  孟祥鈺  林沛錞 

王潔琳  王文昕  黃伊辰  許筠笙  黃筱媗  陳昱瑾  李俐瑩  馮兆亨  蘇聖洺 

鍾思平  呂若湘  曾聖惠  劉佳怡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羅心宜  林子渝  俞伯欣  李晧瑄  吳明澤  陳妍亘  吳尚峰  張烜瑋  龔  柔  

陳凱柏  許靖萱  林曼萍  蓋思汝  吳亞秦 

食品科學系： 

黃郁庭  胡玉梅  陳秀玲  陳錦蓁  王韻涵  陳品如  黃浩然  呂致蓉  沈明立 

林芷伃  張靖悠  鍾忻芸  吳采軒  鄭  婷  陳宜妏 

餐旅管理學系： 

許硯婷  陳瑩慈  馮欐雅  張文馨   陳沛涵  劉芳君  吳采臻 許家萍  黃彩雙 

鄭健信  李倚萱   
     

美術學系： 

沈象蓉  蕭  玉  王婉如  陳琪絡   施承妤  舒毓婷  賴恩慈 

音樂學系： 

劉欣怡  林宛蓉  林富蕙  黃仁泰 
 

建築學系： 

何品儀  杜柏漢  羅大昱  莊舜心  何忠憲  陳彥廷 
 

工業設計學系： 

周悅儒  陳暐臻  那  信  陳唯一  蔡佳琪  嚴方筠  
 

景觀學系： 
王  涵  王駿霖  唐佳琪  吳芳君  佘婉寧  黃孝萱  吳偲安 
 

法律學系： 

張雅茹  黃雅淳  王維士  洪雅晴  朱佑崙  林宜潔  賴湘宸  王文妘  陳密語  

張蕙蘭  許文郁  楊理全  佘啟賢  吳楚姸  郭珮楀  蔡闓陽  蕭兆均  
 

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王意甯  馮麒桐  倪若雲  朱悅寧  曹大剛  邱子芸  李嘉琳 王楚嫣   夏  陶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位學程： 

     藍雅彤  羅瑞秋  陳豔香  丘頌瑩 

 

 

進修學士班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張健揚  謝汶橋  黃詩情  王嬿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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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系： 

徐歆媛  林宇荃  劉又晴  蔡孟璠  許美智  
 

法律學系： 

劉雅婷  黃鈺淳  林雪琴  蔡祐彰 
 

四、以上榮譽學生除由本處公告外，並訂於 109年 11月 26日在路思義教堂舉行表揚大會   

   ，以示激勵。（典禮時程本處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