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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務 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28日 

發文文號：東恩教字第1112200737號 

承 辦 人：李安雅 

聯絡電話：校內分機 22105 

主旨：公告本校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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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合於規定者為日間學士班 516人、進修學士班 10人，共計 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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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玉芳  粘珉瑜  徐智恩  許雅芳  劉芳瑜  傅昭瑜  歐卉珊  何品軒  林采瑜 

周澍瑄  張子宸  羅珮慈  陳昱瑄  楊珮琪  蔡孟臻   

外國語文學系： 

王可豫  林瑾希  金威能  丁予柔  邱一峰  高萱宜  焦恩予  廖苡婷  江珮華 

高兆邑  朱韵斐  林靖儒  江琇婷  廖翊翔  方宸嵩  徐玲淳  鍾昕妤  謝牧芸 

歷史學系： 

賴鋐安  張寬宇  林瀅榆  周澤洋  李 維  王璟渝  楊鄭弘  陳培萱  王映婷 

蔡朝翔  謝其宏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湯詠茗  蔡潔薇  施云筑  林紫緹  楊喬安  林楡娟  張書豪  王紫緹  呂婕妤 

魏于晴  林昕霓  陳沛樺  岡佐古美咲  張育菱  吳蕙玟  張昕雅 

哲學系： 

陳芯妤  蔡弘祺  何姿瑩  何茂榤  李雅榛  黃名樺  林家名  張恆瑞 

應用物理學系： 

黃柏瑋  謝侑庭  林峻瑋  趙珮伶  陳 茁  涂雅婷   

化學系化學組：  

沈嘉珉  李姿穎  賴翊慈  黄宇涵  陳佳欣  歐瑋婷  賴榆朋  劉芷瑄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 

張伊芯  陳怡蓁  陳冠宏  林靖智  簡薏軒  傅佳妤  楊雨堂  蘇珮娟 

https://edoc.thu.edu.tw/THUJOP/opc/opc103#collapse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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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林彥昕  葉宇茵  江思謙  王寒冰  胡榮澤  黃真榕  陳宣宇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孫若槐  羅紫伶  朱堂瑀  白 崴  沈昱丞 

應用數學系： 

張 磊  陳佑庭  王閎俊  林羿醇  張雅玲  俞名鴻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陳冠臻  黃亭瑄  陳正賢  洪苡庭  翁崇睿  劉芷晴  林雴縈  洪紫庭  張又歡 

吳柏鈺  鄭鈺薰  陳怡吟  黃涵鈴  王翰霖  胡仕賢  劉宇欣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陳柏凱  葉佳芙  童宥銘  楊可承  陳虹名  廖振豪  羅苡庭  黃柏鈞  李佳芳 

劉傑安  吳依儒  劉安禎  劉芷含  李宜陵  葉建緯  胡芷涵  李怡佳  李佳恩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魏銘成  陳儀榛  魏雅君  徐昌駿  賴建伸  李亭萱  謝伃柔  李佳蓁  許雯淇 

陳旭涵  張喻茹  林佳穎 

資訊工程學系： 

陳冠惟  魏雨柔  溫為霖  王豪驛  曾華陞  陳柏翰  陳凱毅  翁沁翎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戴寧杞  張昱筠  簡義澂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 

趙英綺  吳品萱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蔡昀儒  何榕濤  吳雨珂  倪立暘 

電機工程學系： 

吳羽軒  林書廣  陳宇翔  陳正霖  游東霖  朱柏頤  黃禹嘉  陳信權  姜舒恒 

江俊德  劉子誠  鄭菘亦 

電機工程學系 IC設計與無線通訊組： 

余采霓  黃屏倫 

電機工程學系奈米電子與能源技術組： 

王薇雅  

企業管理學系： 

呂詩妤  劉秋良  林嘉恩  游淳淳  葉恩妤  陳愛林  葉宜蓁  洪玉庭  王幸榆 

翁璽蟬  謝祐安  劉羽彤  紀欣恩  林渝珊  周俍妤  廖苡涵  魏子翔  吳玟璇  

黃慧娟  許靖瑜  劉芸汝  郭佩靜  黃淳暄  林淨煒  盧彥均  黃子紓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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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方媃  蘇郁晴  李潔儀  葉佩昀  鄭翊彣  田郁瑄  吳珮絨  余芬妮  李品儀 

吳杰蓉  吳姵葳  莊宜蓁  李翔緯  楊家欣  陳怡靜  傅琦雲  徐欣妤  梁耀之 

葉昭汝  林怡瑜  蘇語柔  許卉文  劉彥瑜  曾羿陵  葉博昇  陳奕云  范主捷 

邱子微  蕭禹文 

會計學系： 

胡湘怡  賴美琪  吳珈葳  曾若瑄  黃柔甄  洪詠瑄  林欣儀  劉芳廷  林巧惠 

吳英綺  林昱瑾  陳又瑄  陳楷杰  康尹瑄  夏寧婧  洪曼玲  潘妍臻  陳思予 

林羽晨  李宥萱   

財務金融學系： 

戴秀豪  劉俊廷  魏薇珊  柯怡欣  高勗愷  楊恩琦  張雅婷  吳亭昀  魏君妮 

吳金恩  蘇蒂娜  溫明欣  吳宥萱  李 琪  陳意博  林雅慧  黃姝蓁  紀玟伶 

崔 涵  鄭晴云  沈玟儀 

 

統計學系： 

林豊絃  吳鎧全  洪玉軒  謝巧榆  丘容琳  陳煒倫  宋芝億  洪楷翔  馬雋飛 

曾玟靖  洪彗瑜  陳映均  王奎貿  張儀萱  李易庭 

資訊管理學系： 

吳映潔  莊苡歆  蔡博旭  康維珅  林煥宇  王柏權  陳宜靖  楊馥衣  酈嘉瑞 

吳幸芳  林書廷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吳政憲  李家昀  紀承佑  張鳳菱  邱韋誠  林敬智  張瑄庭  王唐羽葳 林映岑

吳雪綺  許文馨  蘇亭芳  鍾采妤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呂思儒  王姿予  馮苡瑄  黃香云  張壬祺  莊雅婷  陳 郡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陳 杰  陳星妤  陳昱愷  邱群恩  黃堃誠  鍾致軒  吳函凌  楊宜叡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林 肯  林庭卉  陳妤瑄  龔品綺  黃鈺倫  王薪茜  趙紫晴  周畊霈  許耘馨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陳姿樺  蘇珮綺  洪苓紋  吳兪墾  黃柏均  熊怡玟  朱家萱  陳瑋葶  林祐誼 

陳宜妗  王若真  羅培甄  陳薪惠 

社會學系： 

簡楷芳  涂予瑄  管怡婷  陳華苹  蔣青青  許筱榛  許以琳  劉宥翔  吳井華 

粘羽萱  劉冠賢  薛瑀儂  孔佩笙  張耘甄  洪翊嵐  沈佳儀  劉哲維 

社會工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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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絜馨  李玟萱  林芝熙  何博勛  翁苙榛  廖穎蓁  葉靜怡  王綵榛  温 芯 

曾子擎  呂昀蓁  紀佩君  張玉秀  吳桓萱  葉 臻  杜依柔  江念蓉  楊 旻 

孟祥鈺  吳濬宏  王潔琳  吳亭萱  楊庭溦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李愷軒  黃鄭安  陳渝潔  蔡佳伽  吳祖靈  蕭妤蓁  何昀庭  林思綺  陳普揚 

羅心宜  陳貞宇  林子渝  俞伯欣  李晧瑄  楊闓嘉  范姜雲萱 

食品科學系： 

葉佳靜  江宥蓁  董于澤  林敬庭  黃政揚  張彧熏  盧品妏  陳柔方  江庭光 

鞠采霓  詹琇媄  莊喬韻  歐家孜  陳錦蓁  陳芷瑄  黃侑柔 

餐旅管理學系： 

徐伊蓁  顏昕晨  李卉筑  劉宗彥  魏𦯉𦯉恩  謝家恩  邱如暄  王虹淇  陳瑩慈 

馮欐雅  李偉峰  陳禹喧  黃澤濠  俞儀雯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吳念儒  蔡容鈞  黃雅彗 

美術學系： 

陳宇菲  戈羽彤  廖珮宜  蕭 玉  林芯溦  游家昕  顏子耘  陳琪絡   

音樂學系： 

楊妍熙  胡嘉欐  黃馨慧  徐品哲  劉欣怡  林宛蓉  邱詳硯 

建築學系： 

徐 立  陳又瑄  李擁璿  劉和宣 

工業設計學系： 

林柏翔  徐振斌  歐陽欣秀  那 信  王浚彰 

景觀學系： 

張傳峖  林于甯  古耕語  時華君  王 涵  孔千勻  林宜佳  陳星揚  林思佑  

法律學系： 

陳怡珊  林維妮  林筠庭  王俐妮  賴秭榕  姜光隆  黃美茜  戴其仲  唐宜嫺 

林品萱  邱詩涵  張家寧  郭予芩  沈孟翎  廖珮妤  劉旭敏  朱佑崙  王維士

何子玄  林宜潔  何立平  王文妘 

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小 雨  彭俊欽  甜雅婧  吳榮恆  黃馨美  莫雄雄  王意甯  黃姵瑄  李冠陞 

曹大剛  歐陽欣辰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位學程： 

     陳建萌  藍雅彤  洪庭恩 

 

進修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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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游勝宏  陳鼎勛 

美術學系： 

李晉佳  黃駿元  林宇荃  陳韋志  高翠滿 

法律學系： 

李昆鴻  張書懷  李裕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