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序號 部別 班級 姓名 獎項

1 1-1 日間部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凃慧靜 學業成績優良獎

2 1-2 日間部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乙 王博遠 學業成績優良獎

3 1-3 日間部 四技財務金融系四甲 陳秀君 學業成績優良獎

4 1-4 日間部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陳明汶 學業成績優良獎

5 1-5 日間部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乙 鄒宜珍 學業成績優良獎

6 1-6 日間部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丙 簡吟庭 學業成績優良獎

7 1-7 日間部 四技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四甲 張珀偉 學業成績優良獎

8 1-8 日間部 四技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四乙 林稟富 學業成績優良獎

9 1-9 日間部 四技視覺傳達設計系四甲 譚佳依 學業成績優良獎

10 1-10 日間部 四技視覺傳達設計系四乙 鍾汶燊 學業成績優良獎

11 1-11 日間部 四技美容造型設計系四甲 汪昭穎 學業成績優良獎

12 1-12 日間部 四技美容造型設計系四乙 周百惠 學業成績優良獎

13 1-13 日間部 四技多媒體動畫設計系四甲 邱品涵 學業成績優良獎

14 1-14 日間部 四技多媒體動畫設計系四乙 劉昀睿 學業成績優良獎

15 1-15 日間部 四技創意商品設計系四甲 陳薏文 學業成績優良獎

16 1-16 日間部 二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甲 蕭茹方 學業成績優良獎

17 1-17 日間部 四技應用外語系四甲 謝秉邑 學業成績優良獎

18 1-18 日間部 四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甲 連宏益 學業成績優良獎

19 1-19 日間部 四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乙 許洧銣 學業成績優良獎

20 1-20 日間部 四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丙 黃媞芸 學業成績優良獎

21 1-21 日間部 四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丁 林怡伶 學業成績優良獎

22 1-22 日間部 四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戊 鄭元賓 學業成績優良獎

23 1-23 日間部 四技餐飲廚藝系四甲 劉佳雨 學業成績優良獎

24 1-24 日間部 四技餐飲廚藝系四乙 蔡燕秋 學業成績優良獎

25 1-25 日間部 四技觀光與生態旅遊系四甲 林慧欣 學業成績優良獎

26 1-26 日間部 四技幼兒保育系四甲 徐語霙 學業成績優良獎

27 1-27 日間部 四技生物技術系四甲 黃芷柔 學業成績優良獎

28 1-28 終身教育處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A 陳玉潭 學業成績優良獎

29 1-29 終身教育處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D 廖苑伶 學業成績優良獎

30 1-30 終身教育處 四技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四E 楊崇信 學業成績優良獎

31 1-31 終身教育處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杜麗玉 學業成績優良獎

32 1-32 終身教育處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乙 戴鈺玲 學業成績優良獎

33 1-33 終身教育處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丙 黃杜秀琴  學業成績優良獎

34 1-34 終身教育處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丁 詹西如 學業成績優良獎

35 1-35 終身教育處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戊 陳雅嵐 學業成績優良獎

36 1-36 終身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楊傑稀 學業成績優良獎

37 1-37 終身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乙 潘金洲 學業成績優良獎

38 1-38 終身教育處 二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林玉娟 學業成績優良獎

39 1-39 終身教育處 二技幼兒保育系四甲 林忠達 學業成績優良獎

40 1-40 終身教育處 二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甲 李柔蓁 學業成績優良獎

41 2-1 日間部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張芯瑜 德育獎

42 2-2 日間部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乙 王博遠 德育獎

43 2-3 日間部 四技財務金融系四甲 廖冠程 德育獎

44 2-4 日間部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楊佳穎 德育獎

45 2-5 日間部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乙 鄒宜珍 德育獎

46 2-6 日間部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丙 簡吟庭 德育獎

47 2-7 日間部 四技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四甲 許登翔 德育獎

48 2-8 日間部 四技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四乙 潘嘉成 德育獎

49 2-9 日間部 四技視覺傳達設計系四甲 蔡芷菱 德育獎

50 2-10 日間部 四技視覺傳達設計系四乙 陳斯凱 德育獎

51 2-11 日間部 四技美容造型設計系四甲 朱育葶 德育獎

52 2-12 日間部 四技美容造型設計系四乙 周百惠 德育獎

53 2-13 日間部 四技多媒體動畫設計系四甲 葉秝溱 德育獎

54 2-14 日間部 四技多媒體動畫設計系四乙 劉昀睿 德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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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15 日間部 四技創意商品設計系四甲 李凱博 德育獎

56 2-16 日間部 二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甲 蕭茹方 德育獎

57 2-17 日間部 四技應用外語系四甲 何承遠 德育獎

58 2-18 日間部 四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甲 張佩萍 德育獎

59 2-19 日間部 四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乙 陳瑛鷹 德育獎

60 2-20 日間部 四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丙 郭秉瑋 德育獎

61 2-21 日間部 四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丁 黃子芸 德育獎

62 2-22 日間部 四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戊 鄭元賓 德育獎

63 2-23 日間部 四技餐飲廚藝系四甲 杜怡靜 德育獎

64 2-24 日間部 四技餐飲廚藝系四乙 彭瑜晶 德育獎

65 2-25 日間部 四技觀光與生態旅遊系四甲 趙玉雲 德育獎

66 2-26 日間部 四技幼保保育系四甲 陳雅雰 德育獎

67 2-27 日間部 四技生物技術系四甲 楊芷盈 德育獎

68 2-28 終身教育處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A 陳玉潭 德育獎

69 2-29 終身教育處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C 丁心美 德育獎

70 2-30 終身教育處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D 林雅蓮 德育獎

71 2-31 終身教育處 四技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四E 楊崇信 德育獎

72 2-32 終身教育處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乙 禮幸．羅沃 德育獎

73 2-33 終身教育處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丙 林錦宏 德育獎

74 2-34 終身教育處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丁 程雨庭 德育獎

75 2-35 終身教育處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戊 王莉春 德育獎

76 2-36 終身教育處 二專企業管理系二A 陳佩萱 德育獎

77 2-37 終身教育處 二專企業管理系二丙 蕭雯璟 德育獎

78 2-38 終身教育處 二專行銷管理系二A 陳佩萱 德育獎

79 2-39 終身教育處 二專行銷管理系二甲 孫偉 德育獎

80 2-40 終身教育處 二專觀光與餐飲旅館系二A 黃啟煇 德育獎

81 2-41 終身教育處 二專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二A 郭家樺 德育獎

82 2-42 終身教育處 二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甲 李柔蓁 德育獎

83 2-43 終身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乙 張勝賓 德育獎

84 2-44 終身教育處 二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徐千惠 德育獎

85 2-45 終身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沈英毓 德育獎

86 2-46 終身教育處 二技幼兒保育系四甲 李奕駒 德育獎

87 2-47 終身教育處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許家銘 德育獎

88 2-48 終身教育處 二專企業管理系二甲 沈永順 德育獎

89 2-49 終身教育處 二專企業管理系二乙 林香鳳 德育獎

90 3-1 日間部 四技多媒體動畫設計系四甲 葉秝溱 社團服務優良獎

91 3-2 日間部 四技視覺傳達設計系四乙 馮凱琳 社團服務優良獎

92 3-3 日間部 四技視覺傳達設計系四乙 張瑋恩 社團服務優良獎

93 3-4 日間部 四技視覺傳達設計系四乙 陳斯凱 社團服務優良獎

94 3-5 日間部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陳亭君 社團服務優良獎

95 3-6 日間部 四技多媒體動畫設計系四甲 徐佳鈴 社團服務優良獎

96 3-7 日間部 四技應用外語系四甲 林綠 社團服務優良獎

97 3-8 日間部 四技觀光與生態旅遊系四甲 趙玉雲 社團服務優良獎

98 3-9 終身教育處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A 陳玉潭 社團服務優良獎

99 3-10 終身教育處 二專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二A 沈永祥 社團服務優良獎

100 3-11 終身教育處 二專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二A 黃翌原 社團服務優良獎

101 3-12 終身教育處 二專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二A 林雅甯 社團服務優良獎

102 3-13 終身教育處 二專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二A 郭家樺 社團服務優良獎

103 3-14 終身教育處(假日班)四技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四E 李家明 社團服務優良獎

104 3-15 終身教育處(假日班)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陳世賢 社團服務優良獎

105 3-16 終身教育處(假日班)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吳建信 社團服務優良獎

106 3-17 終身教育處(假日班) 二專企業管理系二甲 沈永順 社團服務優良獎

107 3-18 終身教育處(假日班) 二專企業管理系二乙 謝麗娜 社團服務優良獎

108 3-19 終身教育處(假日班) 二專企業管理系二乙 林香鳳 社團服務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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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4-1 日間部 四技美容造型設計系四乙 張雪怡 宿舍服務優良獎

110 4-2 日間部 四技視覺傳達設計系四甲 蔡芷菱 宿舍服務優良獎

111 4-3 日間部 四技幼兒保育系四甲 陳雅雰 宿舍服務優良獎

112 4-4 日間部 四技視覺傳達設計系四乙 陳咨任 宿舍服務優良獎

113 4-5 日間部 四技餐飲廚藝系四乙 陳禹因 宿舍服務優良獎

114 5-1 日間部 四技視覺傳達設計系四甲 李勝榮 體育獎

115 6-1 日間部 四技美容造型設計系四甲 顏伊雯 環球之星

116 7-1 日間部 四技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四乙 潘嘉成 榮獲禮賓大使玉山獎

117 7-2 日間部 四技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四甲 黃立璋 榮獲禮賓大使玉山獎

118 7-3 日間部 四技視覺傳達設計系四乙 張瑋恩 榮獲禮賓大使玉山獎

119 7-4 日間部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林馨儀 榮獲禮賓大使玉山獎

120 7-5 日間部 四技視覺傳達設計系四乙 陳斯凱 榮獲禮賓大使玉山獎

121 8-1 日間部 四技美容造型設計系四甲 柯曉潔 特殊教育勤奮力學獎

122 8-2 日間部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王詠裕 特殊教育勤奮力學獎

123 8-3 終身教育處（假日班）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黃沾愷 特殊教育勤奮力學獎

124 9-1
日間部 四技視覺傳達設計系四乙 張瑋恩

【全國】大專優秀青年表揚

扯鈴社社長暨禮賓大使

125 9-2
日間部 四技多媒體動畫設計系四甲 葉秝溱

【校內】大專優秀青年表揚

畢業生代表會會長

126 9-3
終身教育處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A 陳玉潭

【校內】大專優秀青年表揚

交通服務社社長

127 9-4
終身教育處（假日班）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陳世賢

【校內】大專優秀青年表揚

學生聯誼會會長

128 10-1 日間部 中小企業經營策略管理研究所 陳彥廷 總統教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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