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級【夢想起飛 從愛出發】畢業典禮受獎名單-德育獎 

編號 部別 班級 姓名 座位 獎項 

1 日間部 日四技企管四甲 黃晴琳 左區 3-5 德育獎 

2 日間部 日四技行銷四甲 陳怡汝 左區 3-4 德育獎 

3 日間部 日四技資電四甲 邱鈺展 左區 3-3 德育獎 

4 日間部 日四技視傳四甲 徐珮瑜 左區 3-2 德育獎 

5 日間部 日四技視傳四乙 張可欣 左區 3-1 德育獎 

6 日間部 日四技時尚四甲 張育誌 右區 4-7 德育獎 

7 日間部 日四技時尚四乙 林葳 右區 4-6 德育獎 

8 日間部 日四技多動四甲 陳琪衛 右區 4-5 德育獎 

9 日間部 日四技創設四甲 陳建佑 右區 4-4 德育獎 

10 日間部 日四技應外四甲 楊凱中 右區 4-3 德育獎 

11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甲 謝佳珍 右區 4-2 德育獎 

12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乙 吳欣芸 右區 4-1 德育獎 

13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丙 唐艾齊 左區 4-7 德育獎 

14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丁 蘇群凱 左區 4-6 德育獎 

15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甲 陳國良 左區 4-5 德育獎 

16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乙 李淑良 左區 4-4 德育獎 

17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丙 蔡嘉翔 左區 4-3 德育獎 

18 日間部 日四技觀光四甲 蘇莠惠 左區 4-2 德育獎 

19 日間部 日四技幼保四甲 王曼汝 左區 4-1 德育獎 

20 日間部 日四技生技四甲 涂長偉 右區 5-8 德育獎 

21 日間部 日四技運保四甲 陳顥中 右區 5-7 德育獎 

22 全民教育處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林子翔 右區 5-6 德育獎 

23 全民教育處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 A 黃新喆 右區 5-5 德育獎 

24 全民教育處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 B 張泳新 右區 5-4 德育獎 

25 全民教育處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劉芷妘 右區 5-3 德育獎 

26 全民教育處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 D 郭蔡豫東 右區 5-2 德育獎 

27 全民教育處 四技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四甲 張耕領 右區 5-1 德育獎 

28 全民教育處 四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 A 張淑慧 左區 5-8 德育獎 

29 全民教育處 四技幼兒保育系四 A 劉華榮 左區 5-7 德育獎 

30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丙 陳習專 左區 5-6 德育獎 



 

 

109 級【夢想起飛 從愛出發】畢業典禮受獎名單-德育獎 

編號 部別 班級 姓名 座位 獎項 

31 全民教育處 二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甲 曾惟祥 左區 5-5 德育獎 

32 全民教育處 二技幼兒保育系四甲 葉美雲 左區 5-4 德育獎 

33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陳孟圓 左區 5-3 德育獎 

34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乙 蕭丞權 左區 5-2 德育獎 

35 全民教育處 二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周嘉莉 左區 5-1 德育獎 

36 全民教育處 二專企業管理科二甲 陳淑暖 右區 6-7 德育獎 

37 全民教育處 二專行銷管理科二甲 高金慧 右區 6-6 德育獎 

38 全民教育處 二專觀光與餐飲旅館系二 A 林翠華 右區 6-5 德育獎 

39 全民教育處 二專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二 A 郭麗惠 右區 6-4 德育獎 

40 進修院校 二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江秋玉 右區 6-3 德育獎 

41 進修院校 二技行銷管理系四 A 吳麗英 右區 6-2 德育獎 

42 進修院校 二技時尚造型設計系四 A 施惠喜 右區 6-1 德育獎 

43 進修院校 二專行銷管理科二甲 龐炎 左區 6-7 德育獎 

44 進修院校 二專行銷管理科二乙 梅惠馨 左區 6-6 德育獎 

45 進修院校 二專時尚造型設計科二 A 王克瑋 左區 6-5 德育獎 

 

  



 

 

 

109 級【夢想起飛 從愛出發】畢業典禮受獎名單-學業成績優良獎 

編號 部別 班級 姓名 座位 獎項 

1 日間部 日四技企管四甲 林佳麗 右區 3-3 學業成績優良獎 

2 日間部 日四技行銷四甲 彭順詠 左區 6-4 學業成績優良獎 

3 日間部 日四技資電四甲 程景暉 左區 6-3 學業成績優良獎 

4 日間部 日四技視傳四甲 和淑雯 右區 3-2 學業成績優良獎 

5 日間部 日四技視傳四乙 蘇祐萱 左區 6-2 學業成績優良獎 

6 日間部 日四技時尚四甲 葉歡紋 左區 6-1 學業成績優良獎 

7 日間部 日四技時尚四乙 何美雪 左區 7-8 學業成績優良獎 

8 日間部 日四技多動四甲 葉家均 左區 7-7 學業成績優良獎 

9 日間部 日四技創設四甲 沈妙容 左區 7-6 學業成績優良獎 

10 日間部 日四技應外四甲 林明鋼 左區 7-5 學業成績優良獎 

11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甲 蔡怡庭 左區 7-4 學業成績優良獎 

12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乙 陳玉君 右區 3-1 學業成績優良獎 

13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丙 黃盈慈 左區 7-3 學業成績優良獎 

14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丁 林妙蓁 左區 7-2 學業成績優良獎 

15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甲 陳奕嘉 左區 7-1 學業成績優良獎 

16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乙 李淑瀞 右區 8-8 學業成績優良獎 

17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丙 許雅萍 右區 8-7 學業成績優良獎 

18 日間部 日四技觀光四甲 曾筠涵 右區 8-6 學業成績優良獎 

19 日間部 日四技幼保四甲 廖怡萱 左區 3-8 學業成績優良獎 

20 日間部 日四技生技四甲 林春桂 右區 8-5 學業成績優良獎 

21 日間部 日四技運保四甲 張瑋秦 右區 8-4 學業成績優良獎 

22 全民教育處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顏名傑 右區 8-3 學業成績優良獎 

23 全民教育處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 A 李宥樺 右區 8-2 學業成績優良獎 

24 全民教育處 四技企業管理系四 B 張登凱 左區 8-7 學業成績優良獎 

25 全民教育處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劉芷妘 右區 5-3 學業成績優良獎 

26 全民教育處 四技行銷管理系四 D 葛美玲 左區 8-6 學業成績優良獎 

27 全民教育處 四技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四甲 張耕領 右區 5-1 學業成績優良獎 

28 全民教育處 四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 A 林枋秋 左區 8-5 學業成績優良獎 

29 全民教育處 四技幼兒保育系四 A 董美娥 左區 8-4 學業成績優良獎 

30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黃鳳珠  左區 8-3 學業成績優良獎 



 

 

109 級【夢想起飛 從愛出發】畢業典禮受獎名單-學業成績優良獎 

編號 部別 班級 姓名 座位 獎項 

31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乙 蕭丞權 左區 5-2 學業成績優良獎 

32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丙 傅美芳 左區 8-2 學業成績優良獎 

33 全民教育處 二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陳秀卿 左區 8-1 學業成績優良獎 

34 全民教育處 二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甲 邱讈雯 右區 9-7 學業成績優良獎 

35 全民教育處 二技幼兒保育系四甲 余舒頻 右區 9-6 學業成績優良獎 

36 全民教育處 二專企業管理科二甲 陳淑暖 右區 6-7 學業成績優良獎 

37 全民教育處 二專行銷管理科二甲 陳莉莉 右區 9-5 學業成績優良獎 

38 全民教育處 二專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科二 A 郭麗惠 右區 6-4 學業成績優良獎 

39 全民教育處 二專觀光與餐飲旅館科二 A 石婕妤 右區 9-4 學業成績優良獎 

40 進專院校 二專行銷管理科二甲 陳福華 右區 9-3 學業成績優良獎 

41 進專院校 二專行銷管理科二乙 洪美玲 右區 9-2 學業成績優良獎 

42 進專院校 二專時尚造型設計科二 A 葉佳雯 右區 9-1 學業成績優良獎 

43 進專院校 二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劉鳳旦 左區 9-8 學業成績優良獎 

44 進專院校 二技行銷管理系四 A 楊依倫 右區 8-1 學業成績優良獎 

45 進專院校 二技時尚造型設計系四 A 黃美鶴 左區 9-7 學業成績優良獎 



 

 

109 級【夢想起飛 從愛出發】畢業典禮受獎名單-僑生學行成績優良獎 

編號 部別 班級 姓名 座位 獎項 

1 日間部 時尚造型設計系四甲 雷晶晶 左區 9-6 僑生學行成績優良獎 

2 日間部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四甲 葉浩武 左區 9-5 僑生學行成績優良獎 

3 日間部 時尚造型設計系四乙 黃欣怡 左區 9-4 僑生學行成績優良獎 

4 日間部 時尚造型設計系四乙 龔嘉瑩 左區 9-3 僑生學行成績優良獎 

5 日間部 餐飲廚藝系四丙 鄭潔思 左區 9-2 僑生學行成績優良獎 

6 日間部 視覺傳達設計系四乙 梁俊浩 左區 9-1 僑生學行成績優良獎 

7 日間部 餐飲廚藝系四丙 蔡嘉翔 左區 4-3 僑生學行成績優良獎 

8 日間部 餐飲廚藝系四乙 葉金鵬 右區 10-8 僑生學行成績優良獎 

9 日間部 時尚造型設計系四甲 王思瑞 右區 10-7 僑生學行成績優良獎 

10 日間部 視覺傳達設計系四乙 陳家文 右區 10-6 僑生學行成績優良獎 

11 日間部 視覺傳達設計系四乙 廖志強 右區 10-5 僑生學行成績優良獎 

109 級【夢想起飛 從愛出發】畢業典禮受獎名單-體育獎 

編號 部別 班級 姓名 座位 獎項 

1 日間部 日四技運保四甲 賴香伶 右區 10-4 體育獎 

2 日間部 日四技運保四甲 田玟潔 右區 10-3 體育獎 

3 日間部 日四技運保四甲 張添景 右區 10-2 體育獎 

4 日間部 日四技行銷四甲 陳嘉偉 右區 10-1 體育獎 

5 日間部 日四技行銷四甲 林茂彬 左區 10-7 體育獎 

6 日間部 日四技行銷四甲 曾詠郁 左區 10-6 體育獎 

7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丙 蔡嘉翔 左區 4-3 體育獎 



 

 

109 級【夢想起飛 從愛出發】畢業典禮受獎名單-社團服務優良獎 

編號 部別 班級 姓名 座位 獎項 

1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甲 梁美芬 左區 10-5 社團服務優良獎 

2 日間部 日四技時尚四甲 楊子萱 左區 10-4 社團服務優良獎 

3 日間部 日四技時尚四甲 池玉甜 左區 10-3 社團服務優良獎 

4 日間部 日四技視傳四乙 廖志強 右區 10-5 社團服務優良獎 

5 日間部 日四技企管四甲 廖祐德 左區 10-2 社團服務優良獎 

6 日間部 日四技行銷四甲 吳凱莉 左區 10-1 社團服務優良獎 

7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乙 吳欣芸 右區 4-1 社團服務優良獎 

8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乙 陳玉君 右區 3-1 社團服務優良獎 

9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陳孟圓 左區 5-3 社團服務優良獎 

10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黃秀婷 右區 11-7 社團服務優良獎 

11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黃鳳珠 左區 8-3 社團服務優良獎 

12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乙 姜瑋庭 左區 3-7 社團服務優良獎 

13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乙 鄭志豪 右區 11-6 社團服務優良獎 

14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乙 林政謙 右區 11-5 社團服務優良獎 

15 全民教育處 四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 A 林枋秋 左區 8-5 社團服務優良獎 

16 全民教育處 四技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四甲 李若菱 右區 11-4 社團服務優良獎 

17 進修院校 二專行銷管理科二甲 鄧欒孌 右區 11-3 社團服務優良獎 

 

  



 

 

 

109 級【夢想起飛 從愛出發】畢業典禮受獎名單-宿舍服務優良獎 

編號 部別 班級 姓名 座位 獎項 

1 日間部 日四技多動四甲 張婷 右區 11-2 宿舍服務優良獎 

2 日間部 日四技行銷四甲 王家甜 右區 11-1 宿舍服務優良獎 

3 日間部 日四技幼保四甲 廖翊伶 左區 11-8 宿舍服務優良獎 

4 日間部 日四技幼保四甲 張珞翎 左區 11-7 宿舍服務優良獎 

5 日間部 日四技視傳四甲 王德燊 左區 11-6 宿舍服務優良獎 

6 日間部 日四技幼保四甲 鄭欣容 左區 11-5 宿舍服務優良獎 

7 日間部 日四技時尚四乙 何美雪 左區 7-8 宿舍服務優良獎 

8 日間部 日四技行銷四甲 黃亦佑 左區 15-8 宿舍服務優良獎 

9 日間部 日四技運保四甲 田玟潔 右區 10-3 宿舍服務優良獎 

10 日間部 日四技行銷四甲 許承嘉 左區 11-4 宿舍服務優良獎 

11 日間部 日四技幼保四甲 黃郁萍 左區 11-3 宿舍服務優良獎 

12 日間部 日四技時尚四乙 何詩儀 左區 11-2 宿舍服務優良獎 

109 級【夢想起飛 從愛出發】畢業典禮受獎名單-大專優秀青年獎 

編號 部別 班級 姓名 座位 獎項 

1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丙 曾錦豪 左區 11-1 108大專優秀青年-縣市表揚 

2 日間部 日四技視傳四乙 梁俊浩 左區 9-1 109大專優秀青年-縣市表揚 

3 日間部 日四技視傳四甲 陳行歷 右區 12-8 109大專優秀青年-校內表揚 

4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陳孟圓 左區 5-3 109大專優秀青年-校內表揚 

5 進修院校 二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鄭志豪 右區 11-6 109大專優秀青年-校內表揚 



 

 

109 級【夢想起飛 從愛出發】畢業典禮受獎名單-禮賓大使獎 

編號 部別 班級 姓名 座位 獎項 

1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丁 蘇群凱 左區 4-6 禮賓大使玉山獎 

2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丁 王鈺婷 右區 12-7 禮賓大使玉山獎 

3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甲 陳國良 左區 4-5 禮賓大使雪山獎 

109 級【夢想起飛 從愛出發】畢業典禮受獎名單-勤奮力學獎 

編號 部別 班級 姓名 座位 獎項 

1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程志明 右區 12-6 勤奮力學獎 

2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廖惠村 右區 12-5 勤奮力學獎 

3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乙 阮氏水雪 右區 12-4 勤奮力學獎 

4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乙 阮麗娟 右區 12-3 勤奮力學獎 

5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乙 王艷 右區 12-2 勤奮力學獎 

6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鄭鳳藝 右區 12-1 勤奮力學獎 

7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甲 程敏玲 左區 12-7 勤奮力學獎 

8 全民教育處 二技幼兒保育系四甲 蔡文雄 左區 12-6 勤奮力學獎 

9 全民教育處 四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四 A 徐素蘭 左區 12-5 勤奮力學獎 

10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丙 簡雪娥 左區 12-4 勤奮力學獎 

11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丙 王延齡 左區 12-3 勤奮力學獎 

12 全民教育處 二技幼兒保育系四甲 陳宗瑋 左區 12-2 勤奮力學獎 

13 全民教育處 二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廖珍琴 左區 12-1 勤奮力學獎 

14 全民教育處 二技行銷管理系四甲 林菊美 右區 13-7 勤奮力學獎 

15 全民教育處 二專觀光與餐飲旅館系二 A 馮曉強 右區 13-6 勤奮力學獎 

16 進修院校 二專行銷管理科二乙 葉桂姬 右區 13-5 勤奮力學獎 

17 日間部 日四技行銷四甲 黃亦佑 左區 15-8 勤奮力學獎 

18 日間部 日四技行銷四甲 任濬誠 左區 15-7 勤奮力學獎 

19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丁 沈家豪 左區 15-6 勤奮力學獎 

20 日間部 日四技生技四甲 廖建凱 左區 15-5 勤奮力學獎 

21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丁 幸佳津 左區 15-4 勤奮力學獎 

22 日間部 日四技多動四甲 簡麒麟 左區 15-3 勤奮力學獎 



 

 

 

109 級【夢想起飛 從愛出發】畢業典禮受獎名單-奮發向上優秀學生獎 

編號 部別 班級 姓名 座位 獎項 

1 日間部 日四技企管四甲 黃健彰 左區 15-2 

總統教育獎-教育

部 2020奮發向上

優秀學生獎 

109 級【夢想起飛 從愛出發】畢業典禮受獎名單-環球之光 

編號 部別 班級 姓名 座位 獎項 

1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乙 劉峰銘 右區 13-4 環球之光 

2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乙 張詠富 右區 13-3 環球之光 

3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乙 黃崇勛 右區 13-2 環球之光 

4 日間部 日四技時尚四乙 林葳 右區 4-6 環球之光 

5 日間部 日四技時尚四乙 紀宜君 右區 13-1 環球之光 

6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甲 陳國良 左區 4-5 環球之光 

7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甲 王佑軒 左區 13-8 環球之光 

8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甲 王柄洋 左區 13-7 環球之光 

9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乙 白睿騰 左區 13-6 環球之光 

10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丙 莊浩彬 左區 13-5 環球之光 

11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丙 林嘉源 左區 13-4 環球之光 

12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丙 廖振傑 左區 13-3 環球之光 

13 日間部 日四技廚藝四丙 戴瑞志 左區 13-2 環球之光 

109 級【夢想起飛 從愛出發】畢業典禮受獎名單-撥穗代表 

編號 部別 班級 姓名 座位 獎項 

1 研究所 中企所二甲 廖菁菁 右區 3-8 中企所-撥穗代表 

2 研究所 公管所 林學益 右區 3-7 公管所-撥穗代表 

3 研究所 文創所 鍾嘉儀 右區 3-6 文創所-撥穗代表 

4 研究所 環管所 張美慧 右區 3-5 環管所-撥穗代表 

5 研究所 生技所一甲 連景重 右區 3-4 生技所-撥穗代表 

6 日間部 日四技企管四甲 林佳麗 右區 3-3 管理學院-撥穗代表 

7 日間部 日四技視傳四甲 和淑雯 右區 3-2 設計學院-撥穗代表 

8 日間部 日四技觀餐四乙 陳玉君 右區 3-1 觀光學院-撥穗代表 

9 日間部 日四技幼保四甲 廖怡萱 左區 3-8 健康學院撥穗代表 

10 全民教育處 二技企業管理系四乙 姜瑋庭 左區 3-7 全民教育處-撥穗代表 

11 進修院校 二專行銷管理科 鄭明雅 左區 3-6 進修院校-撥穗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