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業銀質獎章推薦一覽表 

事蹟：學年成績優異經系所推薦者，各系各年級各班一名 

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簡) 

1 1050542 陳子倢 陳子倢 

2 1050642 李鍇灝 李鍇灝 

3 1040544 胡定安 胡定安 

4 1040638 陳柏翰 陳柏翰 

5 1030503 陳子琳 陳子琳 

6 1030625 陳彥廷 陳彥廷 

7 1050845 賴伯瑞 賴伯瑞 

8 1050903 葉丞育 葉丞育 

9 1040812 林建呈 林建呈 

10 1040910 曾冠傑 曾冠傑 

11 1030811 周勇臣 周勇臣 

12 1030933 林品翰 林品翰 

13 1051049 曹子涵 曹子涵 

14 1051109 劉秩榮 劉秩榮 

15 1041054 羅際群 羅際群 

16 1041129 賀宇旋 賀宇旋 

17 1031032 陶大倫 陶大倫 

18 1031132 畢晏慈 畢晏慈 

19 1051408 鍾巫成圃 鍾巫成圃 

20 1051534 彭梓瑄 彭梓瑄 

21 1053354 王昊 王昊 

22 1041432 余若萱 余若萱 

23 1041529 龎渝庭 龎渝庭 

24 1043333 紀冠名 紀冠名 

25 1031410 劉兆鵬 劉兆鵬 

26 1031547 王宇軒 王宇軒 

27 1033308 葉庭安 葉庭安 

28 1051210 邱靖中 邱靖中 

29 1051308 連 倢 連 倢 

30 1041233 賴伯昇 賴伯昇 

31 1041306 莊 馥 莊 馥 

32 1031223 林佳頤 林佳頤 

33 1031324 劉瑋峻 劉瑋峻 

34 1050343 張愛晨 張愛晨 

35 1050407 曾惟騰 曾惟騰 

36 1040356 黃緯豪 黃緯豪 

37 1040452 何竹懿 何竹懿 

38 1030322 傅善宣 傅善宣 

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簡) 

39 1030418 陳亭羽 陳亭羽 

40 1050753 王偉祐 王偉祐 

41 1040712 李侑軒 李侑軒 

42 1030762 李旻昊 光電工程學系 

43 1055005 徐偉庭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44 1055103 康雅評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 

45 1055228 陳育賢 
化學工程與材料學學系

碩士班 

46 1055449 阮氏紅燕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碩

士班 

47 1055501 洪于琇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 

48 1054606 曾崧庭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49 1054707 陳冠穎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 

50 1054809 楊翊呈 通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51 1054902 彭曉盈 
通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 

52 1055601 林少洋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53 1055701 陳祀宏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 

54 1055811 席庫安 生物科技與工程研究所 

55 1052240 洪嘉昀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企業管理) 

56 1052341 林佳憙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企業管理) 

57 1052406 顏瑜萱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財務金融) 

58 1052509 蔡孟錡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財務金融) 

59 1052636 黃琮凱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國際企業) 

60 1052859 林育慶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會計) 

61 1052722 林愿穎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英語專班) 

62 1059950 古孟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國際企業) 

63 1042250 鄭筱婕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企業管理) 

64 1042322 謝佳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企業管理) 

65 1042421 黃亮堂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財務金融) 

66 1042534 楊賢駿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財務金融) 



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簡) 

67 1042637 曾筑宣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國際企業) 

68 1042818 張舒閔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會計) 

69 1042732 林子鈞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英語專班) 

70 1049934 林毓恩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國際企業) 

71 1032235 胡文翹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企業管理) 

72 1032305 林佳璇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企業管理) 

73 1032233 劉婷軒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財務金融) 

74 1032555 楊蔚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財務金融) 

75 1032685 曾安翹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國際企業) 

76 1032821 林琬毓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會計) 

77 1032714 楊姿宜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英語專班) 

78 1039650 鄭文佳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英語專班) 

79 1057104 李明珊 經營管理碩士班 

80 1057206 許哲瑜 經營管理碩士班 

81 1057330 杜肯德 經營管理碩士班 

82 1059718 阮寶明珠 經營管理碩士班 

83 1057404 古崇希 財務金融暨會計碩士班 

84 1057503 周雅筑 財務金融暨會計碩士班 

85 1056805 張琪璋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86 1056809 吳淨茹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87 1056807 丁美英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88 1056854 周以若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89 1052913 邱惠娸 應用外語學系 

90 1042931 蘇郁婷 應用外語學系 

91 1032939 莊斐茵 應用外語學系 

92 1033022 林雅凰 中國語文學系 

93 1043032 梁慶瑜 中國語文學系 

94 1053033 陳宜辰 中國語文學系 

95 1053277 吳兮喬 藝術與設計學系 

96 1033204 陳泓瑋 藝術與設計學系 

97 1033262 陸亦恒 藝術與設計學系 

98 1053104 陳沛筠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99 1057701 賴婉婷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碩

士班 

100 1043137 林美伶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簡) 

101 1033156 林佩怡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102 1047631 武氏清心 應用外語學系碩士班 

103 1047621 林慧如 
應用外語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 

104 1058106 朱國良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105 1057815 黃禹豪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 

106 1051601 宋逸慈 資訊管理學系 

107 1051759 董晉豪 資訊管理學系 

108 1041621 蘇建文 資訊管理學系 

109 1041724 陳雅茹 資訊管理學系 

110 1031613 吳佳臻 資訊管理學系 

111 1031727 駱佳瑜 資訊管理學系 

112 1051805 吳致萱 資訊傳播學系 

113 1052052 陳力瑋 資訊傳播學系 

114 1041873 許嘉琦 資訊傳播學系 

115 1042065 王易和 資訊傳播學系 

116 1031861 梁孟婷 資訊傳播學系 

117 1032002 葉佳臻 資訊傳播學系 

118 1056212 羅崇鈞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119 1056311 吳宗穎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 

120 1056401 何昭洧 資訊傳播學系碩士班 

121 1056007 賴恩宏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2 1056111 李立柏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 

123 1058305 王證瑋 
生物與醫學資訊碩士學

位學程 



 

106 學術銀質獎章推薦一覽表 

編號 姓名 系級 學號 事蹟 

1 
賴逸寧 光電系 1030757 

二人同組，參加「105學年工程學院／電機通訊
學院學生工程論文競賽」榮獲特優等獎。 

邱浩軒 光電系 1030753 

2 楊庭愷 光電系 1030706 
參加「106學年工程學院／電機通訊學院學生工
程論文競賽」榮獲特優等獎。 

3 邱于哲 光電系 1030701 
參加「2017電機通訊學院專題製作博覽會競賽」
榮獲專題製作成果展示組第三名。 

4 翁毓廷 工管系 1031227 
元智大學電機通訊學院/工程學院 學生工程論
文競賽 優等獎 

5 王定豪 工管系 1031202 元智大學工程學院 學生專業實習競賽 特優獎 

6 范馨柔 工管系 1031320 元智大學工程學院 學生專業實習競賽 優等獎 

7 

邱 薇 工管系 1031207 

2017「全國工業工程與管理」大學生專題論文與
技術報告競賽  第二名 

薛閔之 工管系 1031231 

黃怡嘉 工管系 1031259 

8 

宋方伶 工管系 1031222 

2017「全國工業工程與管理」大學生專題論文與
技術報告競賽  第三名 

陳可馨 工管系 1031317 

周佳志 工管系 1031342 

邱諭宣 工管系 1031316 

黃靖凱 工管系 1031326 

巫宜芳 工管系 1031319 

9 

黃怡瑄 工管系 1031260 
2017「元智大學電機通訊學院暨工程學院學生工
程論文競賽」 特優等 
 

阮莉婷 工管系 1031256 

翁御庭 工管系 1031226 

10 

金國倫 資工系 1021511 
獲得國內學術競賽殊榮： 
獲獎時間：2017.04.19 
競賽名稱：衛福部第 2屆健康存摺加值應用 APP
創意競賽 
參賽結果：第二名 
得獎作品：BeHealth中風評估 

陳崇毅 資工所 1066001 

11 

李秉諭 資工系 1033345 
獲得國內學術競賽殊榮： 
獲獎時間：2017.11.04 
競賽名稱：桃園開放資料創意應用競賽 
參賽結果：第三名(銅桃獎) 
得獎作品：路，平嗎? 

余政遠 資工系 1033349 

12 

何冠緯 社政系 1033128 獲得國內學術競賽殊榮： 
獲獎時間：2017.11.04 
競賽名稱：2017「北祥黑客松，翻轉點子王」競
賽 
參賽結果：最佳新秀獎(15,000元) 
得獎作品：愛美從國中開始 

王皓威 資管系 1033142 

張婉儀 資管系 1031646 

郭乃慈 資管系 1031629 



胡思涵 資管系 1031628 

13 

邱靖唐 資管系 1031701 獲得國內學術競賽殊榮： 
獲獎時間：2017.11.04 
競賽名稱：2017「北祥黑客松，翻轉點子王」競
賽 
參賽結果：最佳人氣獎(15,000元) 
得獎作品：樓上的房客 

 

游馥寧 資管系 1031638 

許舒雅 資管系 1031630 

蔡仲軒 資管系 1031617 

周俊廷 資管系 1031605 

14 林如芸 
管理學院學士

英語專班 
1039651 

榮獲「2016年千里馬盃模擬創業競賽」銅牌獎 

(獲獎日期：105.12.15) 

15 張嘉安 

管理學院學士

班(主修：財務

金融) 

1042407 
榮獲「第二屆 NSAC全國個股分析競賽」第二名 

(獲獎日期：106.5.20) 

 

  



106活動銀質獎章推薦一覽表 

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簡) 事蹟 

1 1041223 李宗穎 工管系 
105學年度社團評鑑 優等 

（弦樂社 社長） 

2 1041304 韓  珣 工管系 
105學年度社團評鑑 優等 

（弦樂社 副社長） 

3 1040356 黃緯豪 通訊系 
105學年度社團評鑑 優等 

（弦樂社 團長） 

4 1040635 李沅晉 電機系 
105學年度社團評鑑 優等 

（弦樂社 總務） 

5 1043133 陳彥攸 社政系 
105學年度社團評鑑 優等 

（美工社 社長） 

6 1042635 鍾佳穎 

管理學院學士

班(主修：國際

企業) 

105學年度社團評鑑 優等 

（跆拳道社 社長） 

7 1040629 張家睿 電機系 
105學年度社團評鑑 優等 

（跆拳道社 隊長） 

8 1040655 蕭輔億 電機系 
105學年度社團評鑑 優等 

（跆拳道社 總務） 

 

  



106服務銀質獎章推薦一覽表 

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簡) 事蹟 

1 1040838 陳品樺 社政系 
105學年度社團評鑑 優等 

（向日葵兒童服務社 總幹事） 

2 1040504 張耀升 電機系 
105學年度社團評鑑 優等 

（向日葵兒童服務社 總幹事） 

3 1041236 李廷浩 工管系 
105學年度社團評鑑 優等 

（向日葵兒童服務社 總務） 

4 1031316 邱諭宣 工管系 
105學年度社團評鑑 合格 

（工管系學會 會長） 

5 1031320 范馨柔 工管系 
105學年度社團評鑑 合格 

（工管系學會 總務） 

6 1031013 陳軍同 化材系 
105學年度社團評鑑 合格 

（男宿自治會 會長） 

7 1033160 盧翊榕 社政系 
105學年度社團評鑑 合格 

（女宿自治會 會長） 

8 1041117 黃力格 化材系 
105學年度義工性社團 推薦 

（衛保義工 團長） 

9 1040961 段鑫杰 機械系 
105學年度義工性社團 推薦 

（衛保義工 執行秘書） 

10 1032073 鄭世楷 資傳系 
105學年度義工性社團 推薦 

（輔導義工 副團長） 

11 1033113 王慧筠 社政系 
105學年度義工性社團 推薦 

（輔導義工 執行秘書） 

12 1042431 楊庭維 
管理學院 

財金班 

105學年度義工性社團 推薦 

（生活尖兵 副團長） 

13 1040357 譚勻喬 通訊系 
105學年度義工性社團 推薦 

（生活尖兵 美宣長） 

14 1043127 趙碧伶 社政系 第十五屆元智大使 團長 

15 1042619 周怡萱 

管理學院學士

班(主修：國際

企業) 

第十五屆元智大使 副團長 

16 1032558 呂易臻 

管理學院學士

班(主修：財務

金融) 

第十五屆元智大使 美宣長 

 

  



106體育銀質獎章推薦一覽表 

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簡) 事蹟 

1 1039632 郭又甄 
管理學院學士

英語專班 

2017全國英雄羽球分級賽 1.0級女子組雙打第五名

(106.11.19) 

2 1052305 劉卉蓁 

管理學院學士

班(主修：企業

管理) 

中華民國 106年全國北區(1)分齡游泳錦標賽 18及以上

歲級 200公尺仰式第四名(106.1.21-22) 

3 1042201 韓凱琦 

管理學院學士

班(主修：企業

管理) 

106 年全國 A 大專運動會網球一般混合組第 5 名

(106.05.08) 

4 1052316 蕭宇捷 

管理學院學士

班(主修：企業

管理) 

106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桌球女子個人單打第 4 名

(106.05.09) 

5 1041124 莊雅絜 化材系 
中華民國 106年度全國青少年學生聯賽(第二場)保齡球

錦標賽大專女子組雙人賽第四名(106.05.20) 

6 1041125 趙振儀 化材系 
中華民國 106年度全國青少年學生聯賽(第二場)保齡球

錦標賽大專男子組雙人賽第六名(106.05.20) 

7 1052814 周文玲 

管理學院學士

班(主修：會

計) 

中華民國 106年度全國青少年學生聯賽(第二場)保齡球

錦標賽大專女子組雙人賽第八名(106.05.20) 

 

 

  



 

106 多元技能銀質獎章推薦一覽表 

編號 姓名 系級 學號 事蹟 

1 徐萱 電機系 1030657 符合「元智大學學生獎勵辦法」第六條第七款之規定 

2 王博榕 工管系 1031301 符合「元智大學學生獎勵辦法」第六條第七款之規定 

3 阮碧玉 經管碩 1057213 符合「元智大學學生獎勵辦法」第六條第七款之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