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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進修部畢業生畢業典禮

Cheng Shiu University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電話／07-735-8800　http://www.csu.edu.tw

　建築系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水沫》展場設計意發六都中最豪邁的海港都市

場景、海洋曲面流線湧入理性城市，海岸捲起浪花，隨著潮汐交織引流到人

們生活場域，現場昏黃光影撥放海浪聲，參觀者猶如置身黃昏海岸觀展。

《水沫》串聯環境與人為建築間的對話建築系
　視覺傳達設計系《甜甜圈特攻隊》意味甜甜圈需要經歷揉擰、油炸、調

味，才能成為完整自己。26組參展作品分獲青春設計節、金點新秀設計獎及
金點新秀贊助特別數十項入圍肯定，獨特創意和傑出表現，相較設計大學或

學院，毫不遜色。

《甜甜圈特攻隊》獲設計大獎肯定視傳系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緊握扶手》作品分「動畫類」和「遊戲類」，包含偶

動畫、2D、3D動畫、互動遊戲及VR，計28件作品。「緊」發音相近社群網
路常用主題標籤「＃」Hashtag，符號與文字拼貼組合，代表緊握Hashtag就
能緊握機會的新世代。

《緊握扶手》展現數位創新數位系
　應用外語系《火爆浪子》重現美國70年代紅透半邊天的高中校園青春電影
歌舞片，演員表現英語專業，舞蹈、妝彩造型、道具、舞台佈置也是可圈可

點，兩位班導師戲裡軋一角，師生同台演出，令人喝采。

《火爆浪子》舞動校園青春應外系

　幼兒保育系《漢妮的奇幻世界》主角漢妮在奇幻世界探險遇難過程傳達尊

重他人的重要。演出時，演員與高雄地區幼兒園觀眾互動，時光球從舞臺移

到台下，穿梭幼童頭頂小朋友盡情拍打推動，全場歡笑聲此起彼落。

《漢妮的奇幻世界》傳遞愛與尊重幼保系
　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畢業成果動態展「Charming Fashion Show」9組作品顛
覆傳統思維，表達藝術是沒有任何拘束和限制，整體視覺以舞台形態詮釋設

計理念。靜態展「譯夢」擷取時尚元素、結合彩繪技能及異材質創作運用。

《Charming Fashion Show》《譯夢》妝彩系

我們都是

　驕傲的正修人
～ 致110級畢業生

　今天，各位在校完成學業，

無論是二專、二技、四技、碩

士、博士；日間、進修或在職

專班，都是＜正修人＞。在校

園的每個日子，教室課堂習得

專業知能與終身學習態度；學

生社團或自治會和班級活動，

習得人際和諧；藝文融入通識

課程、優美的校園景觀等，潛

移默化人文氣息。

　同學們畢業在即，勉勵大家

持續散發學習熱忱與毅力，勇

於接受各種挑戰，平日言行以

「正心修身」自律，兢業職守

、奮發上進，成為「止於至善

」的＜正修人＞。實務技能奠

定基礎，專業倫理淬鍊態度，

你／妳的自信，腳踏實地；你

／妳的腳步，勇往直前。我正

修，我驕傲！ 
　謹此祝福　前程似錦！

校長 龔瑞璋  謹識

親愛的畢業生們：

　近期《Cheers》雜誌邀請大
專院校校長，推薦辦學績效明

顯成長的大學，本校5度蟬聯
全國大專院校辦學績效Top20
，獲獎事蹟不論在教學品質、

產學合作、系所特色等都有優

異表現。

　遠見雜誌2021「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價調查」公布結果，本

校從上市櫃企業主給予評價脫

穎而出，進入企業最愛大學生

TOP30，私立科大排名第二，
觀光遊憩系學科領域畢業生企

業評價TOP5。連獲兩項社會
頗具公信力機構評價辦學績效

卓越，是學校長期重視實務技

職教育，畢業生謹守職場倫理

，就業力獲得企業主青睞。這

難得榮耀歸於全體師生及校友

群策群力，我們更不能因此自

滿，「好，還要更好！」。

   今年是艱困的一年，全球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
19）疫情尚未減緩，學校遵守
各項防疫規範，學期中難免限

制原有規劃，但各單位仍一本

教育初衷，積極辦理各項活動

，務必停課不停學，無論線上

學習、線上畢業典禮都應用資

訊科技工具避免群聚感染，期

盼本屆畢業生依然留下美好的

大學生活回憶。

　本校連續12年獲「教育部獎
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

越計畫」，連續5年榮獲「教
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連續4年獲教育部「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高額經費補助，

在眾多公私立大學中脫穎而出

，屢次獲得國家大型計畫，挹

注大量教育資源，充實教學設

備，融合「創新」與「務實」

，連結「產業」與「校園」，

建構技職攜手學習環境及培植

各項專業技術人才。



109學年度（110級）

日間、進修部

畢業生榮譽榜
張徽雄、林義傑、陳郁珊、曹智勝、

吳宜樺、趙洧紘、楊佳蕙、胡宇萱、

方曠閔、陳韻先、丘心宜、李侑宣、

林晉宏、黃順興、陳俐穎、潘奕龍

學習楷模獎

李建龍

二技
機械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李東懋

第二名：李孟諺

電機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施志興

第二名：楊景評

工業與工程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許碧苓

第二名：藍奕琁

企業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廖彩吟

第二名：佘　凡

第三名：盧吟秋

資訊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曾科綸

第二名：康有為

幼兒保育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周雅芬

第二名：齊小麗

第三名：呂汶萱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秋對

第二名：鄺厚誠

餐飲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許玉容

第二名：戚鳳庭

第三名：李敏媛

視覺傳達設計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韓詠琍

第二名：莊心怡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江敏英

第二名：董淑瑜

學業優秀獎

莊正宇、趙于慧、李陽貴、林芬香、

蔡淑娟、呂美枝、黃士薰、吳美足、

顏淑雲、楊素秋、呂英綾、陳芳君、

林莉庭

德育優良獎

韓詠琍、廖彩吟、劉睿湘、佘　凡、

陳珮緹、蔡淑娟、周盧吉、蔡秀玉、

康有為、楊景評、許碧苓、李孟諺、

陳芳君、黃琇娟、戚鳳庭、李敏媛、

陳秋對、林盈秀

服務熱心獎

周盧吉、蔡秀玉、陳秋對、劉睿湘、

徐閤芸、許珍妮、王玉如、魏雅秀、

楊又憲、許碧苓、郭宗冬、李家勳、

陳駿仁、古傅春菊、廖彩吟、李孟諺、

簡光明、韓詠琍、鄺厚誠、吳念凡、

黃士薰、江原吉、蘇琬婷、陳鶴翔、

張馨尹、魏雅秀、陳姿君

學習楷模獎

許銀福、周盧吉

勤學楷模獎

鄧秀霞、梁　泗、黃美妙、陳德田

二專
電子工程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曾煜洲

第二名：陳力瑋

機械工程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黃博裕

第二名：蘇晏頡

電機工程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邱智宏

第二名：夏水德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王淑靚

第二名：彭勇智

企業管理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楊詩君

第二名：黃朝慶

第三名：陳玉宣

資訊管理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林宬訢

第二名：莊丞育

休閒與運動管理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孟品

第二名：王琡娟

餐飲管理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俞智琳

第二名：李秀雅

視覺傳達設計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戴子堯

第二名：胡博雅

學業優秀獎

吳明權、林詠琪、李璦齡、林敏專、

陳麗妃、牛　蓉、柯艷秋、王蜀秀、

佘青樺、伊薇˙佳梵達樂、林采怡

德育優良獎

戴子堯、周長志、牛　蓉、吳明權、

余桂華、王蜀秀、楊詩君、呂佩諠、

莊丞育、邱智宏、梁博智、彭勇智、

王麒泰、俞智琳、陳孟品、

服務熱心獎

張良才、林宬訢、林汶靜、夏水德、

黃博裕、陳力瑋、陳孟品、李璦齡、

程宥豪、牛　蓉、陳虹螢、李佳容、

彭勇智

在職專班

碩士班
研究生研究獎

經營管理碩士班／蕭榮明

資訊管理碩士班／林冠州

休閒與運動管理碩士班／吳炫頤

德育優良獎

蕭榮明、林冠州、高永生

服務熱心獎

吳炫頤、蔡昇宏、林永桔

勤學楷模獎

柯一男

日間部

博士班
研究生研究獎

機電工程博士班／林邦傑

碩士班
研究生研究獎

機電工程碩士班／黃一宸

電子工程碩士班／黃浩偉

營建工程碩士班／游弘光

電機工程碩士班／王治中

工業工程與管理碩士班／劉家寶

資訊工程碩士班／邱彥禎

經營管理碩士班／廖志偉

金融管理碩士班／李伊萍

資訊管理碩士班／陳巧芬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碩士班／巫秀萱

休閒與運動管理碩士班／方俊名

幼兒保育碩士班／許馥麗

文創設計與藝術保存碩士班／洪耀文

四技

工學院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俊椿

第二名：陳承志

第三名：蘇筱茜

電子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冠廷、楊玉暄

第二名：許雅雯、張宏瑋

第三名：蔡佳雰、李治軒

機械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郭于琳、巴半多

第二名：吳政穎、柯西馬

第三名：吳晉宇

電機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董威岑

第二名：邱怡樺

第三名：梁博凱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吳宥霆

第二名：何定家

第三名：鄭唯廷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張　宸

第二名：蘇莛雅

第三名：陳柏諺

資訊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育辰、黃光萍

第二名：施瑞邑、紀榮汛

第三名：黃淑靖、梁藝瑩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黃文妤、蔡筱彤

第二名：鄭美琇、張菁芸

第三名：彭育軒

企業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李紫綾

第二名：麥書嫚

第三名：黃佳璇

金融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蔡玉鈴

第二名：莊憶慈

第三名：洪雅筑

資訊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林虹君

第二名：吳泓毅

第三名：陳姿妤

生活創意學院
幼兒保育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邱淑珍

第二名：陳姿妤

第三名：李昱潔

應用外語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林婭瑄

第二名：侯曉燕

第三名：洪嘉勵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周心綸

第二名：吳家珺

第三名：黃志軒

觀光遊憩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李姵麒

第二名：林殷如

第三名：張思雅

餐飲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李佳卉

第二名：簡秀菁

第三名：蔡依琪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王綺萱

第二名：呂怡宣

第三名：江睿軒

視覺傳達設計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洪任賢

第二名：蘇芮瑩

第三名：厲庭妤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吉家瑩

第二名：黃莉雯

第三名：彭紫霜

學業優秀獎

康誌中、張詠舜、李柏勳、陳宇笠、

李士榮、張韶哲、李政穎、吳宇捷、

錢政君、廖建霖、蘇光麗、郭姿吟、

丁海樵、黃亭瑜、羅翊芳、莊佳瑜、

黃詩庭、邱文薏、莊琍雯、唐照凝、

林純瑄、黃其葳、徐　立、李韋郳、

黃煜舜、趙子賢、黃芷淩、吳欣怡、

許素菱、楊靖庭、詹若葶

德育優良獎

林婭瑄、莊琍雯、劉于甄、厲庭妤、

呂怡宣、黃偉桀、張　宸、牟姿霓、

洪雅筑、蔡雅雯、游竣宇、柯君霓、

羅翊芳、郭姿吟、莊珮仟、廖建霖、

陳賢信、黃詩庭、林虹君、簡婷宜、

盧亞男、鐘麒豐、張韶哲、侯諺麟、

張詠舜、許雅雯、閔世維、吳宥霆、

蔡本昱、張晉維、陳宇笠、展　創、

邱淑珍、李昱潔、林庭瑜、楊欣芸、

李佳卉、林殷如、許芷綾、黃其葳、

吳家珺、唐照凝、彭紫霜、許素菱、

莊昕澐、楊玉暄、蔡筱彤、蘭心渝、

雷豐林、黃光萍、宋崇憲、許瑜庭

服務熱心獎

侯諺麟、陳耀任、李惠玲、顧育慈、

柯君霓、李昱潔、陳彥廷、周佳貞、

洪任賢、黃竺安、李韋郳、施靜茹、

廖苡彤、劉于甄、湯宛珊、李幸芷、

何長星

傑出表現獎

林嘉詳、吳育霆、郭于琳、施宇謙、

吳宗勳、黃東科、蔣富洋、謝旻芸、

陳縉酩、黃子芸、郭壁菁、周佳貞、

蘇芮瑩、張銘鈞、康詠翔、邱文薏、

梁耀宸、蔡蕙如、唐漢煌、黃芯瑜

進修部

四技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曾敬翔

第二名：潘俊異

電子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邱綉云

第二名：黃高金覺

機械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建維

第二名：洪毓廷

第三名：張家豪

電機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陸泓廷

第二名：鄭宗庭

第三名：黃國慶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亞靖

第二名：陳俊佑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廖曉玉

第二名：翁曼庭

資訊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慶煌

第二名：李羿廷

國際企業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王子榤

第二名：林慧音

企業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林昀妮

第二名：劉巧瑩

第三名：曹智勝

金融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李建融

第二名：江昱昇

資訊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黃詩云

第二名：許家綾

第三名：黃南芬

幼兒保育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楊佳蕙

第二名：何佳儀

應用外語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張鎧欐

第二名：郭宗欽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吳冠蓁

第二名：吳條源

第三名：林友文

觀光遊憩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李俞靚

第二名：夏珮翎

第三名：徐雅婷

餐飲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王惠珠

第二名：盧琪郡

第三名：潘奕龍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謝靜文

第二名：楊子慶

視覺傳達設計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劉珈均

第二名：石欣白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李宜珍

第二名：丘心宜

第三名：潘慧靜

學業優秀獎

林冠廷、蘇盈隆、許金德、張恩舜、

吳政軒、謝育民、高偉朕、陳韻先、

郭泫滋、陳貞伶

德育優良獎

尤學忠、邱綉云、郭智帆、劉原伯、

陳弘勛、朱家緯、吳仕堂、陳亞靖、

陳銓檡、黃玉鑫、王子榤、曹智勝、

吳宜樺、周庭蕙、許家綾、趙洧紘、

楊佳蕙、秦桂芳、吳條源、林友文、

楊雯晴、吳鎧育、潘慧靜、丘心宜、

宋泓邑、李侑宣、盧琪郡、潘奕龍

服務熱心獎

陳建維、劉原伯、朱家緯、張恩舜、

陳亞靖、宋任勤、曾瀚德、吳承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