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入學獎勵

iPadmini 頒贈典禮暨教育訓練 

一、依據：103 學年度入學獎勵實施辦法辦理。 

二、獲獎資格：103 學年度入學【碩士一般生、申請入學、推甄成績優異】

           且完成註冊之新生。推甄得獎名單請參閱附件。 

      碩士與申請入學者因全數獲獎，故不另外公告名單。   

三、頒獎時間：103 年 9 月 26 日(五)13 點報到，請準時入席。 

四、頒獎地點：人文大樓九樓 正修廳。 

五、注意事項： 

 1.請攜帶【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以利核對身份。 

 2.請攜帶【原子筆、修正液】以利填寫相關文件。 

 3.現場進行 iPadmini 設定與教育訓練，並提供公假(第六、七節)。 

六、如有問題，請洽行政大樓三樓招生組。 

 

恭禧得獎同學  



103 學年度 推甄入學 獲獎名單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王惠萱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唐浩耕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傅子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謝沛錦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謝瑋銘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沈忠翰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朱冠樺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高郁盛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蕭紹廷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康恩碩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陳彥融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胡萱怡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詹易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林廷沅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空間資訊組 方元廷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吳星樺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空間資訊組 李芳寧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陳韋杰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陳品維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陳雅淇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蔡聖麒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劉鴻慶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李時慶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林家瑜 

電子工程系綠能科技應用組 洪坤任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翁于晴 

電子工程系光電組 葉哲華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黃柏凱 

電子工程系光電組 王耀霆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林憶萍 

電子工程系光電組 郭卜銓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陳品亘 

電子工程系光電組 賴炫銘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陳羽雯 

資訊工程系 鄭元凱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林琪容 

資訊工程系 李俊輝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張鎧筠 

資訊工程系 李維倫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謝羽琳 

資訊工程系 翁柏丞 

 

國際企業系國際經營組 傅均惠 

資訊工程系 李宜芳 

 

國際企業系國際經營組 許珂瑋 

資訊工程系 黃建晨 

 

國際企業系國際經營組 蔣佳琳 

資訊工程系 黃靖軒 

 

國際企業系國際經營組 翁薆佳 

資訊工程系 王靖昀 

 

國際企業系國際經營組 趙雅婷 

資訊工程系 林俊佑 

 

國際企業系國際經營組 梁庭維 

資訊工程系 洪鈺智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黃寶玉 

資訊工程系 李冠樟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李汶怡 

資訊工程系 王全瑀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黃慧茹 

機械工程系精密製造組 陳岳昇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林佑彥 

機械工程系精密製造組 陳文彬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梁婉柔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張雨哲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陳佳鈴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吳祐嫺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蘇婉婷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劉晏廷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盧秋雲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陳宇誠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陳芯儀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洪晨祐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謝長樺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邱修生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陳巧蓉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戴瑋克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蕭文婷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程家威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吳巧珊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黃翊紘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陳啟泉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陳俊宏 

 

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黃彥傑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湯博任 

 

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劉雁怡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曹晏誠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林晉宇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許為翔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柯奕廷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李侑晉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白沛蓁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薛宇修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蔡孟軒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王昶竣 

 

金融管理系金融行銷組 楊怡珊 

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林育名 

 

金融管理系金融行銷組 徐立軒 

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楊菀琦 

 

金融管理系財富管理組 范斯涵 

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翁得瑋 

 

金融管理系財富管理組 潘妤茜 

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李孟益 

 

金融管理系財富管理組 李俊緯 

電機工程系產業技術組 許邑豪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洪于婷 

電機工程系產業技術組 邱勝柏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楊智丞 

電機工程系產業技術組 陳禹豪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王李家維 

電機工程系產業技術組 王畯立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李宜庭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蔡朝揚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蕭文琳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陳冠丞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黃瑄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陳梓雲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鄭立杰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賴秉琛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許維真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徐姣怡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許智鈞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林欣玉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黃暐杭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李忠穎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劉佳臻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傅湘婷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郭怡暄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廖予婷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丘依巧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許景翔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呂莉靖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劉玉佳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葉子嫻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林貞汝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洪偉玲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張尹華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石向廷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王靜妤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陳家蒂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唐資涵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徐子寒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李昕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盧虹亦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鄭玉卿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王姿翔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盧怡璇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東婉瑜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謝懿瑄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余珮綾 

 

餐飲管理系 林佳蓁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馮姿綺 

 

餐飲管理系 郭韋汝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郭沛綺 

 

餐飲管理系 林智勇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林薇雅 

 

餐飲管理系 莊政翰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李知育 

 

餐飲管理系 鄭郁萱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潘郁玉 

 

餐飲管理系 梁馨尹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張簡佳柔 

 

餐飲管理系 藍紹瑋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賴雨婕 

 

餐飲管理系 陳沛妤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楊子賢 

 

餐飲管理系 謝曜鴻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薛聿庭 

 

餐飲管理系 楊雅涵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洪淑綾 

 

餐飲管理系 陳裕憲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周尚緯 

 

餐飲管理系 屠嘉元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沈宜靜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標伃辰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吳書蜜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林家伃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劉軒彤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琬姍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紀松伶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王憶庭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郭怡君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郭韋哲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陳宛翎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韻琤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藍士凱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劉宸均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劉蘊德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 陳宥緯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黃仰君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 陳韻如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賴瓴蓁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卓霈婷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李沅翰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黃婉慈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王志剛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陳思涵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郭羿妏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周美伶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邱蔚雯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張嘉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