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龔瑞璋 校長　　中華民國103年6月14日

一○二學年度（103級）

日間、進修部暨附設院校畢業生畢業典禮

Cheng Shiu University

親愛的畢業生們：

　優質人才攸關國家競爭力，

高等技職教育在培育中小企業

、產業人才，各位在學期間已

習得實務技能，蓄積各種職能

核心能力，畢業後進入職場，

即將開拓就業版圖、築夢人生

，所需的就是校訓「止於至善

」揭櫫的創新力量。

　本校自95年度起獲得教育部

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又於102

年度獲得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

大學計畫補助，能屢次獲得國

家大型計畫，不僅學校辦學獲

得肯定，且挹注大量教育資源

，充實教學設備，例如：新建

的生活創意大樓；「業師協同

教學」鼓勵課程與業界接軌；

以實務為導向的專題製作、校

外實習、業界參訪、各項職級

技能證照輔導等提供職涯探索

；海外實習、參加國內外發明

展、校內外競賽等琳瑯滿目的

學習活動，奠定

同學們就業競爭力。

　今天，各位在校完成學業

，成為高等教育的技職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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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目標在於培育兼具科技與人文

的全人教育，教室課堂習得科

技專業知能與終身學習態度，

藝文融入通識課程、學生社團

或自治活動、優美的校園景觀

等，潛移默化人際和諧與人文

氣息，每個校園生活的日子，

日新又新，時時創新。

　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說：

「不創新，就淘汰」。《大學

》引自湯之盤銘所言「茍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說的都

是同樣道理，有創新的技能和

專業態度，才能創造成功的事

業。大家已拿到一把學習鑰匙

，以在校蓄積之創新力，積極

開拓就業版圖。

　同學們畢業在即，踏入社會

各行各業施展抱負，賀喜之餘

，勉勵全體畢業生持續散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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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技能奠定自信，專

業倫理淬鍊態度，腳踏實地以

創新開拓個人生命繽紛的就業

版圖。謹此祝福

前程似錦！

 校長 龔瑞璋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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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103級畢業生

《新白蛇傳》創新有看頭

《神奇蘋果樹》寓教於樂

《Triangle》創意無限

　102年12月16日盛大登場，透過一把魔

傘，穿越到古今的「白蛇傳」故事，融入

現代元素，讓人耳目一新。

　以高雄在地及南部地區地域性設計出發，結合綠建築

概念為主軸，50組作品近距離與民眾第一線接觸。103

年4月29日於市府四維行政中心主展場，且參與三項全

國性的畢業聯展，藉由四大展覽，展現建築與室內設計

系對設計的熱忱，並與全國相關校系觀摩交流。

　102年12月20日籌備一年的兒童劇上演

，傳達「知足感恩」的重要，呈現又大又

紅的蘋果有些是甜的，有些是酸的，到底

蘋果樹隱藏什麼樣的魔力?

　103年3月24日登場，首屆畢業

展作品即獲業界大師讚賞，跑出

精彩第一棒。

　103年3月11日登場，17件創作涵蓋數

位遊戲、動畫及互動媒體，展現應屆畢業

生實力，獲業界青睞。

　103年4月11日盛裝登場，透過13大

創作主題，配合燈光音效，呈現時尚

彩妝前衛造型，驚艷全場。

《追築(chase up)》呼應在地風情與綠生活

《回鑠》主題

〈抗藝〉公仔受矚目

《界面 Inter Face》 

走秀超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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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榮譽榜
日間、進修部暨附設院校

　【本刊訊】103級畢業晚會

《螢光之旅、下一站啟程》於5
月8日晚6:30在活動中心登場，

聲光效果十足，「HI」翻天！

　畢業晚會找來電台DJ小彬主

持，小彬一登場就用幽默的話

語和現場同學互動，同學笑聲此

起彼落，晚會現場四周更懸掛大

型螢光布縵，許多同學一進到

會場，宛如走進鬼屋探險主題樂

園，既新鮮又有趣。

　重金屬演唱風格的八三夭樂團

一出場，將氣氛帶到高潮，流行

的旋律，加上獨樹一格的編曲技

下一站 啟程

畢業晚會《螢光之旅》

巧，既有獨立創作樂團風味，又

不失流行元素，「最好的結局」

唱出畢業學子心聲，希望畢業生

有最好的結局，再創人生新旅程

碑。

　當耳熟能詳「暫時的男朋友」

樂音響起，現場同學隨即舉起

手中的螢光棒高喊「嚴爵、嚴

爵」，尖叫聲此起彼落，演唱

「你是我的籃板球」時，更是引

發同學共鳴，不由自主的跟著啍

唱起來，此時，嚴爵除在台上彎

腰與同學握手外，所興直接走下

台與同學第一線接觸，邊唱邊和

粉絲握手互動，氣氛「HI」到

最高點。

　原住民歌手家家演唱電視劇

「蘭陵王」主題曲《命運》時，

將麥克風指向台下，要同學和她

一起唱，互動相當熱絡，離場

前，家家以「粉」可愛的飛吻和

大家道別。

　放棄在美發展機會回台、被

稱為饒舌界鄧麗君的女歌手Miss 
ko也來到現場，肢體語言豐富，

一開唱就讓全場沸騰，同學一起

和Miss Ko 打節拍，更有人在場

邊隨節拍跳起舞來。

　陸西南交通大學建築系劉姓交

換生說，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明

星的畢業晚會，大家擠在一起揮

手、唱歌，真的很開心。

　國際企業系應屆畢業生小妮表

示，馬上就要畢業了，很感謝學

校舉辦這麼令人印象深刻的畢業

晚會，好不捨得〈正修〉喔！

從搖晃人生到「泳」不放棄

的生命「泳」士
　因早產造成腦性麻痺，八歲

才會走路，走起路來搖搖晃晃

，常被同學取笑。國中時接觸

游泳，陸續參加縣市級比賽，

獲得優異成績

，也考上游泳

教練證照，學

習主動走向人

群。目前已考

取本校資訊管

理研究所，期

盼自力更生。

堅持以舞蹈傳遞生命鬥志、激勵人心
　16歲那年，在舞蹈比賽舞台上昏倒，

醫生判定「心臟右心室纖維化」，治療

過程憑著毅力與母親的愛，堅持不吃止

痛藥，重新站上舞台。後因表演傷到膝

蓋韌帶，又更換人工關節，再次克服上

天的考驗。她經常參加各項義演，遠赴

柬埔寨擔任醫療義工，藉由自己的故事

鼓勵大家珍惜生命。

弱視芳療師，以經絡按摩激勵視障朋友
　國三那年被診斷出罹患視網膜病變，無法

治療且持續惡化終至失明。目前在高雄自己

創業開設經絡按摩中心，又擔任高雄市視

障關懷協會視障者芳療教師。因視力不便，

二專畢業十年後考上本校，完成重回校園夢

想，她希望未來能幫助更多視障朋友自立。

日間部企業管理系林濃濃

附設院校二技企業管理

系周佳錡(右)

學習楷模

日間部休閒與運

動管理系林冠志

日間部
工學院學業特優獎四技
第一名：鄭竹翔
管理學院學業特優獎四技
第一名：陸玫諭
生活創意學院學業特優獎四技
第一名：陳宜湘

碩士班
研究生研究獎
營建工程碩士班／陳品親
電子工程碩士班／林偉棋
機電工程碩士班／鄭羣耀
電機工程碩士班／蕭振宏
工業工程與管理碩士班／李弘鈞
資訊工程碩士班／張馨方
經營管理碩士班／鍾廷鋒
資訊管理碩士班／蔡至軒
財務金融碩士班／莊賀萍
休閒與運動管理碩士班／李晁慶
傑出表現獎／蕭振宏

四技

工學院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巫毓翊
第二名：林家賢
第三名：林宜臻
第四名：徐郁傑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馮長治
第二名：李晉緯
第三名：王信翔
第四名：資玉廷
電子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吳建勳、林彥何
第二名：吳健仁、郭明源
第三名：鄭博宇、顏宓怡
第四名：吳珮羚、楊智元
第五名：李溫仁
第六名：劉照文
機械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謝瑋宸、劉永勝
第二名：黃振嘉
第三名：陳彥廷

第四名：曹尤清
第五名：蔡誠陽
第六名：蕭光宇
電機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鄭光益
第二名：鄭光祐
第三名：蔡鎮宇
第四名：李柏賢
第五名：鄭安志
第六名：蔡曜遠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楊佳霖
第二名：楊玉琳
第三名：陳克倫
第四名：鍾沅霖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謝宜蓁
第二名：蔡月萍
第三名：莊智柔
第四名：劉馨喻
資訊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鄭竹翔
第二名：林鉦麒
第三名：蕭鈺倫
第四名：周郁昇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郭俊佑
第二名：李思葦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陸玫諭
第二名：陳庭苡
第三名：張凱期
第四名：林　靈
第五名：詹哲銘
第六名：宋姿蓓
企業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戴瑋萱
第二名：廖彗坊
第三名：張硯涵
第四名：李佳萍
第五名：張嬿婷
第六名：周聖智
資訊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家華
第二名：葉俊宏
第三名：盧君龍
第四名：陳旻琪

金融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郭芳瑩
第二名：方婉婷
第三名：洪嘉聯
第四名：陳俐均

生活創意學院
幼兒保育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宜湘
第二名：鐘怡茹
第三名：蔡蕙如
第四名：林思妤
應用外語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林昀臻
第二名：劉育婷
第三名：陳冠儒
第四名：李宛倫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謝宜君
第二名：吳美玲
第三名：郭建佑
第四名：樓乃箴
觀光遊憩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筱諭
第二名：蔡政廷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王寶凰、黃喜源
第二名：吳宜娟、曾婉瑜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力雅芸
第二名：郁肇倫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顏郁修
第二名：廖怡佳
第三名：林彥妤
第四名：周雅婷
傑出表現獎
陳治宇、林坤興、田鍵愷
林鈺樺、王惠敏、洪郁涵
德育優良獎
林宜臻、胡高銘、賴耿豪
陳昱達、林峻瀚、邱志軒
李溫仁、郭又誠、蘇孟暐
林佳宏、陳治宇、李柏賢
胡竣國、楊玉琳、楊佳霖
林　靈、陳鈺樺、陳庭苡
陳冠宇、蕭雅筑、戴瑋萱
袁梅玉、李宜靜、林思妤

洪郁涵、賴建志、蔡怡玲
劉育婷、陳宇慶、周怡妏
呂思慈、劉建呈、鄭沛宜
鄭竹翔、趙懷逸、田鍵愷
曾美樺、蔣慧婷、鐘宜樺
顏郁修、蔡庭嘉
服務熱心獎
張怡文、黃奕學、楊佳霖
鄭竹翔、黃盈仁、吳培榆
杜崇宇、蘇薇霖、林政宇
杜羽容、張菀芸、陳奕臻
呂思慈、鄭沛宜、吳雅婷
林思妤、高儷庭、蔡蕙如
黃博亞、陳玫妦、劉仁章
學習楷模獎
林濃濃、林冠志

二技
企業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林佳慧
第二名：郭業蘋

二專
國際貿易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蔡佳錡
企業管理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尤榕禧
第二名：周玉婷

進修部
工學院學業特優獎四技
第一名：黃慶
管理學院學業特優獎四技
第一名：楊政展
管理學院學業特優獎二技
第一名：楊愉妃
生活創意學院學業特優獎四技
第一名：陳彩珠

四技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游芝玲
第二名：許勝豪
電子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楊騰寓
第二名：林振弘
第三名：沈義挺
第四名：李和原
機械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淑芳
第二名：李祥豪
第三名：黃勇寶
第四名：林欣慧
電機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清祥

第二名：吳宗淵
第三名：陳振國
第四名：王勝良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邱文亭
第二名：柯政豪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彭娸玫、鐘永龍
第二名：方怡評
資訊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黃慶
第二名：莊家榮
第三名：羅修政
第四名：劉文賢
國際企業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謝靜宜
第二名：陳毓麟
企業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楊政展
第二名：白佳幼
第三名：郭俊延
第四名：李欣穎
第五名：黃俊傑
第六名：陳雅貞
金融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朱育瑾
第二名：林裕嬌
資訊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卓孝融
第二名：劉弘貴
第三名：吳苡菲
第四名：張心玲
第五名：于麒芳
第六名：李昭慧
幼兒保育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彩珠
第二名：李宜恩
第三名：龔懿增
第四名：高郁華
應用外語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洪詩涵
第二名：陳品蓉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柯明緯
第二名：陳玠旬
第三名：吳竑毅
第四名：賴思妤
第五名：郭淑惠
第六名：翁誼貞
觀光遊憩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賴怡婷
第二名：張瑜珊
第三名：黃雅君
第四名：林汶良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邱頌唯
第二名：陳羚萱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林雅心

第二名：黃毓甯

第三名：林雅淳

第四名：林美如

德育優良獎

鍾璧卉、楊騰寓、陳盃僥

林欣慧、林宗賢、陳振國

陳泳楠、翁敬哲、黃品嘉

黃元孝、郭俊延、張揚妍

李欣穎、李宜恩、方雀青

卓孝融、吳苡菲、劉弘貴

陳家德、林裕嬌、郭淑惠

柯明緯、柯宗良、莊家榮

李界廷、林汶良、徐嘉雯

陳靜宜、林雅心、何柏萱

服務熱心獎

簡慧珍、李信豪、陳振國

李宗勳、賴怡婷、卓孝融

楊政展、柯明緯、鍾璧卉

楊騰寓、陳靜宜、黃家宇

李界廷、柯宗良、邱文亭

方士榕、張揚妍、許家瑜

徐嘉雯、林紀良、蔡宗庭

林子勤、陳乃榮、楊泓諭

黃毓甯

二技
企業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楊愉妃
第二名：楚璦文
德育優良獎／楊愉妃

週六日班
機械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邱世杰

第二名：王鵬程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莊雅筑

第二名：曾雅慧

企業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馬春菜

第二名：金恩薇

第三名：蘇友章

第四名：湯詠程

資訊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劉敬哲

第二名：李重儀

幼兒保育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施惠娟

第二名：張秋蕙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李松耀

第二名：李月琴

第三名：吳炫頤

第四名：彭文俞

德育優良獎
張健凱、范家瑋、蘇友章
湯詠程、吳炫頤、李松耀
徐蕙愛、林育賢
服務熱心獎
謝明樺、邱世杰、張健凱
莊雅筑、李松耀、施惠娟
楊偉成

回流專班
幼兒保育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吳美姬
第二名：黃昭惠
德育優良獎／吳美姬
服務熱心獎／沈昭伶、吳美姬

附設院校
工學院學業特優獎二技
第一名：莊雅筑
工學院學業特優獎二專
第一名：李桂櫻
管理學院學業特優獎二技
第一名：劉憲政、馬春菜
管理學院學業特優獎二專
第一名：蘇娟玲
管理學院在職專班學業特優獎四技
第一名：王至信
生活創意學院學業特優獎二技
第一名：胡廷芬、吳美姬
　　　　李松耀
生活創意學院學業特優獎二專
第一名：陳怡明
生活創意學院在職專班學業特
優獎四技
第一名：劉高旗

二技
企業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劉憲政
第二名：蔡淑貞
第三名：葉朝宗
第四名：鄭宜芳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胡廷芬
第二名：陳姵汝
傑出表現獎／黃雅慧
德育優良獎／胡廷芬
陳秀玲、蔡淑貞、劉憲政
服務熱心獎／黃鼎軒、劉憲政
學習楷模獎／周佳錡

二專
機械工程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錢庭誠

第二名：蔡兩都

電機工程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沈宜萱
第二名：馮世良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李桂櫻
第二名：許惠美
企業管理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蘇娟玲
第二名：劉雲鳳
第三名：余冬香
第四名：王瑞芳
第五名：張凱萍
第六名：吳宜芳
第七名：李宥葵
第八名：施雪美
資訊管理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鄭芙蓉
第二名：吳炎達
休閒與運動管理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怡明
第二名：黃寶彤
第三名：蔡淑梅
第四名：許美羚
德育優良獎
蔡兩都、馮世良、吳炎達
許偉峰、吳宜芳、李季娟
翁榮燦、劉雲鳳、陳怡明
黃寶彤、 武良
服務熱心獎
蔡兩都、馮世良、許惠美
尤思淳、吳宜芳、許偉峰
劉懿馨、魏罐罐、李金雲
王子文、余東香、許美羚
蔡淑梅、陳怡明、鍾依璇
林碧蓮、袁　榕、王冠文

在職專班

碩士班
研究生研究獎
經營管理碩士班／鍾奇旭
資訊管理碩士班／許荐為
休閒與運動管理碩士班／王新隆
服務熱心獎／黃楊雅玲

四技
企業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王至信
第二名：黃雅慧
觀光遊憩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劉高旗
第二名：陳慶麟
德育優良獎
許福利、蔡政恩
服務熱心獎
蔡政恩、張麗利、陳伯丞
李明杰、楊宗翰、劉高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