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宜蘭大學 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受獎名單 

編號 科系別 姓名 獎項 獎勵事蹟 學號 

1 外國語文學系 張綺云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11013 

2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甲班 丁于珍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12040 

3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乙班 王國宇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12095 

4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蔡斯恩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14035 

5 土木工程學系甲班 林憲睿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21030 

6 土木工程學系乙班 林庭安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21076 

7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甲班 徐靜如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22010 

8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乙班 邱郁晟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22061 

9 環境工程學系 黃佳瑩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24014 

10 化學與材料工程學系甲班 曾柏翰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23002 

11 化學與材料工程學系乙班 曹定榮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23077 

12 食品科學系甲班 許沛君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32018 

13 食品科學系乙班 陳亮尹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32077 

14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甲班 林家任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33001 

15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乙班 郭蕙瑄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33082 

16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簡嘉俊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31004 



17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鄭孟灝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34002 

18 園藝學系 黃偉俊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35055 

19 電機工程學系甲班 張鈺婕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41028 

20 電機工程學系乙班 古 翰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41063 

21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陳偉銍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42006 

22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周綉樺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642066 

23 資訊工程學系 林聖博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43022 

24 土木工程學系原住民專班 林宥呈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21607 

25 生物資源學院原住民專班 楊媛媛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836201 

26 生物資源學院原住民專班 陳安磊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B0736003 

27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簡愷嫻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C0714013 

28 智慧休閒農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林細竹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C0715016 

29 環境工程學系 陳明正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C0724006 

30 電機工程學系 林聖峯 篤學力行 學業總成績優異 C0741017 

31 外國語文學系 蘇琬淯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11014 

32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乙班 王國宇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12095 

33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蔡斯恩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14035 

34 土木工程學系甲班 王偉丞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21031 

35 土木工程學系乙班 黃家芸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21073 



36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甲班 蔡文馨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22011 

37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乙班 黃詣宸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22094 

38 環境工程學系 李禮安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24038 

39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甲班 呂奇蔚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23005 

4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乙班 李冠賢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23085 

41 食品科學系甲班 黃琬婷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32027 

42 食品科學系乙班 邹少輔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32061 

43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甲班 劉軒佑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33023 

44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乙班 江亭瑾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33106 

45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楊明豪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31018 

46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梁榮希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34060 

47 電機工程學系甲班 楊奕軒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41021 

48 電機工程學系乙班 楊宗祐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41095 

49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楊 騰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42071 

50 資訊工程學系 李若瑄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43007 

51 土木工程學系原住民專班 林宥呈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21607 

52 生物資源學院原住民專班 楊媛媛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836201 

53 生物資源學院原住民專班 吳家榮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36007 

54 生物資源學院原住民專班 曾加豪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B0736005 



55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林  庭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C0714007 

56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簡愷嫻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C0714013 

57 環境工程學系 林安邦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C0724020 

58 電機工程學系 林聖峯 敬業樂群 操行總成績優異 C0741017 

59 智慧休閒農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羅于朕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C0715014 

60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林宜峰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42028 

61 園藝學系 曾婷迎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35030 

62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甲班 廖宜婕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12006 

63 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 吳易霖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R0924010 

64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甲班 侯佳弦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12012 

65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乙班 林佩誼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612102 

66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吳珈臻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34010 

67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徐瑞妤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34016 

68 土木工程學系甲班 張心蘋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21020 

69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甲班 林明秀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33008 

70 電機工程學系乙班 林弘翌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41078 

71 土木工程學系乙班 林奕成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21087 

72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甲班 陳國瑋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12029 

73 食品科學系乙班 林尚一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32106 



74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黃孝榮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42063 

75 電機工程學系 張世傑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C0741014 

76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甲班 丁羿君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12002 

77 食品科學系甲班 楊禹承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32025 

78 食品科學系甲班 趙唯礽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32015 

79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甲班 王紫芸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12016 

8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乙班 何俊德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23064 

81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甲班 王品萱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33015 

82 園藝系 鄭人豪 敬業樂群 在校表現優異 B0735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