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梵大學 第 24屆畢業典禮 頒獎名單 

 

上午場 

No. 系(所) 姓名 

1 中國文學系 林○妍 

2 外國語文學系 A班 戴○珈 

3 外國語文學系 B班 蔣○芸 

4 哲學系 周○廷 

5 佛教學系 何○諦(釋○雲) 

6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A班 曹○銘 

7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B班 朱○荷 

8 機電工程學系 金○ 

9 電子工程學系 李○翊 

10 資訊管理學系 A班 王○宏 

11 資訊管理學系 B班 吳○愷 

下午場 

No. 系(所) 姓名 

1 建築學系 余○蕾 

2 工業設計學系 產品設計組 A班 曾○菩 

3 工業設計學系 產品設計組 B班 潘○希 

4 工業設計學系 交通工具設計組 張○為 

5 美術與文創學系 美術創作組 許○嫻 

6 美術與文創學系 文創設計組 孫○甯 

7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 環境防災組 曾○倫 

8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 環境設計組 張○淳 

 

◎華梵大學 105學年度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學業總成績各班第一名 



 

 

 

 

 

 

 

上午場 

No. 系(所) 姓名 

1 中國文學系 蔡○容 

2 外國語文學系 碩士班 潘○民 

3 外國語文學系 A班 郭○雅 

4 外國語文學系 B班 李○恬 

5 哲學系 碩專班 傅○琴 

6 哲學系 碩士班 黃○汗 

7 哲學系 陳○謙 

8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碩專班 林○麗 

9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碩士班 黃○雲 

10 佛教學系 張○文 

11 機電工程學系 碩士班 林○翔 

12 機電工程學系 許○丞 

13 電子工程學系 碩士班 陳○霖 

14 電子工程學系 李○翊 

15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碩專班 廖○筠 

16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碩士班 陳○瑋 

17 機電工程學系 碩士班 林○翔 

18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A班 林○旻 

19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B班 許○渝 

20 資訊管理學系 A班 李○達 

21 資訊管理學系 B班 古○綺 

◎傑出表現獎 



 

 

 

 

下午場 

No. 系(所) 姓名 

1 建築學系 林○桓 

2 工業設計學系 生活科技產品設計組 姚○學 

3 工業設計學系 藝術創作組 陳○如 

4 工業設計學系 交通工具組 柯○翔 

5 
工業設計學系 

時尚產品設計組 
趙○如 

6 美術與文創學系 美術創作組 陳○豪 

7 美術與文創學系 文創設計組 江○勳 

8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 A班 王○翰 

9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 B 班 陳○君 

 

 

                

 

 

上午場 

No. 系(所) 姓名 

1 機電工程學系 張○誠 

2 資訊管理學系 碩士班 李○智 

下午場 

No. 系(所) 姓名 

1 工業設計學系 簡○仰 

2 美術與文創學系 吳○華 

 

 

 

 

◎傑出表現獎 

◎熱心服務獎 



 

 

 

 

 

上午場 

No. 推薦單位 系(所) 姓名 

1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陳○竹 

2 文學院 哲學系 黃○汗 

3 工程暨管理學院 機電工程學系 張○語 

4 工程暨管理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楊○旭 

5 佛教學院 佛教學系 林○竫(釋○慈) 

6 佛教學院 佛教學系 范氏○鸝(釋○藏) 

下午場 

No. 推薦單位 系(所)別 姓名 

1 藝術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黃○豪 

2 藝術設計學院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 陳○恩 

 

 

 

 

 

 

 

 

 

 

 

 

 

 

 

 

 

 

 

◎傑出創意獎 



 

 

 

 

 

上午場 

No. 系(所) 姓名 

1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博士班 潘○美 

2 機電工程學系 博士班 洪○哲 

3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碩士班 林○麗 

4 中國文學系 碩士班 徐○璽 

5 哲學系 碩士班 陳○輝 

6 電子工程學系 碩士班 李○竑 

7 中國文學系 林○妍 

8 哲學系 周○廷 

9 機電工程學系 金○ 

10 資訊管理學系 王○宏 

11 佛教學系 何○諦(釋○雲) 

下午場 

No. 系(所) 姓名 

1 美術與文創學系 碩士 郭○示 

2 建築學系 學士 余○蕾 

3 工業設計學系 學士 潘○希 

4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 學士 張○淳 

 

 

 

 

 

 

 

 

◎華梵大學 106年度斐陶斐榮譽學員 



 

 

 

 

 

上午場 

No. 代表學位 系(所) 姓名 

1 博士代表 機電工程學系 洪○哲 

2 碩專代表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林○麗 

3 碩士代表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黃○雲 

4 學士代表 外國語文學系 戴○珈 

5 陸生代表 機電工程學系 金○ 

下午場 

No. 推薦單位 系(所)別 姓名 

1 碩專代表 建築學系 陳○光 

2 碩士代表 美術與文創學系 郭○示 

3 學士代表 美術與文創學系 許○嫻 

4 陸生代表 建築學系 余○蕾 

 

 

 

 

 

 

 

 

 

◎正冠代表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