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人文學院 

宗教學研究所 

姓名 104-106 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鍾桂香 105 學年錄取本校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博士班 

蔡富澧 105 學年錄取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班 

林宇雋 榮升宜蘭縣政府消防局廣興消防分隊 小隊長 

林宇志 106 年榮升宜蘭縣政府消防局五結消防分隊 小隊長 

釋空行 105 年考取臨床佛教宗教師 

釋純真 錄取淡江大學英文研究所博士班並獲得獎學金 

毛帝勝 錄取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班 

許秋剩 錄取華梵大學東研所博士班 

周是忠 碩士班周是忠考取佛光大學中國文學應用學系博士班 

外國語文學系 

姓名 104-106 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廖怡甄 104 學年錄取佛光大學外文系碩士班 

羅婉琦 104 學年錄取佛光大學外文系碩士班 

蕭涵憶 105 學年錄取佛光大學外文系碩士班 

蕭涵憶 105 學年錄取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碩士班 

何星瑩 106 學年錄取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學習與教學組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姓名 104-106 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楊夢怡 104 學年度錄取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班 

呂佳穎 104 學年度錄取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班 

林侑萱 104 學年度錄取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班 

林敬棠 104 學年度錄取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班 

吳俊億 104 學年度錄取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班 

邱孟宗 104 學年度錄取佛光大學管理學系碩士班 

陳家軒 104 學年度錄取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班 

藍子雯 104 學年度錄取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班 

吳臻 104 學年度錄取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班 

呂振嘉 
106 學年度錄取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李曄 106 學年度錄取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羅凰元 
106 學年度錄取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

文學系碩士班 

歷史學系 

姓名 104-106 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胡凱宇 金門縣金城鎮鎮民代表 

毛帝勝 104 學年錄取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 

楊宛琪 
104 學年錄取國立台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碩士班、國立中正大學歷

史學系研究所 

張玉潤 
104 學年錄取國立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美術史組、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丁組、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林頎勛 104 學年錄取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班 

郭承書 104 學年錄取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 

黃韋智 104 學年錄取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 

陳昀 104 學年錄取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閻懷玄 105 學年錄取彰化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 

黃蕙如 105 學年錄取大陸中國人民大學 歷史學院 中國古代史 博士班 

李奕忞 105 學年錄取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 

鍾國豪 105 學年錄取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王淞 105 學年錄取台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碩士班 

蘇哲誠 105 學年錄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班 

蔡牧原 105 學年錄取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梁晉嘉 105 學年錄取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蘇靖婷 105 學年錄取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蔡育霖 105 學年錄取中國文化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 

藍愉婷 
105 學年度錄取大陸華東師範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学系中國史博

士班 

毛帝勝 106 學年錄取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 

曾志昇 106 學年錄取台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黃昭翔 106 學年錄取中正大學歷史學碩士班 

李依儒 106 學年錄取台市北大歷史與地理學碩士班、佛光歷史學系碩士班 

蘇哲誠 106 學年錄取日本關西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 

王智元 106 學年錄取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 

周明杰 106 學年錄取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 

陳顥 106 學年錄取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 



陳怡歆 106 學年錄取台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鍾國豪 106 學年錄取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2.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社會學系 

姓名 104-106 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游淑珣 宜蘭縣礁溪國中校長 

陳金山 宜蘭縣南澳高中學務主任 

蔡文益 宜蘭縣議員 

李志鏞 宜蘭縣議員 

謝燦輝 冬山鄉鄉長 

陳進煌 宜蘭縣議會議事組主任 

蕭興南 台中市警五分局副分局長 

熊美玲 善牧基金會宜蘭外展中心主任 

胡碧雲 慈懷園主任 

李建清 慈懷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秘書 

李後進 珍珠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簡淑慧 金車教育基金會執行秘書 

陳英俊 社團法人宜蘭縣愛加倍關懷協會常務監事 

林秀鳳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社會資源處處長 

簡龍裕 宜蘭縣礁溪鄉獅子會會長 

黃麗鴦 社團法人宜蘭縣康復之友協會理事長 

謝靜文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老人及身心障礙福利科社工員 

林怡君 錄取 105 年佛光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 

梁峻榮 錄取 105 年光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 

梁峻榮 錄取 105 年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碩士班 

江佳穎 錄取 105 年東華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 

徐  緯 錄取 105 年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碩士班 

高誌廷 錄取 106 年佛光大學管理學系碩士班 

洪翊倫 錄取 106 年佛光大學管理學系碩士班 

羅文鴻 錄取 106 年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碩士班 

游輝翌 錄取 106 年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林彥君 錄取 106 年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碩士班 



張耿健 錄取 107 年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應用經濟學系 

姓名 104-106 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林雅芝 104 年考取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財務暨會計組博士班 

鍾仕胤 104 年考取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財務暨會計組博士班 

陳佩樺 104 年考取國立台北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班 

易宗緒 104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所 

徐珮慈 104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所 

歐怡君 104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所 

劉宇婕 104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所 

林詩嘉 104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所 

張文奇 104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所 

蔡孟娟 104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所 

王馨怡 104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所 

王友軒 104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所 

梁正衡 104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所 

許紘源 104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所 

孫以軒 104 年考取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甲組 

張皓翔 105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碩士班 

歐怡君 105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碩士班 

劉宇婕 105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碩士班 

張文奇 105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碩士班 

李承軒 105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碩士班 

陳俊傑 105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碩士班 

易宗緒 105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碩士班 

徐珮慈 105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碩士班 

林詩嘉 105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碩士班 

蔡孟娟 105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碩士班 

王馨怡 105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碩士班 

陳婷玉 105 學年度考取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貿易所 博士班 

林聖閔 105 學年考取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博士班及私立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班 

丁伊寧 106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李承澤 106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洪婉庭 106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顏伊羚 106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曾馨慧 106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詹前宣 106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程筑筠 106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陳君豪 106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姚佳妏 106 年考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余亞諺 106 年考取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周柔均 106 年考取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研究所 

張凱駿 106 年考取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研究所 

丁伊寧 考取美國威奇托州立大學-碩士班 

蕭沂鎮 合作金庫宜蘭分行二等授信襄理 

羅筱華 宜蘭冬山鄉鄉公所清潔隊隊長 

許士元 台灣東陶(TOTO)股份有限公司營業推進一部 部長 

鄭宇薇 106 年晉升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主任 

陳建文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李禹德 林信華縣長候選人秘書 

劉禹恒     考取美國飛行員學校 

賴彥辰 考取陽明醫院研究所 

吳忠霖 旺旺集團-區域主任 

管理學系 

姓名 104-106 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林文宏 國防醫學院生醫資訊學博士後研究員 

李長珊 升任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行銷科長/農業處企輔科科長 

簡松樹 續任宜蘭縣五結鄉鄉長 

林  麗 宜蘭市市民代表 

江添盛 南澳鄉鄉民代表 

黃龍冠 宜蘭縣社會處處長/聖嘉民照顧中心院長 

沈明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人力資源組博士候選人 

劉富美 宜蘭縣工旅處副處長/宜蘭縣財稅局局長/宜蘭縣政府參議 

許家明 台灣銀行金門分行經理/宜蘭分行經理 

林友杰 宜蘭縣礁溪國中校長退休 

陳政廷 宜蘭縣冬山國小校長 

謝理仰 中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助理教授 

林衍伶 佛光大學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吳紅菊 國立頭城家商實習主任 

陳佩嬅 104 學年考取台北大學經濟所博士班 

林雅芝 104 學年考取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財務暨會計組博士班 

鍾仕胤 104 學年考取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財務暨會計組博士班 

張勝相 105 年晉升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襄理 

楊士霆 105 年晉升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主任 

耿澐鍾 105 年晉升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主任 

詹德冠 105 年晉升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主任 

鄭宇辰 105 年晉升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主任 

柯詩桐 105 年晉升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主任 

許鎧泰 105 年晉升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主任 

陳正達 105 年晉升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諾華通訊處-業務代表 

林佩穎 105 年晉升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店長 

火光宗 取得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管理學博士學位 

林哲睿 106 年晉升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主任 

莊雅淇 創業乾燥花公司-花研院 Flower institute 

耿澐鍾 106 年晉升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襄理 

鄭宇辰 106 年晉升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襄理 

許仁寧 106 年晉升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富豪內湖分處-主任 

林智培 頭城農場業務主任 

陳玉衡 宜蘭悅川酒店餐飲部羅琳西餐廳副領班 

心理學系 

姓名 104-106 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蔡孟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班 

蔡秉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班 

蔡孟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班 

何柏翰 國立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劉珈妤 錄取佛光大學 104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馬宗民 錄取佛光大學 104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王倫婷 錄取佛光大學 104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陳毓臻 錄取佛光大學 104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余韋澄 錄取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4 學年度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歐貞吟 錄取佛光大學 105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胡翠珉 錄取佛光大學 105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鄭清樺 
錄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5 學年度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教育心理學

組 

陳姵臻 錄取佛光大學 106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林佩萱 錄取佛光大學 106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林冠忻 錄取佛光大學 106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高詩姮 錄取佛光大學 106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陳姿廷 錄取佛光大學 106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簡少宇 錄取佛光大學 106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林怡如 錄取國立中正大學 106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 

陳愉珺 錄取國立清華大學 106 學年度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工商心理學組 

張淑淳 錄取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6 學年度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彭聲傑 考取 103 年度臨床心理師 

詹志鴻 考取 104 年度普通考試人事行政類科 

盧東煒 考取 105 年度臨床心理師 

黃盈霓 考取 105 年度諮商心理師 

林冠忻 錄取國立台北市立大學 107 學年度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余英豪 錄取國立宜蘭大學 107 學年度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儲祥怡 錄取國立嘉義大學 107 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張凱傑 錄取國立政治大學 107 學年度神經科學研究所 

侯學新 錄取國立成功大學 107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 

張甯凱 錄取國立台北大學 107 學年度社會學系碩士班 

張翌宣 錄取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犯罪防制學系碩士班 

劉雅虔 錄取淡江大學 107 學年度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班 

陳兢浦 錄取中原大學 107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 

黃麒紋 錄取佛光大學 107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徐莉雯 錄取佛光大學 107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黃苡婷 錄取佛光大學 107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陳平文 錄取佛光大學 107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趙阡羽 考取 107 年度高考護理師 

公共事務學系 

姓名 104-106 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林聰賢 宜蘭縣長 

江聰淵 宜蘭市長 

黃定和 宜蘭縣議員 



陳傑麟 宜蘭縣議員 

林岳賢 宜蘭縣議員 

江碧華 宜蘭縣議員 

林成功 宜蘭縣議員 

陳鴻禧 宜蘭縣議員 

陳俊宇 宜蘭縣議員 

邱嘉進 宜蘭縣議員 

黃素琴 宜蘭縣議員 

林進財 民進黨宜蘭縣黨部主委 

袁公瑜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連志峰 頭城國中校長 

王永順 力行國小校長 

陳淑蘭 宜蘭縣社會處副處長/考取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班榜首 

吳彥樑 考取都市更新推動師 

王識愷 鐵路人員考試佐級養路工程類科及格 

許素英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人事行政類科及格 

林麗郁 地方特考三等一般民政類科及格 

王上尹 中華民國農會聘任人員考試錄取 

石佳玉 公務人員普考人事行政類科及格 

石佳玉 地方特考三等人事行政類科及格 

張宇震 公務人員普考一般行政類科及格 

莊朝澄 鐵路人員考試佐級養路工程類科及格 

蘇銘佑 地方特考三等一般行政類科及格 

蔡雅涵 104 學年考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班 

張志翔 104 學年考取國立台南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經營與管理碩士班 

賴中為 104 學年考取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班 

鄭芷婷 考取韓國梨花女子大學中文學系碩士班/考取韓國慶熙大學韓文學系碩士班 

黃毓恆 考取中國文化大學 105 學年度政治學系博士班 

繆子琳 考取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105 學年度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碩士 

林聰賢 2016 年榮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善航 考取國立中興大學 106 學年度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班。 

黃薏軒 考取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106 學年度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育政治與管理碩士班 

張修瑜 考取 106 學年度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班 

黃詩媛 考取 106 學年度泰國曼谷大學 MBA 



伊光榮 
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伊光榮獲得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東京都公司 107 年度博碩

士論文獎助佳作」 

劉懋慧 考取日本創價大學 

張博淵 考取 107 國立考取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班 

林子庭 考取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公共政策碩士班 

 

3.創意與科技學院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姓名 104-106 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黃韋翔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碩士班設計組 

詹琇絜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碩士班設計組 

林雯恬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施泓宇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曾崇僑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劉千郁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陳人豪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郭文馨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林佳瑩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張容榕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碩士班 

張毅安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劉家榮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邱凱欣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碩士班 

黃鼎然 明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王意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碩士班 

林妤玄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碩士班 

林孟萱 國立聯合大學工業設計系碩士班 

鄧瑋霖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研究所碩士班 

蔡智昀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研究所碩士班 

王  翎 高雄師範大學工業設計系研究所 

張雅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碩士班 

蔡易庭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吳禹彤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廖振傑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林可青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鄭皓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碩士班 

李玉琪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創新設計系碩士班 

楊晉安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研究所碩士班 

陳品筠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碩士班 

程秋茹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池筱君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王翊馨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張羽辰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陳家瑜 台中設計公司設計師 

林琬芝 帕士達設計公司專案執行 

張聿綺 麵包店師傅 

陳俞君 設計公司業務 

林景淮 肆意設計公司設計師 

王宣雅 爵士影像事業有限公司印前美工 

涂雅蓉 豐盛之旅-吉星旅行社入境 OP 

王邵祈 呂美麗藝術館美工人員 

林玉盞 永琦旅行社行政業務 

陳怡樺 人間福報美編部 

李學政 晁鎂媒體行銷副總經理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姓名 104-106 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黃  榕 考取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視覺藝術教育碩士班 

范家瑋 考取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 

倪海鷹 英國牛津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班 

郜一凡 英國愛丁堡大學體育管理系碩士班 

廖伶潔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博士班 

吳宇軒 頭城國小體育老師 

林佩宜 宜蘭縣政府社會局社工 

彭名琍 頭城「就正書軒基金會」專案人員 

陳文蘭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劉家漪 導遊/領隊證照 

林怡彣 礁溪國小教師 

劉惠玉 礁溪國小教師 



詹雅婷 佛光大學華語文教師 

張蔚瑩 國小教師 

林憶杰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助理 

黃文琪 星巴克職員 

何方綺 順安國中教師 

樊德惠 蘭陽技術學院數位行銷系/數位生活創意系主任 

簡培賢 羅東高工訓育組長 

詹明怡 國華國中生涯發展組組長 

李庭蘭 宜蘭縣觀光美食國際交流協會 YTGA/宜宿宜遊策略行銷有限公司執行長 

廖伶潔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博士生 

郭入瑋 國立戲曲學院教師/谷慕特舞蹈劇場員工 

林耀祖 文史工作者 

王一昀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學研究所 

賴姿君 
2017.12.17 在宜蘭縣史館舉辦「宜蘭研究第 11 屆學術研討會」與文資系教

師蔡明志聯名發表論文〈羅東奠安宮三月初三帝爺生慶典儀式之研究〉。 

傳播學系 

姓名 104-106 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鍾麗香 榮獲「第八屆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廣播報導獎佳作 

楊碧村 頭城鎮民代表 

劉玉林 獲廣播節目金鐘獎 

吳正順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兼任講師 

廖偉凡 原住民族電視台廣播部經理 

蔡文祥 

入圍第 45 屆廣播金鐘社區節目獎.榮獲第 45 屆廣播金鐘社區節目主持人獎.

第 48 屆廣播金鐘社區節目獎及社區節目主持人獎.第 49 屆廣播金鐘社區節

目獎 

廖建智 空中大學副教授 

洪柏良 蘇澳國中總務主任 

資訊應用學系 

姓名 104-106 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康興國 宜蘭縣立宜蘭國中校長 

陳銘俊 宜蘭縣立新生國小校長 

林光章 宜蘭縣礁溪鄉玉田國小校長 

賴美雅 宜蘭縣古亭國小教務主任 

胡王杰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資中心主任 



張炯明 宜蘭縣政府計畫處資訊規劃科科長 

陳一鳴 宜蘭縣教育資訊網路中心執行秘書 

沈孟祥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資訊管理科講師 

 

4.佛教學院 

佛教學系 

姓名 104-106 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莊景安 104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謝承諭 104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何俞采 104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釋行光 104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方  峋 104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陳潤興 104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蘇原裕 104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博士班 

釋宏順 104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博士班 

鄭美美 104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博士班 

謝喬茹 105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邱品融 105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張桂菊 105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陳緯峰 105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釋宗順 105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劉珈妗 105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釋無垢 105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劉  瑋 105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盧居樂 105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釋自孝 105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博士班 

張冠葶 105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博士班 

黃佩銘 105 學年度佛光大學管理所 

Bibek 

Sharma 
考取「泰國 Mahidol University 博士班」 

龔軼 考取「美國 Arizona University 博士班」 

王怡方 

(釋知文) 
106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陳惠琪 106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吳政杰 106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MARIA 

BALOG 
106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謝嫈玥 

(釋知義) 
106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博士班 

釋顯僧 106 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博士班 

許妤甄 106 年度考取台大哲研所碩士班 

 

5.樂活產業學院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姓名 104-106 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游文聰 桃園市國立陽明高中校長 (前羅東高中校長) 

林家德 新北市樹林高中學務主任 

沈美慧 新北市瑞芳國小教務主任 

陳靖忠 蘇澳育英國小總務主任 

裴立安 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教育所博士畢,現任國立台師大原著民專班專案教師 

蔡昕章 國立台師大特教博士侯選人,現任國立台北商業科大助理教授 

林春蘭 現任羅東聖母醫院安寧病房護理長 聖母護專講師 

李素惠 現任聖母護專講師  

王明瑞 現任羅東聖母醫院骨科主任/聖母護專講師 

溫金城 現任羅東聖母醫院神經內科主任/聖母護專講師 

陳淑華 現任聖母護專講師 

張雅妍 現任聖母護專講師 

陳志勇 現任宜蘭東光國中校長/宜蘭縣教審會委員 

徐月娥 中正大學成人教育所博士候選人 

周正偉 中正大學法律學所博士研究生/現任新店戒治所總務科長 

吳霞玲 現任臺北榮總員山分院護理部副主任 

宋家妤 臺北市光復國小教師 

楊晨碞 錄取 103 學年度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碩士班 

廖啟文 錄取 103 學年度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碩士班 

鄭峻耀 錄取 103 學年度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碩士班 

葉芙榮 錄取 103 學年度中國文化大學行銷系碩士班 

黃聖育 錄取 104 學年度淡江管理科學學系博士班 

嚴珮萱 錄取 105 學年度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吳芷伶 考取華語導遊及華語領隊雙證照 

許瑄芸 考取台北市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洪德勝 錄取 106 學年度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碩士班 

駱文翊 
代表本校參加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跆拳道比賽，榮獲一般女生組

46kg 級冠軍！ 

洪德勝、 

楊舒涵、 

駱文翊、 

謝艾臻、 

許自在、 

曾芑豪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舉辦的 105 年度「社企行不行，

提案任你行」提案競賽。團隊成員規劃出「餵樂送社會企業」提案，奪

得銅獎，並頒發 2 萬元獎金 

丘愛芝 

 樹德科大性學博士候選人/聯合國 

 2015/02/25-27  聯合國發展署於泰國曼谷舉辦第一屆亞太地區 LGBTI 人

權與健康對話會議 

2015/03/16-20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瑞士日內瓦“Geneva Intersex 

Meeting”  

2015/06/29-30  法國杜阿爾納(Douarnenez)陰陽人歐洲論壇（Intersex 

European Forum) 

 2015/09/15-16   瑞士日內瓦聯合國陰陽人人權專家會議 Being invited to 

participate and speak in the “Expert meeting on end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gainst intersex people” by UNHRC 

 2015/10/25-26 首度亞洲陰陽人運動者聚會(ILGA ASIA 2015 陰陽人會

前會) 

 2015/10/28-30 2015ILGA 亞洲大會（台灣台北)"Independent Soul and 

Bodies" 

 2015/12/11 美國紐約 OutSummit hosted by Out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 

 2015/12/14-16 聯合國發展署 LGBTI Inclusive Survey 諮詢會議 

 2016/03/14  參與亞洲公民團體發起「針對印尼近來 LGBTIQ 人權惡化

的聯合聲明」連署活動 link 

 2016/03/14  參與亞洲公民團體發起「針對孟加拉政府近來對同性戀人

權侵犯事件的聯合聲明」（ SAFEGUARDING INDIVIDUALS, CIVIL 

SOCIETY AND OUR SHARED HUMANITY: AN URGENT PLEA TO 

THE GOVERNMENT OF BANGLADESH）連署活動 link 

 2016/06/17  參與 GATE 主辦的 WPATH 會前會並於 WPATH 大會中和

與會四十幾位跨性別與陰陽人運動者共同簽署聯合聲明 link 

 2016/09/12  參與瑞士陰陽人人權團體 Zwischengeschlecht 號召聯名簽署

致「第 55 屆歐洲小兒內分泌醫學年會」55th Annual Meeting of 

European Society for Pediatric Endocrinology (ESPE) 的公開信 link  

 2016/01/20-23  美國最大 LGBT 運動者會議 Creating Change (Chicago 

City) 

 2016/01/22 美國 ARCUS 基金會 ARCUS FORUM: Invisible No More link 

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60321000113
https://apcom.org/2016/05/02/5049/
http://zwischengeschlecht.org/public/Open_Letter_ESPE_2016.pdf


 2016/02/18-23  土耳其伊斯坦堡 International dialogue on the intersections 

of culture/ tradition with human rights related to gender and sexuality 

 2016/06/15-22  荷蘭阿姆斯特丹 Preconference for WPATH / WPATH 

2016 hosted by GATE  

 2016/07/12-15 烏拉圭 Montevideo: Global LGBTI Human Rights 

Conference 

 2016/08/06-08 高雄亞洲性教育研會 

 2016/09/08-11  巴西 AWID 女性主義者研討會 Intersex issues are feminist 

issues  

 2016/11/22-25 泰國曼谷"Global Interfaith Network" 大會 

 2016/11/26-12/2 泰國曼谷 2016 ILGA 世界大會 

 2016/07/02  參與瑞士陰陽人人權團體 Zwischengeschlecht 號召聯名簽署

致於丹麥舉行的「2017 第 6 屆 DSD 醫學年會」Open Letter of Concern 

to 6th I-DSD 2017 DSDnet, eUROGEN, Endo-ERN, DSD-Life and 

Affiliates 的公開信 

 2017/01/30-2/2  斯里蘭卡可倫坡「Global Dialogue of Disability, 

Sexuality, and Rights」 

 2017/04/20-4/23 荷蘭阿姆斯特丹「第四屆國際陰陽人論壇」 Fourth 

World International Intersex Forum 

 2017/04/25-4/26 泰國曼谷 Asia Pacific Forum:  UNDP Conference on 

Yogyakarta Principles: What have we learned and where to now 

 2017/09/06  台灣行政院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跨部會點次審查會議(第 2 場次)發言。 

 2017/09/19  台灣監察院「雙性人權益」諮詢 

 2018/03/02 二度提出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國際委員

審查會議影子報告 

劉詠甄 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教育所博士修業中 

黃玲芳 宜蘭縣生命線協會總幹事 

葉芳蘋 考取英語導遊證照 

陳思宇 考取華語領隊及導遊師證照 

吳英妮 考取英語導遊證照 

陳佳毓、 

趙書聖 
「海上之聲—討海人的想望」榮獲 2017「璀璨三好」全國微電影第三名 

健康與創業素食產業學系 

姓名 104-106 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楊宗益 錄取 106 學年度佛光大學管理學系碩士班 

林聖智 源鮮智慧農場主廚 

陳郁方 錄取 106 學年度佛光大學管理學系碩士班 



吳宗翰 錄取 106 學年度佛光大學管理學系碩士班 

董晏瑞 錄取 106 學年度佛光大學管理學系碩士班 

林聖智 源鮮智慧農場主廚 

張翠輦 摩斯漢堡店長 

杜文譯 八月堂店長 

林金宏 礁溪老爺酒店二廚 

張少駿 礁溪老爺酒店二廚 

杜欣煣 錄取 107 學年度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學系碩士班 

陳秋妤 錄取 107 學年度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學系碩士班 

黎燕敏 錄取 107 學年度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學系碩士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