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3年校友表現（107-109學年度） 

1.人文學院 

宗教學研究所 

姓名 107-109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游享城 現為蘇澳鎮公所隊長 

程文杉 現為員山鄕公所民政課長 

葉宜庭 108錄取本校佛教學系博士班 

郭基泰 考取佛大中文博士 

蔡富禮 應聘陸軍官校通識課程講師並取得教師證  

陳益源 考取 109學年度佛大中文博士榜首 

戴慶華 考取 109學年度東華大學中文博士班 

外國語文學系 

姓名 107-109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黃姿勻 107學年度錄取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班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姓名 107-109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周承鎧 
107學年度錄取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

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陳柏儒 107學年度錄取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班 

李元鈞 107學年度錄取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班 

呂振嘉 獲得 2019年優秀青年詩人獎(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生) 

胡素華 109學年度獲選佛光大學第一屆傑出校友獎 

楊妙紫 109學年度錄取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碩士班 

呂嘉欣 109學年度錄取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何佳宜 109學年度錄取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陳昱廷 入圍臺中市政府 109年度「當導演 你行的」公用頻道金導獎最佳報導獎 

歷史學系 

姓名 107-109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楊羽婷 
107學年錄取國立台大藝術史研究所、師大藝術史研究所、中央藝術學研

究所碩士班 



黃宇晨 107學年錄取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陳柔伊 107學年錄取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研究所 

王智元 108學年錄取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林思伃 108學年錄取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許莉卉 109學年錄取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碩士班 

詹博舜 109學年錄取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 

趙子杰 109學年錄取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2.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姓名 107-109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江嘉玲 榮獲 107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代表 

陳弘智 獲得科技部 107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吳蓓怡 合著論文榮登台灣教育雙月刊第 714期 

潘曉晴 合著論文榮登台灣教育雙月刊第 714期 

盧淑莉 合著論文榮登台灣教育雙月刊第 714期 

蔣方怡 錄取國立陽明大學 108學年度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班 

林晉丞 錄取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108學年度區域與社發研究所碩士班 

陳弘智 錄取高雄醫學大學 108學年度性別研究所碩士班 

盧淑莉 考取 107年高考社會工作師 

唐文柏 考取 107年高考社會工作師 

游輝翌 考取 107年高考社會工作師 

張宇涵 考取 107年高考社會工作師 

蕭有妤 榮獲宜蘭縣 107年度社工專業人員服務績優獎 

李婉萍 榮獲宜蘭縣 107年度社工專業人員最佳新人獎 

黃梓恩 榮獲佛光大學第五屆金蜂獎人氣獎第一名 

劉欣宜 錄取輔仁大學 109學年度社會企業碩士學位學程 

張雯婷 錄取輔仁大學 109學年度社會企業碩士學位學程 

官坊諭 考取 108年高考社會工作師 

黃胤凱 考取 108年高考社會工作師 

李政勳 榮獲宜蘭縣 109年度社工專業人員服務績優獎 

胡思涵 榮獲宜蘭縣 109年度社工專業人員服務績優獎 

沈幼雯 榮獲宜蘭縣 109年度社工專業人員最佳新人獎 

阮予忻 榮獲宜蘭縣 109年度社工專業人員最佳新人獎 

https://history.fgu.edu.tw/zh_tw/news/-%E6%81%AD%E8%B3%80-%E8%A8%B1%E8%8E%89%E5%8D%89%E9%8C%84%E5%8F%96%E8%87%BA%E5%8C%97%E5%B8%82%E7%AB%8B%E5%A4%A7%E5%AD%B8-%E6%AD%B7%E5%8F%B2%E8%88%87%E5%9C%B0%E7%90%86%E5%AD%B8%E7%B3%BB%E7%A2%A9%E5%A3%AB%E7%8F%AD-%E6%AD%B7%E5%8F%B2%E7%B3%BB%E5%85%A8%E9%AB%94%E5%B8%AB%E7%94%9F%E7%A5%9D%E8%B3%80-5755774


王喜樂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陳郁承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資訊應用學系碩士班資訊系統與管理組 

江翌慈 考取 109年高考社會工作師 

楊舜安 考取 109年高考社會工作師 

卓美芳 榮獲 110年全國社工專業人員績優社工獎 

卓美芳 榮獲宜蘭縣 110年度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服務績優獎 

心理學系 

姓名 107-109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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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韻慈 錄取佛光大學 108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蔡宜珊 錄取佛光大學 108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吳宏威 錄取佛光大學 108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劉孟綺 錄取佛光大學 108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謝任治 錄取佛光大學 108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黃麒紋 錄取佛光大學 108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朱棋澤 錄取佛光大學 108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王治凱 考取 107年度臨床心理師 

余竑毅 考取 107年度臨床心理師 

曾昭源 考取 107年度臨床心理師 

靳宇晨 考取 107年度臨床心理師 

王倫婷 考取 108年度臨床心理師 



廖宜萱 錄取銘傳大學 108學年度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李庭語 錄取中正大學 108學年度心理學系臨床心理學碩士班 

洪彰佑 考取 108年度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特考及格 

康巧穎 錄取淡江大學 109學年度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班 

張之倢 錄取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彭兆謙 錄取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李婧維 錄取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陳俐璇 錄取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林宜萱 錄取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洪曼茜 錄取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嚴寶錡 錄取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吳芳諭 
錄取國立政治大學 109學年度神經科學研究所 

錄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109學年度生命科學系碩士班生理組 

吳彭劼 錄取玄奘大學 109學年度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胡又文 錄取玄奘大學 109學年度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 

黃思婕 考取 109年度臨床心理師 

李宗衛 考取 109年度臨床心理師 

丁皓恩 考取 109年度臨床心理師 

陳姿廷 考取 109年度臨床心理師 

林怡安 考取 109年度臨床心理師 

蕭富聲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王棨右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翁禎蔚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梁禾蓁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廖炳耀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吳書萱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陳奕心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張永霖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馬琬珺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張方誌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梁禾蓁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王崇美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鍾潁錚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盧裕壬 錄取國立中央大學 110學年度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吳書萱 錄取亞洲大學 110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 

http://www.nccu.edu.tw/
http://www2.ntnu.edu.tw/


公共事務學系 

姓名 107-109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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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颸雅 107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原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格 

林聰賢 榮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2017-2018） 

黃定和 當選宜蘭縣縣議員（2018.11） 

林岳賢 當選宜蘭縣縣議員（2018.11） 

陳俊宇 當選宜蘭縣縣議員（2018.11） 

陳鴻禧 當選宜蘭縣縣議員（2018.11） 

楊弘旻 當選宜蘭縣縣議員（2018.11） 

吳鴻銘 榮任宜蘭縣縣議會總務主任（2018） 

邱素梅 當選宜蘭縣縣議員（2018.11） 

陳傑麟 當選宜蘭縣縣議員（2018.11） 

邱嘉進 當選宜蘭縣縣議員（2018.11） 

江聰淵 當選宜蘭縣宜蘭市市長（2018.11） 

吳秋齡 當選宜蘭縣羅東鎮鎮長（2018.11） 

黃議賢 當選宜蘭縣宜蘭市市民代表（2018.11） 

簡英俊 當選宜蘭縣頭城鎮鎮民代表（2018.11） 

陳正達 當選宜蘭縣宜蘭市進士里里長（2018.11） 

官升科 榮任宜蘭縣縣議會秘書長（2018） 

黃毓恆 

榮獲「第二屆 IEEE知識創新與發明 2019 年國際研討會」 

2nd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Invention 

2019（IEEE ICKII 2019）最佳論文大賞 

論文題目：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Innovative 

Logistics Automation System-A Case Study of Mini-Three-Links between 

Kinmen and Xiamen 

翁璽鈞 考取 110學年度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班（2020.12） 

李中豪 考取 110學年度中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2020.12） 

陳宰序 獲得 110年度一般替代役績優役男（2021.05.16） 

 

 



3.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姓名 107-109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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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東陶股份有限公司營業推進一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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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9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林  麗 宜蘭縣縣議員 

簡松樹 宜蘭縣縣議員 

鄭宇辰 107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業務區經理 

蔡松成 107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主任 

林秀蓁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廖呈峯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張勝相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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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主任 

柯詩彤 107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主任 

江育豪 107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主任 

蔡松成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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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主任 

林哲睿 107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主任 

李芳儀 107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業務代表 

王維洋 107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業務代表 

王冠仁 107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業務代表 

王奕云 107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業務代表 

陳宛琪 107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業務代表 



楊詠涵 107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業務代表 

李怡蓉 107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業務代表 

章焯漢 107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新發通訊處-業務代表 

徐家明 前任台灣銀行宜蘭分行經理 

黃龍冠 前任宜蘭縣社會處處長/聖嘉民照顧中心院長 

董嘉銘 合作金庫蘇澳分行副理 

吳紅菊 前任國立頭城家商實習主任/現任國立頭城家商完全免試負責人 

陳清泉 經濟部工業局北區工業區管理處副執行長. 

徐秋君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副局長 

劉富美 宜蘭縣政府參議 

王奕云 109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曜發通訊處-業務主任 

楊詠涵 109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曜發通訊處-業務主任 

江育豪 109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曜發通訊處-業務主任 

蔡松成 109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曜發通訊處-業務主任 

張勝相 109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曜發通訊處-業務經理 

楊士霆 109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曜發通訊處-業務襄理 

鄭宇辰 109年晉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曜發通訊處-業務經理 

翁萱佑 全家便利商店集團-代理店長 

王佩馨 礁溪鳳凰德陽川泉旅-營運經理 

范昕云 丰越室內設計-室內設計助理 

王欣鈺 台灣彪馬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助理 

呂俊楠 信義房屋-永和成功店業務代表 

杜佩霖 台大癌症醫學中心行政助理 

莊宗翰 信義房屋-中和永和業務代表 

鄭喆元 永慶房務-礁溪店業務代表 

鍾佑欣 誠品書局總公司-銷售業務代表 

吳俊諺 信義房務-汐止康寧店業務代表 

李佳怡 雙和醫院行政助理 

常鴻安 信義房務-汐止康寧店業務代表 

陳振豪 南山人壽宜蘭公司業務代表 

林志駿 麥奇數位有限公司 TutorABC 線上學習英文行銷顧問 

張妙湘 全友會計師事務所會計 

方億權 大榮工程行室內裝潢  

謝岳昂 上海鄉村學徒 

李臥陽 新光三越行政 



歐奕帆 新光三越行政 

莊世良 新光三越行政 

盧寶蓮 羅東聖母醫院/人力資源室主任 

吳宜青 晶泉丰旅/捷絲旅人資部副理 

王翌志 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職安暨管理課長 

廖惠珠 五結鄉公所財政課課長 

江芷螢 昇壕金屬有限公司/財務經理 

張裕閣 連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經理 

簡嘉莉 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利澤垃圾焚化廠行政人員 

張婕穎 宜蘭縣五結鄉立幼兒園園長 

陳勝樂 宜蘭民宿協會理事長 

張裕閣 空中大學全國校友總會會長 

張明華 二結王公廟董事會 

羅智塘 佛光大學華語教學中心秘書 

4.創意與科技學院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姓名 107-109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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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琇絜 福容大飯店設計部門 

郭文馨 台灣藝術大學博士班就讀 

劉家榮 服務於海軍艦艇 

陳怡樺 人間福報美編部 

李學政 晁鎂媒體行銷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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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家瑜 台中設計公司設計師 

林玉盞 插畫家 

楊祖宏 攝影工作室 

張硯池 成立攝影工作室 

王翊馨 礁溪鳳凰飯店人資部 

楊晉安 設計師 

蔡智昀 英國深造 

陳君汝 日本深造 

洪怡茹 成立唯果創作工作室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姓名 107-109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郭佩儒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蔡旻芝 元智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 

高璇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研究所 

張潮 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所 

徐子翔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徐子翔 國立台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班 

林富萍 私立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班 

蔡欣瑜 私立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班 

王品鈞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 

陳聰文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研究所 

潘巧瑄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研究所 

項亭睿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研究所 

朱芳儀 台北科技大學文化產業學所 

陸庭緯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研究所 

李孟澤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研究所 

林皓翔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研究所 

宋亞威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研究所 

林昱彣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研究所 

王一昀 台灣大學藝術史學所 



王雅溱 台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班 

高璇 華僑大學華僑大學景觀規劃設計中心文資設計師 

詹雅婷 佛光大學華語教學中心 

涂殷綺 growth design grout (日本) 

陳忠信 保證責任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企劃部專員 

蘇士閑 日日好花專員 

戴進發 十三行博物館教育研究組專員 

劉家漪 中華領隊協會 

吳佳銘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文化發展及交流科專案助理 

戴永華 聯合報資深記者 

許智華 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林務專員 

喬晧 𤥢庸負責人 

鄭宇文 小宇咖啡實驗室負責人 

石佩孏 佩斯克專員 

何家儀 木子家咖啡專員 

方翊 雅雙專員 

李潔兒 法雅客行銷部專員 

張佑晟 太和藝術劇場後台管理專員 

傳播學系 

姓名 107-109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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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安妮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博士研究生 

吳俊德 中央廣播電台主持人、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研究所 

吳承澔 時現影像製片 

于長江 時現影像導演 

林柏宏 BOTV節目企劃 



邱子丞 BOTV節目企劃 

李道中 民視助理攝影師 

吳瑞琪 順立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cyberbiz 開店顧問主任 

林彥辰 Moto7 採訪影音編輯 

李怡萱 電通國華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專案 

楊明儒 年代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節目企劃 

蕭盛澤 師範大學圖文傳播所 

林靜成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所 

陳彥如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所 媒體應用組 

蔡辰翎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所 媒體應用組   

鄭臣祐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所 公關廣告組 

張詠安 中正大學政治研究所 

黃思齊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所 

陳姿孜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所 

李明燕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魏立昀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許碩恩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謝乙廷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董威辰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陸建宇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陸亭諭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張羽吟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吳亞璞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鄭琳云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林晴雯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藍璿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姚毅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王瑋澤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蔡沐容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林庭萱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林家聖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顏雅玲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黃家嬅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楊秀玉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鄭羽婷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生 



資訊應用學系 

姓名 107-109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陳銘俊 宜蘭縣立新生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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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佛教學院 

佛教學系 

姓名 107-109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釋知文 107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陳惠琪 107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吳政杰 107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MARIA 

BALOG 
107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 

釋知義 107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博士班 

釋顯僧 107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博士班 

許妤甄 107年度考取台大哲研所碩士班 

GEDIMINAS 

GIEDRAITIS 
104級碩士畢業生錄取匈牙利布達佩斯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博士班 

KELLER 

MIRELLA 

104級碩士畢業生錄取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Sinology Department 博

士班 

許淑雅 本系第一位博士生於 108年 12月受聘「中華佛研所」正式助理研究員 

萬子菱 錄取 108學年度亞歷桑那大學博士班 

劉瑋 錄取 108學年度亞歷桑那大學博士班 

釋成住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碩士班 

釋善才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碩士班 

釋慶純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碩士班 

林于涵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碩士班 

陳素秋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碩士班 

釋祖齊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碩士班 

釋慧源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碩士班 

鄧葶愉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碩士班 

釋源明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碩士班 



釋演霙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碩士班 

釋演尊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碩士班 

釋妙香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碩士班 

釋潤義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碩士班 

韓沅潤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碩士班 

何詠芝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碩士班 

彭詠琳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碩士班 

釋德雴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博士班 

谷有量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博士班 

釋宗順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佛教所博士班 

劉瑋 108學年度就讀美國亞歷桑那大學博士班 

萬子菱 108學年度就讀美國亞歷桑那大學博士班 

江怡慧 108學年度獲「蒙藏語文獎學金獲獎」 

曾柔君 108學年度獲「蒙藏語文獎學金獲獎」 

龔才彥 108學年度獲「蒙藏語文獎學金獲獎」 

釋聖方 108學年度獲「蒙藏語文獎學金獲獎」 

陳國瀚 108學年度獲「蒙藏語文獎學金獲獎」 

陳佩瑜 108學年度獲「蒙藏語文獎學金獲獎」 

江怡慧 108學年度獲「蒙藏語文獎學金獲獎」 

李品泰 錄取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博士班 

釋演霙 錄取「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佛教學系」碩士班 

釋演尊 錄取「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佛教學系」碩士班 

釋妙香 錄取「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佛教學系」碩士班 

釋潤義 錄取「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佛教學系」碩士班 

韓沅潤 錄取「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佛教學系」碩士班 

何詠芝 錄取「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佛教學系」碩士班 

彭詠琳 錄取「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佛教學系」碩士班 

釋宗順 錄取「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佛教學系」博士班 

釋知文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佛教學系」博士班 

釋常超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佛教學系」博士班 

鄧葶涓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佛教學系」博士班 

釋行祥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佛教學系」碩士班 

釋萬智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佛教學系」碩士班 

郭耀文 錄取「佛光大學 110學年度佛教學系」碩士班 

谷有量 109學年度通過日文能力檢定 N3級 



釋知如 109學年度投稿《正觀雜誌》刊登，獲「正觀雜誌社」四萬元獎學金 

釋慧法 109學年度投稿《正觀雜誌》刊登，獲「正觀雜誌社」四萬元獎學金 

林恆卉 109學年度投稿《正觀雜誌》刊登，獲「正觀雜誌社」四萬元獎學金 

釋慧法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覺雲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潤義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同喜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慧源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祖齊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成住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鄧葶愉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同順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寶定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潤擇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明順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德清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廣善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萬福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惠嚴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明法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行祥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陳淑惠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江怡慧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鄧葶涓 109學年度獲「第 51屆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釋知文 
109學年度獲「2020慧炬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及文學創作徵文獎學金」 

研究所學術論文組首獎 

鄧葶涓 
109學年度獲「2020慧炬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及文學創作徵文獎學金」 

研究所學術論文組優選 

鄧葶愉 
109學年度獲「2020慧炬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及文學創作徵文獎學金」 

研究所學術論文組佳作 

釋演霙 
109學年度獲「2020慧炬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及文學創作徵文獎學金」 

研究所學術論文組佳作 

釋覺雲 
109學年度獲「2020慧炬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及文學創作徵文獎學金」 

研究所學術論文組佳作 

知如法師 
109學年度獲「2020慧炬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及文學創作徵文獎學金」 

研究所學術論文組鼓勵 



江怡慧 
109學年度獲「2020慧炬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及文學創作徵文獎學金」 

佛教文學創作組優選 

許翠女 
109學年度獲「2020慧炬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及文學創作徵文獎學金」 

佛教讀書心得組優選 

李品泰 
錄取「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109學年度行銷學系」碩士班 

Master in (MSc) in Marketing,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劉鐙鴻 錄取 110學年度美國西來大學交換生 

6.樂活產業學院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姓名 107-109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鄭婉齡 錄取 107學年度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博士班 

張凡坪 現任礁溪國中輔導老師 

蔡啟惠 現任大溪國小教務主任 

廖志勇 

錄取 108學年度朝陽大學博士班，並擔任多元全人企業社、全齡樂活實

業社、好事多企業社、富達世紀社會企業有限公司、富醫銀髮事業有限

公司、有限責任台中市好事多、富達世紀居家長照機構及有限責任苗栗

縣愛樂福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多家企業執行長 

陳毓甯 考取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產民藝組碩士班 

蔣克強 擔任可樂旅遊國內團體業務行銷專員 

陳泓君 擔任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樓層主任 

陳思宇 就讀藍山國際飯店管理學院 飯店管理系研究所 

趙書聖 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戶外教育與活動組 

黃子榛 擔任萩芊陶然商行負責人 

卞強 擔任 bounce球鞋文化誌編輯, 

郭和雅 擔任 Biofit 智慧健身電話顧問 

吳家緯 擔任日萬國際開發有限公司儲備幹部 

呂宛庭 國泰人壽業務主任 

何佩壎 億傢俱業務人員 

閻秉宏 美商 USANA業務人員 

張法智 警職人員 

溫翌伶 
設立成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富邦身心障礙才藝獎得主 2020 創作聯

展活動策展公司 

張嘉芝 聖方濟老人日照中心擔任照顧服務員 

黃梅芬 榮獲 109年教育部杏壇芬芳獎 

蔣克強 擔任可樂旅遊公司國內旅遊部 OP 人員 



吳庭瑜 擔任韓國新華旅行社 OP 人員 

洪德勝 擔任礁溪鄉衛生所個管師 

黃敏玲 遠音聯合業務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暨培訓長 

吳浩弘 整復公會理事長 

黃冠程 雪絨有限公司負責人 

陳畇婕 永立實業負責人 

王南青 多元全人產業育成中心專案講師/喜樂油有限公司精油培訓講師 

鄭云慈 代課老師 

陳虹彣 通過韓國語能力考試高級 

詹瑋禎 擔任社區據點課程講師 

陳忠民 取得勞動部傳統整復推拿技能檢定單一級證照 

黃敏玲 取得勞動部技能檢定傳統整復推拿單一級證照 

王南青 取得勞動部技能檢定傳統整復推拿單一級證照 

吳庭瑜 通過韓國語能力考試二級 

彭芸沛 通過日本語文二級檢定 

吳英妮 考取華語領隊證照 

吳英妮 考取華語導遊證照 

陳思宇 考取華語導遊證照 

謝孟潔 
109學年錄取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旅遊健康碩

士班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姓名 107-109學年度優良表現(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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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曄輝 錄取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學系碩士班 

崔銀庭 錄取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學系碩士班 

陳氏玉姮 錄取 108學年度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學系碩士班 

林聖智 

2019香港國際美食大獎賽 HOFEX西式烹調熱盤 25歲以下奶蛋素食銅

牌、聯安健康廚房主廚、參加料理之王第一季並榮獲佛光大學第一屆傑

出校友 

許惠茹 錄取 109學年度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學系碩士班 

張祐昇 錄取 110學年度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 

謝慧倩 錄取 110學年度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2019%E9%A6%99%E6%B8%AF%E5%9C%8B%E9%9A%9B%E7%BE%8E%E9%A3%9F%E5%A4%A7%E7%8D%8E%E8%B3%BDhofex?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


徐嘉欣 錄取 110學年度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 

蔡子琦 錄取 110學年度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 

鄧妙恩 錄取 110學年度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 

鄭榮緯 錄取 110學年度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 

游仲喆 錄取 110學年度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 

洪鈞崴 錄取 110學年度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 

吳茶江 錄取 110學年度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 

彭昱寧 錄取 110學年度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 

錢怡辰 錄取 110學年度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楊富傑 考取中餐烹調素食-乙級證照 

許惠茹 考取中餐烹調素食-乙級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