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學年度

優秀績效
 108 年佛光大學拔河比賽女子組第四名
 108 年佛光大學新生盃籃球賽男子組榮獲冠軍
 108 年潘冠捷、陳浥蕙、陳芳雅、李宜婷、鄭依函、張右姍、劉晨立、陳
彥至、黃大川、周宏祥、賴韋伶、林奕慈、閻紅子、陳芷翎、葉靜潔、朱
庭萱、魏培芮、馮文鑑、倪珮慈、曾雯暄、楊蕙瑄、徐芷琳、吳建弘、張
儀均、陳思樺、王彥鈞、簡暘，共計 27 位同學考取「金融資訊分析師 FIA1」
 108 年鄭依函同學考取期貨商業務員專業證照
 108 年張恩瑀、張竣傑、吳炳男、吳宗平、簡暘、游涵婷、劉育承、朱哲
麟、魏培芮、楊閔亘、陳芷翎，共計 11 位同學考取「金融常識與職業道
德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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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張竣傑同學考取信託業業務員專業證照
 108 年吳炳男、吳宗平、簡暘、游涵婷、劉育承、朱哲麟、魏培芮、呂侑
軒，共計 8 位同學考取「人身保險業務員專業證照」
 108 年黃昱翔同學考取汽車修護丙級
 108 年呂侑軒同學人身保險業務員銷售外幣收付非投資型保險商品
 108 年簡楓又同學、楊閔亘同學考取第 15 屆國貿大會考
 108 年吳建弘同學考取證劵商業務人員-高級業務員
 108 年陳浥蕙同學、張恩瑀同學、鄭依函同學、楊蕙瑄同學、徐敏瑄同學、
謝有登同學、施文傑同學錄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研究所
 108 年徐敏瑄同學錄取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研究所/國立海
洋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研究所
 108 年錄取張恩瑀同學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研究所
 108 年碩士在職專班楊智宇、林依芳考取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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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王綵繡、王亮亮、李思誼、劉星彤、張妙瑄、何依庭共 6 位考取金
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109 年黃大川、魏培芮、周宏祥、王彥鈞、陳芳雅、李宜婷、陳芷翎、陳
思樺錄取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研究所
 109 年黃大川考取「人身保險業務員專業證照」
 109 年洪子鈺考取「急救員」
 109 年張家睿、吳珮毓考取信託業業務員專業證照
 109 年朱婕寧、邱旻齊、楊采晴、羅奕翔考取「金融常識與職業道德專
業證照」
 109 年張家榕、張家睿、吳珮毓、李玟葶考取證卷商業務員
 謝名芳獲 111 學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獎勵
 謝宜真第十七屆國際貿易大會考合格

 黃明翔新光銀行桃園分行-存匯櫃員，實習結束轉正職
 張家睿新光銀行客服部客服專員，實習結束轉正職
 黃勻芊聯邦銀行蘆洲分行-存匯專員，實習結束轉正職
 鄭亦翔、陳韋辰、張允儒、蔡博宇、林欣汝考取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測驗
合格證書
 黃明翔考取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業人員
 黃昱翔考取人身保險業務員銷售外幣收付非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合格證
書
 黃明翔、陳韋辰、張允儒考取證券商業務人員專業科目測驗成績合格證明
 張家榕考取證劵投資信託事業證劵投資顧問事業業務員專業科目測驗成
績合格證明
 王譽潔、張允儒、陳韋辰、黃薰霈、趙敔安、鄭亦翔考取金融市場常識與









職業道德測驗成績合格證明乙科測驗
謝名芳考取投信投顧相關法規（含自律規範）專業科目測驗成績合格證明
-乙科測驗
黃昱翔、黃明翔考取人身保險業務員合格證書
黃昱翔考取投資型商品業務員資格測驗
謝亞維、黃昱翔、林育詮、田語心、曾彥傑考取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黃明翔考取金融科技力檢定
黃思蓉考取金融常識與職業道德合格證明
謝名芳、黃明翔、田語心、黃勻芊考取信託業業務人員信託業務專業合格
證
黃明翔考取財產保險業務員合格證書

 黃明翔考取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謝亞維、黃明翔、張家睿考取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一般金融）
 黃勻芊、黃大川考取證券商業務人員專業科目測驗合格證明

管理學系
學年度

優秀績效
 108 年李柚欣、楊書甄、張家碩、歐奕帆、王存煜、張妙湘、黃音慈、陳
易成、林玉婷、黃湘卉、歐文智、吳亭儀、王欣鈺、吳孟翰、曾致鈞、王
美花、林輝翔、范昕昀、陳振豪、吳長興、梁晉豪、常鴻安、李翔，共計
23 人考取遊程規劃師證照

108

 108 年梁晉豪、陳信宇、陳永祥、楊子瑩、楊書甄、李婕宇、林暉翔、曾
致鈞、王瓊敏、王欣鈺、張妙湘、林佳蓉、林玉婷、李玥、常鴻安、歐奕
帆，共計 16 人考取民宿管家證照
 108 年簡宜如、王欣鈺、許凱程、楊子瑩、吳孟翰、張菩婷、陳冠君、李
祖安、簡士傑、吳長興、林玉婷、曾致鈞、常鴻安、歐文智、蘇品蓉、楊
淳易、姚承宏、王美花、楊書甄、陳怡卉、陳永祥、張妙湘、李昌義、吳
亭儀、陳易成、潘承典、莊世良、林欣蓉、林子聿、吳仲恩，共計 30 人

考取顧客關係管理助理管理師證照
 108 碩專班畢業生 莊富元 獲頒 FORMOSA 產業個案研討會優良論文獎
-一般管理個案「宜蘭地區長期照護服務機構經營績效之研究-資料包絡分
析法與平衡計分卡之整合運用」
 108 碩專班畢業生 陳亮佑 獲頒 FORMOSA 產業個案研討會優良論文獎
-一般管理個案「台北市高中校安整體績效與個別績效改善策略之研究」
 108 年傅昱、李信德、黃子桓、劉書維、溫翊凱、許晏榕、蘇品蓉、魏承
敔、黃子庭、盧心怡、簡士傑、姚承宏、黃仁澤、徐聖傑、呂啓弘、謝鎮
蔚、許右人、謝佑瑄、鄧又瑋、黃建勳、李柚欣、黃寓金、林宜岑、揚子
寬、陳易成、李祖安、歐文智、陳振豪、謝岳昂、陳信宇、賴天賜、吳仲
恩、李彥輝、梁晉豪、楊淳易、張家碩、郭宇豪、吳孟翰、曾致鈞、林欣
蓉、陳冠君、簡宜如、陳永祥、張菩婷、楊子瑩、王美花、詹詒雯、林玉
婷，共計 48 人考取 PJM 專案管理基礎檢定證照
 108 年陳力向、徐佩煊、張庭瑜、傅昱、李信德、黃子桓、劉書維、溫翊
凱、許晏榕、蘇品蓉、魏承敔、黃子庭、盧心怡、簡士傑、許丞瑋、姚承
宏、李欣庭、陳姿穎、游孟倢、吳蘇容、曾靜柔、李安、黃柏穎、黃仁澤、
徐聖傑、呂啓弘、周書豪、謝鎮蔚、許右人、謝佑瑄、高榮澤、黃建勳、
汪其融、鄭玉欣，共計 34 人考取 Computer Knowledge Today 國際證照
 108 年莊宜潔、黃莉婷、劉育綺、孟新悅、黃孟慈、陳義昇、林子豪 、簡
翊庭，共計 8 人考取生產與作業管理技術師證照。
 108 年楊俊彥獲得教育部大專校院推行節能減碳競賽計畫入選。
 108 年李思翰、林名芳、林宜岑、張芷嘉、張家碩、莊宜瑾、陳汝婷、楊
子寬、詹子慶、薛庭宜、蘇品蓉，共計 11 人考取資訊管理專題證照
 108 年許晏榕、林品漩、方億權、呂啟弘、吳旭東、溫翊凱、魏承啟、李
柚欣、李欣庭、邱偉嘉、柯安妮、劉恩廷、鄭玉欣、李信德、彭靖翔、徐
聖傑、黃寓金、藍予歆、劉書維、游孟倢、傅昱、謝岳昂、陳姿穎、謝佑
瑄、林漢倫、秦郁凱、黃仁澤、高榮澤、李安、林志駿、盧心怡、黃子庭、
吳蘇容、翁渝婷、謝鎮蔚、李亦、張寧芮、藍中佑、梁正興、黃建勳、許
右人、劉昕妤、楊子寬、詹子慶、黃柏穎、汪其融、黃子桓、曾靜柔、林
宜岑，共計 49 人考取資訊管理專題證照 GCA 電子證書。
 林名芳榮獲「2021 系統性創新研討會與專案競賽」之系統性創新應用於
生活產品組第一名（得獎作品-辦公桌抽屜之改善）
 官序倲榮獲「2021 系統性創新研討會與專案競賽」之系統性創新應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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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產品組第二名（得獎作品-多功能果樹基座桿）
 許程墅榮獲「2021 系統性創新研討會與專案競賽」之系統性創新應用於
生活產品組第三名（得獎作品-S 型掛勾創新）
 陳忠利榮獲「2021 系統性創新研討會與專案競賽」之系統性創新應用於
生活產品組第三名（得獎作品-黏毛器創新）
 109 年李芷瑩、黃敬文、陳語欣、林瑋倩、張寧芮、曾以旻、彭靖翔、翁
渝婷、陳佳誼、蘇姿瑜、藍中佑、陳力右、趙祖昀、羅昱承、郭雅慈、黃

譯霆、杜紹弘、林佳蕙、李家恩、鄧又瑋、吳旭東、陳義昇、陳彥臣、孟
新悅、江汶珈、吳舒涵、詹汶諭、劉育綺、林冠慧、陳又慈、黃莉婷、賀







紹豊、潘聖穎、林子豪、黃辭瑄、張綺、陳令倢、楊俊彥、馬鎮允、簡翊
庭、黃重皓、趙芊雅、郭䕒蔚、林泓昇、林宥淇，共計 45 人考取 Computer
Knowledge Today 考照合格
李家恩、孟新悅、黃莉婷、林宥淇、江汶珈榮獲 2021 全球微電影競賽冠
軍-心的距離
林瑋倩、曾以旻、黃敬文榮獲 2021 全球微電影競賽亞軍-懷念
羅昱承、陳彥臣、陳義昇、莊宗翰榮獲 2021 全球微電影競賽亞軍-祝福
陳令倢、陳語欣、郭蔚、游昱芹、林佳蕙榮獲 2023 全球微電影競賽季軍
-四月糖衣
李芷瑩、趙祖昀、趙芊雅、吳舒涵、黃孟慈榮獲 2023 全球微電影競賽季

軍-社畜日常
 孫翊豪、魏奕旻、賴新茹 、鄭宇成榮獲新型專利（證書號 M610699），
專利名稱-香筒
 江𥭡馥、洪興禾、劉膳源、陳宏澔、王紹瑋榮獲新型專利（證書號
M610700），專利名稱-金桶
 林竑佑、林心語、周于倫、蔡淳婷榮獲新型專利（證書號 M610701），專
利名稱-燭台
 劉育綺、張綺、郭雅慈、陳姿婷、陳力右、陳佳誼、陳又慈、黃奕勛、楊
俊彥、楊凡毅、馬鎮允、潘聖穎、林柏宇、丁承暘、簡子翔、王佑濬、黃
辭瑄、莊宜潔、吳沂真、劉姿秀、林冠慧、詹汶諭、蘇姿瑜、林子豪、林
泓昇榮獲 2021 全球微電影競賽優等
 109 年謝鎮蔚、林漢倫、秦郁凱、黃重皓、吳曼瑄、黃芷柔、盧宗廷、楊
湘林，共計 8 人考取民宿管家檢定認證考照合格
 109 年江汶珈、吳沂真、周書豪、陳又慈、黃孟慈、詹汶諭、蘇姿瑜、張
綺、黃莉婷、楊俊彥、劉育綺、李芷瑩、孟新悅、陳佳誼、林宥淇、郭雅
慈、陳令倢、林心語、林冠慧、羅昱承、林子豪、林佳蕙、陳娀妃、黃重
皓、趙芊雅、簡翊庭、趙祖昀，共計 27 人考取 GSS Certifiate Associate
（GCA）證照
 張明華榮獲 2021 年佛光大學宜蘭智庫獎勵『宜蘭研究』學位論文（題目：
初探無行文化資產對宗教旅遊動機與宗教旅遊效益之研究--以宜蘭二結
王公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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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正祺、陳宜鴻、伊春勇 2021 宜蘭遊程設計競賽（全國性）宜花組第一
名
 陳姿婷、楊湘林 2021 宜蘭遊程設計競賽（全國性）宜花組第二名
 110 年朱庭慧、林芸涓、郭正祺、沈芮葉、林品妤、盧湧聖、伊春勇、胡
明謹、楊雅淳、鄧湘霖、王正威、朱可矜、吳知書、盧延楓、謝承言、吳
軒瑩、呂順運、莊朝葳、陳宜鴻、陳瑿璇、黃雅瑄、陳力右、葉苡安、陳
麒安、杜正薇、黃新評、張鈞硯、詹喻文、羅宇辰，共計 29 人考取服務

業管理師專案檢定通過
 簡君祐、陳瑿璇、王小鳳參加致理新創杯創意創新創業競賽榮獲決賽優勝
 黃譯霆、簡翊庭、薛庭宜、陳汝停、黃義峰、楊湘林、孟令媛參加致理新
創杯創意創新創業競賽榮獲複賽佳作
 黃譯霆、簡翊庭參加德霖宏國杯全國創新創業競賽榮獲決賽明日之星獎
 110 年童敬恒、陳宏澔、夏瀅瀅、吳沂真、謝承言、吳舒涵、郭雅慈、陳
娀斐、蘇姿瑜、林佳蕙、趙祖昀、李婉慈、張綺、蔡依琳、黃孟慈、李芷
瑩、鍾亦鈞、周俐辰、朱玉涵、莊辰敏、蔡子琦、許倩昀、蔡淳婷、林心
語、賴新茹、陳慧玲，共計 26 人考取電子商務規劃師檢定通過
 110 年周于倫、盧宗廷、林人豪、丁承暘、鍾亦鈞、蔡淳婷、蔡依琳、劉
膳源、劉姿秀、趙珮均、楊凱維、楊子締、黃珮雯、粟立仁、童敬恒、游
睿鈞、陳穎瑩、陳慧玲、陳娀斐、陳宏澔、許倩昀、莊宜潔、莊辰敏、胡
森寶、洪興禾、林心語、周俐辰、李婉慈、吳曼瑄、吳沂真、何秉懌、朱
玉涵、楊凡毅，共計 33 人考取數位企業策略規劃師檢定通過
 江尚霖、林宜岑、莊雅婷、鄭心瑀、蔡綺芳、王信為獲得 2021 全國大專





院校綠色旅遊創意遊程競賽佳作
薛庭宜獲得 2021 全國大專院校綠色旅遊創意遊程競賽第六名
許哲琮 、張皓俊、許程墅、李雅婷、張靖怡、張照、李珊妙、徐建洲參
加 2022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
黃福生參加 2022「管理思維與實務」暨「應用科學」研討會
鍾亦鈞入圍 2022 校園金質旅遊行程設計競賽-金質自行車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