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樂活產業學院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學年度

優秀績效
 林茂宇研究生以「社會技巧課程教案對臨界智能學生人際適應能力影響之研究」
通過碩士口試，取得碩士學位
 陳岱禾研究生以「休閒動機、休閒效益、幸福感及組織認同關係之研究-以輕檔車
俱樂部為例」通過碩士口試，取得碩士學位
 尤毓華研究生以「自學法對花藝學習效能之研究」通過碩士口試，取得碩士學位
 陳亭瑜考取遊程規劃師證照（教育部編號 7800）
 周亮吟考取遊程規劃師證照（教育部編號 7800）
 張芸萍考取遊程規劃師證照（教育部編號 7800）
 舒郁婷考取遊程規劃師證照（教育部編號 7800）
 薛雅璟考取遊程規劃師證照（教育部編號 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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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艾宣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林亞葴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林恩潔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楊庭甄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張成嘉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莊承諭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許芸軒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周亮吟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薛雅璟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袁稚堯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李郁萱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盧湧聖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羅曉琳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

006）
 官泳鈴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





006）
倪碩輿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張芸萍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林亞葴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健康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理的理
論與實踐」服務人員
李郁萱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健康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理的理
論與實踐」服務人員
郭承翰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健康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理的理

論與實踐」服務人員
 呂純理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健康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理的理
論與實踐」服務人員
 官泳鈴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健康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理的理
論與實踐」服務人員
 周亮吟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健康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理的理
論與實踐」服務人員
 周艾宣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健康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理的理
論與實踐」服務人員
 袁稚堯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健康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理的理
論與實踐」服務人員
 薛雅璟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健康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理的理
論與實踐」服務人員
 張芸萍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健康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理的理
論與實踐」服務人員
 林恩潔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健康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理的理
論與實踐」服務人員
 程正信「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健康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理的理論與
實踐」服務人員及論文集編輯人員
 許芸軒「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健康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理的理論與
實踐」服務人員及論文集編輯人員
 林芷璇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黃姵琪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109

006）
 郭家妤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劉鉉濰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

006）
 吳品瑩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






006）
李佳芸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葉珈吟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李沚芸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周亮吟考取國家普通考試華語導遊、領隊人員資格
薛雅璟考取國家普通考試華語導遊、領隊人員資格
周亮吟參與校外競賽「2020 全國大專院校綠色旅遊創意遊程規劃競賽」，榮獲佳

作
 薛雅璟參與校外競賽「2020 全國大專院校綠色旅遊創意遊程規劃競賽」，榮獲佳
作
 未樂系「系學會」榮獲得全國社團評鑑甲等及校內社團評鑑甲等以上
 林慧涵 107 級研究生以「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成年民眾對環保自然葬之意向－以
宜蘭縣為例」通過碩士學位考試，取得碩士學位
 游維哲 107 級研究生以「宜蘭縣中年期國中教師休閒運動阻礙、阻礙協商及休閒
運動參與之研究」通過碩士學位考試，取得碩士學位
 蕭子齊 107 級研究生以「初任消防員勤務特性、壓力來源與壓力調適之探究－以
新北市某救災救護大隊為例」通過碩士學位考試，取得碩士學位
 指導謝孟潔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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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宜玫同學參加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 the Digital Word（2020 ICBEM）壁報發表
蕭品善完成蘭城晶英酒店休閒遊憩部專業實習
吳群家完成蘭城晶英酒店休閒遊憩部專業實習
蔡尚軒完成長榮鳯凰酒店休閒遊憩部專業實習
郭承翰完成張美阿嬤有機農場專業實習
周宜瑩同學考取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創意設計與經營經究所正取
周宜瑩同學考取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經管所正取
周宜瑩同學考取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碩士學位學程正取

 周宜瑩同學考取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正取
 碩士班生命學組 101 級畢業生林翠玲擔任陸委會人事室主任
 碩士班生命學組 103 級碩士畢業生黃美瑜考取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教育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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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生命學組 101 級碩士畢業生翁國瑞考取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社會工作碩士在
職專班
 碩士班生命學組 106 級碩士畢業生林儀甄擔任台灣輔導教師協會秘書長
 碩士班生命學組 106 級碩士畢業生林儀甄參與 110.8.29 台灣行動研究學會論文發

表
 碩士班生命學組 110 上碩士畢業生鄭君佩參與 110.8.29 台灣行動研究學會論文發






表
吳群家、呂純理、官泳鈴、施巧真、施敦凱、袁稚堯、張芸萍、郭承翰、陳諺陵、
彭成煜、彭芸沛、黃沁瑜、黃潔婷、劉桄銘、蔡宗霖、蔡尚軒、蔡芸萱、薛雅璟
等 18 位考取身心靈測評師專業證書
張瑞明、黃姵琪、吳品瑩、羅子傑、游育勤、郭芮君、黃諒齊、吳嘉穎、葉晏憙、
陳昕、劉鉉濰、張鈞翰等 12 位考取身心靈測評師專業證書
碩士班陳淑真研究生以「冥想色彩對身心經絡能量狀態影響之研究」通過碩士學
位考試，取得碩士學位
林晏如老師輔導楊宜玫同學專題製作，並於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Journal 發表，收錄於華藝中文圖書資料庫。Lin, Y. J., Yang, Y. M. （2021）
“ Exclusive Content, Developments Cost and Streaming Service Competition ” ,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Journal, 1, 37-47. 29680/BTIJ
 林晏如老師與周鴻騰老師輔導本系大學部二年級學生於圖書館 3 樓策展-學生跨
領域學習成果展
 張瑋庭、葉盈昀、柯欣妤、楊珈萱、江姵熤、陳芋蓁榮獲第十一屆「城鄉旅遊‧
綠色饗宴」旅遊行程設計全國競賽決賽佳作
 朱婉寧、潘育加、陳哲寧、陳文心、陳睿諺、江尚霖榮獲第十一屆「城鄉旅遊‧
綠色饗宴」旅遊行程設計全國競賽初賽優選
 樊芷婷、黃庭恩、林孟葳、吳芸禎、陳芋蓁、田宇方、吳岱蓉、江姵熤、張瑋庭、
葉盈昀、梁芷玲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
TTM4221-006）
 李巧庭、陳哲寧、林恩潔、張詠珵、朱婉寧、余敏齊、范芷毓、林宥廷、林宥全
考取國民旅遊領團人員 DTL 認證（教育部技職司全國技專院校務基本資料庫登
入字號：8814）
 周亮吟同學正取陽明交通大學社區健康照護研究所
 周亮吟同學正取長庚大學健康暨長期照護產業研究所
 倪碩輿同學正取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研究所
 黃沁瑜正取台電職業女籃隊
 李佳芸、黃姵琪、葉盈昀、陳芋蓁，2022 年發表「佛光大學螢火蟲資源調查及其
永續旅遊遊程設計」，2022 年慢運動思維下的地方創生-永續旅遊與地方文創研
討會，南華大學
 朱婉寧、潘育加、陳睿諺、盧彥蓁、陳文心、陳哲寧，2022 年發表「基於環境教
育觀點探討媽祖遶境祈福之健康防疫與環境保護行動」，2022 年觀光產業永續發
展學術研討會，南臺科技大學
 黃昱菁、張瑞明、葉晏憙、羅子傑、朱婉寧、潘育加，2022 年榮獲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水土保持局-第十二屆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駐村團隊入選-獎勵金 12 萬元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學年度

優秀績效
 蘇翊茜 108.08.22-08.25 協助台北 SOGO 三好蔬食展設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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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惠茹 108.08.22-08.25 協助台北 SOGO 三好蔬食展設攤
陳秋妤 108.08.22-08.25 協助台北 SOGO 三好蔬食展設攤
萬立照 108.08.22-08.25 協助台北 SOGO 三好蔬食展設攤
雷承穎 108.08.22-08.25 協助台北 SOGO 三好蔬食展設攤
劉正元 108.08.22-08.25 協助台北 SOGO 三好蔬食展設攤
林毓辰 108.08.22-08.25 協助台北 SOGO 三好蔬食展設攤
黃亭倫 108.08.22-08.25 協助台北 SOGO 三好蔬食展設攤
謝明翰 108.08.22-08.25 協助台北 SOGO 三好蔬食展設攤
葉峻銘 108.08.22-08.25 協助台北 SOGO 三好蔬食展設攤
李昀虹 108.08.22-08.25 協助台北 SOGO 三好蔬食展設攤













蔡政樺 108.08.22-08.25 協助台北 SOGO 三好蔬食展設攤
江秦宇 108.09.28-10.08 前往大陸宜興蔬食博覽會設攤
劉正元 108.09.28-10.08 前往大陸宜興蔬食博覽會設攤
林毓宸 108.09.28-10.08 前往大陸宜興蔬食博覽會設攤
葉峻銘 108.09.28-10.08 前往大陸宜興蔬食博覽會設攤
謝明翰 108.09.28-10.08 前往大陸宜興蔬食博覽會設攤
劉正元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謝明翰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蕭紫芸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廖謙芊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徐湘媞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劉明潭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蔡羽玲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李雅姿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呂禹玟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葉芮伶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陳偉捷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陳品甄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葉子瑜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徐胤文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胡竣傑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鄭如恩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蕭盛文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葉峻銘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周宏懋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王家祥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張成志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陳瀅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許宏瑞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鄧唯毅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徐嘉欣 108.10.31-11.03 前往菩提盃擔任工作人員
江秦宇榮獲第五屆全國海峽客家烹調大賽學生組熱菜類特金獎
江秦宇榮獲第五屆全國海峽客家烹調大賽學生組冷菜類特金獎
郭欹綺、何柏緯榮獲客家神廚挑戰賽學生組佳作
郭欹綺、何柏緯 2019 第 13 屆台北國際菩提金廚獎學生組優勝
吳銍宸、臧廷瑜 2019 第 13 屆台北國際菩提金廚獎學生組優勝
洪鈞崴、游仲喆 2019 第 13 屆台北國際菩提金廚獎學生組佳作
林毓宸、黃亭倫 2019 第 13 屆台北國際菩提金廚獎學生組佳作
張成志、吳銍宸 2019 寶之川-麻辣創意健康料理大賽 職業組 銅牌
萬立照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鄭如恩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蔡政樺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游嘉惠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彭師婷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吳詩涵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方鈺茹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杜采瑩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邱昱瑜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黃亭倫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何柏緯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吳銍宸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郭欹綺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劉正元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徐華蔚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林毓宸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徐胤文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楊慧媚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王凱馨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胡竣傑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徐嘉欣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夏瀅瀅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張雅筑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鄭榮緯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宋芳沂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呂禹玟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李雅姿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陳品甄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葉芮伶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蕭郁謹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葉子瑜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臧廷瑜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李昀虹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葉峻銘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張成志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蕭盛文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雷承穎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姚苡綺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鄧唯毅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陳偉捷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吳彥勳擔任 2019 佛光山校長論壇九宮格便當工作人員

 張雅筑擔任 108.11.29 港口社區義煮活動工作人員
 臧廷瑜擔任 108.11.29 港口社區義煮活動工作人員
 江政軒擔任 108.11.29 港口社區義煮活動工作人員









呂承育擔任 108.11.29 港口社區義煮活動工作人員
游仲喆擔任 108.11.29 港口社區義煮活動工作人員
夏瀅瀅擔任 108.11.29 港口社區義煮活動工作人員
吳銍宸擔任 108.11.29 港口社區義煮活動工作人員
徐嘉欣擔任 108.11.29 港口社區義煮活動工作人員
鄧妙恩擔任 108.11.29 港口社區義煮活動工作人員
吳彥勳擔任 108.11.29 港口社區義煮活動工作人員
蕭郁謹擔任 108.11.29 港口社區義煮活動工作人員












賴玫君擔任 108.11.29 港口社區義煮活動工作人員
楊富傑擔任 108.11.29 港口社區義煮活動工作人員
宋芳沂擔任 108.11.29 港口社區義煮活動工作人員
鄭榮緯擔任 108.11.29 港口社區義煮活動工作人員
吳銍宸、張成志榮獲 2019 寶之川麻辣創意健康料理大賽職業組銅牌
洪鈞崴、游仲喆宜蘭真功夫技職達人創意料理競賽職業組銀牌獎
游仲喆榮獲年度幹部獎-自治性
洪鈞崴協助 109.01.03 大坑社區義煮活動
林毓宸協助 109.01.03 大坑社區義煮活動
吳銍宸協助 109.01.03 大坑社區義煮活動









臧廷瑜協助 109.01.03 大坑社區義煮活動
劉正元協助 109.01.03 大坑社區義煮活動
黃亭倫協助 109.01.03 大坑社區義煮活動
李秀真協助 109.01.03 大坑社區義煮活動
陳偉捷協助 109.01.03 大坑社區義煮活動
何柏緯協助 109.01.03 大坑社區義煮活動
蕭郁瑾協助 109.01.03 大坑社區義煮活動

 葉峻銘協助 109.01.03 大坑社區義煮活動
 葉峻銘協助製作 2020 佛誕節結緣品











劉正元協助製作 2020 佛誕節結緣品
林毓宸協助製作 2020 佛誕節結緣品
蕭盛文協助製作 2020 佛誕節結緣品
謝明翰協助製作 2020 佛誕節結緣品
賴玫君協助製作 2020 佛誕節結緣品
鄭榮緯協助製作 2020 佛誕節結緣品
夏瀅瀅協助製作 2020 佛誕節結緣品
葉哲睿協助製作 2020 佛誕節結緣品
蔡子琦協助製作 2020 佛誕節結緣品
張雅筑協助製作 2020 佛誕節結緣品

 王凱馨協助製作 2020 佛誕節結緣品
 楊慧媚協助製作 2020 佛誕節結緣品
 李昀虹協助製作 2020 佛誕節結緣品









胡竣傑協助製作 2020 佛誕節結緣品
宋芳沂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李雅姿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顏偉訓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李秀真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葉子瑜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萬立照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吳承俊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江芷恩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何柏緯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呂禹玟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羅珮瑄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何韶晴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陳偉捷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胡竣傑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林毓宸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周宏懋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王嘉祥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莊孟庭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陳品甄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吳彥勳協助辦理 2020 佛光大學體驗營
楊富傑、宋芳沂參加 2020 舊振南第二屆漢餅新星選拔賽獲優勝
吳銍宸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呂禹玟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楊柏萱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莊孟庭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陳偉捷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吳承俊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陳柏言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陳品甄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何韶晴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陳壬癸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羅珮瑄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徐胤文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吳彥勳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葉子瑜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胡竣傑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李雅姿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李炫翔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廖芊謙通過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洪鈞崴、江政軒、臧廷瑜參與 2020 第二屆環太平洋國際廚藝大賽榮獲銅牌

109









江秦宇協助仁愛之家義煮活動 109.11.06
萬立照協助仁愛之家義煮活動 109.11.06
郭欹綺協助仁愛之家義煮活動 109.11.06
何柏緯協助仁愛之家義煮活動 109.11.06
李昀虹協助仁愛之家義煮活動 109.11.06
鄧妙恩協助仁愛之家義煮活動 109.11.06
黃亭倫協助仁愛之家義煮活動 109.11.06












洪鈞崴協助仁愛之家大悲懺義煮活動 109.11.07
游仲喆協助仁愛之家大悲懺義煮活動 109.11.07
吳銍宸協助仁愛之家大悲懺義煮活動 109.11.07
張祐昇協助仁愛之家大悲懺義煮活動 109.11.07
臧廷瑜協助仁愛之家大悲懺義煮活動 109.11.07
呂禹玟協助仁愛之家大悲懺義煮活動 109.11.07
江秦宇協助仁愛之家大悲懺義煮活動 109.11.07
何韶晴協助仁愛之家大悲懺義煮活動 109.11.07
莊孟庭協助仁愛之家大悲懺義煮活動 109.11.07
羅珮萱協助仁愛之家大悲懺義煮活動 109.11.07

 陳壬癸協助仁愛之家大悲懺義煮活動 109.11.07
 吳承俊協助仁愛之家大悲懺義煮活動 109.11.07
 翁家敏協助仁愛之家大悲懺義煮活動 109.11.07





林毓宸榮獲 2020 第 14 屆「菩提金廚獎」優勝
吳彥勳榮獲 2020 第 14 屆「菩提金廚獎」優勝
郭旖綺榮獲 2020 第 14 屆「菩提金廚獎」佳作
何柏緯榮獲 2020 第 14 屆「菩提金廚獎」佳作

 莊孟庭榮獲 2020 第 14 屆「菩提金廚獎」佳作
 吳承俊榮獲 2020 第 14 屆「菩提金廚獎」佳作











洪鈞崴榮獲 2020 第 14 屆「菩提金廚獎」銀牌
吳彥勳榮獲葛馬蘭獎學金
曾郁芹榮獲葛馬蘭獎學金
張淑茹榮獲葛馬蘭獎學金
林鉉翔榮獲葛馬蘭獎學金
蔬食系全體榮獲 109 年男子組拔河冠軍
蔬食系全體榮獲 109 年女子組拔河冠軍
洪鈞崴參與 2020 客家美食料理示範 109.11.23
吳銍宸參與 2020 客家美食料理示範 109.11.23
莊孟庭參與 2020 客家美食料理示範 109.11.23

 洪鈞崴參與佛光山青年蔬食料理體驗 109.11.14
 游仲喆協助佛大師生百人騎單車慢游宜蘭活動
 林毓宸協助佛大師生百人騎單車慢游宜蘭活動









李昀虹協助佛大師生百人騎單車慢游宜蘭活動
葉峻銘協助佛大師生百人騎單車慢游宜蘭活動
邱昱瑜協助佛大師生百人騎單車慢游宜蘭活動
陳偉捷協助佛大師生百人騎單車慢游宜蘭活動
彭暄茹協助佛大師生百人騎單車慢游宜蘭活動
翁家敏協助佛大師生百人騎單車慢游宜蘭活動
郭佳欣協助佛大師生百人騎單車慢游宜蘭活動
鄭靜君協助佛大師生百人騎單車慢游宜蘭活動












盧郁珊榮獲宜蘭遊程設計競賽佳作
杜采瑩榮獲宜蘭遊程設計競賽佳作
鄧妙恩參與大愛電視台素食心語專訪
徐嘉欣參與大愛電視台素食心語專訪
李昀虹參與大愛電視台素食心語專訪
林毓宸參與嗣大人義煮
莊孟庭參與嗣大人義煮
吳彥勳參與嗣大人義煮
李昀虹參與嗣大人義煮
柯昇佑參與嗣大人義煮









吳承俊參與嗣大人義煮
郭佳欣參與嗣大人義煮
彭宣茹參與嗣大人義煮
徐胤文參與嗣大人義煮
翁家敏參與嗣大人義煮
蔬食系系學會參與仁愛之家義煮
陳偉捷寶之川麻辣創意健康料理榮獲職業組銅牌

 蕭盛文 110.01.12-13 參與宜蘭仁愛之家義煮-臘八粥
 翁家敏 110.01.12-13 參與宜蘭仁愛之家義煮-臘八粥











彭暄茹 110.01.12-13 參與宜蘭仁愛之家義煮-臘八粥
陳煥杰 110.01.12-13 參與宜蘭仁愛之家義煮-臘八粥
葉峻銘 110.01.12-13 參與宜蘭仁愛之家義煮-臘八粥
吳銍宸 110.01.12-13 參與宜蘭仁愛之家義煮-臘八粥
楊健生 110.01.12-13 參與宜蘭仁愛之家義煮-臘八粥
呂恩昕 110.01.12-13 參與宜蘭仁愛之家義煮-臘八粥
楊文琪 110.01.12-13 參與宜蘭仁愛之家義煮-臘八粥
劉芝彤 110.01.12-13 參與宜蘭仁愛之家義煮-臘八粥
柯昇佑 110.01.12-13 參與宜蘭仁愛之家義煮-臘八粥
羅珮萱 110.01.12-13 參與宜蘭仁愛之家義煮-臘八粥

 陳偉捷 110.01.12-13 參與宜蘭仁愛之家義煮-臘八粥
 莊孟庭 110.01.12-13 參與宜蘭仁愛之家義煮-臘八粥
 邱馷孳 110.01.12-13 參與宜蘭仁愛之家義煮-臘八粥









吳彥勳 110.01.12-13 參與宜蘭仁愛之家義煮-臘八粥
陳仁癸榮獲 2021 佛光盃國際蔬食廚藝挑戰賽果雕社會組銅牌
蔬食系系學會辦理 2021 佛光盃國際蔬食廚藝挑戰賽
楊富傑考取素食乙級證照
林毓宸考取素食乙級證照
林彥成協助佛光山台東日光寺義煮
蔡宇傑協助佛光山台東日光寺義煮
翁家敏協助佛光山台東日光寺義煮












陳宣蓉協助佛光山台東日光寺義煮
柯昇佑協助佛光山台東日光寺義煮
張惟琇協助佛光山台東日光寺義煮
洪鈞崴協助孔雀明王寺義煮
蔬食系系學會協助仁愛之家義煮
蔬食系系學會協助頭城福成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DIY 活動
楊建生榮獲 2021 舊振南第三屆漢餅新星選拔賽佳作
彭萱如榮獲 2021 舊振南第三屆漢餅新星選拔賽佳作
盧郁珊榮獲 2021 舊振南第三屆漢餅新星選拔賽佳作
陳旭貞榮獲 2021 舊振南第三屆漢餅新星選拔賽佳作









蔬食系全體學生前往佛光山辦理創意蔬食感恩餐會
蕭紫芸考取烘焙食品-麵包丙級
鄧唯毅考取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糕皮類-丙級
賴玫君考取烘焙食品-餅乾丙級
張雅筑考取烘焙食品-餅乾丙級
游梓平考取烘焙食品-麵包丙級
胡禮安考取烘焙食品-麵包丙級

 曾婉婷考取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糕皮類-丙級
 楊庭瑄考取烘焙食品-餅乾丙級








江秦宇考取烘焙食品-西點蛋糕丙級
鄧唯毅考取烘焙食品-麵包丙級
李孟唐考取烘焙食品-西點蛋糕丙級
蕭晶瑩考取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簡旭東考取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張惟琇考取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葉哲睿考取中餐烹調-素食丙級

 萬立照同學前往美國西來寺實習
 林佳侑同學前往展國西來寺交換
 呂禹玟、李雅姿、林鉉翔同學前往日本法水寺實習











110

盧郁珊同學 考取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飲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碩士班
宋芳沂同學 考取 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 健康蔬食與餐旅管理組
張祖榮同學 考取 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 健康蔬食與餐旅管理組
本系系學會、廚藝研究社辦理港口社區義煮活動
108 級學生於台北國際蔬素食產業博覽會辦理成果展
張惟琇同學正取日本龍谷大學交換
本系系學會、廚藝研究社辦理 2022 佛光盃全國蔬食廚藝暨烘焙競賽
本系榮獲佛光大學初聲-校歌、三好歌比賽榮獲第一名
許修得同學榮獲寶之川-麻辣創意健康料理大賽優勝
楊貿翔同學於礁溪老爺實習榮獲品牌之星殊榮
胡竣傑同學拍攝蔬果生活誌-金棗巧克力布朗尼

 本系系學會、廚藝研究社辦理三民國小小小廚師營活動
 本系系學會、廚藝研究社辦理「蔬」於咱港口ㄟ義煮義煮活動
 柯昇佑同學參加桃園市 2021 第五屆國際青年創意美學 3D 創意果凍花學生組動
態榮獲金牌
 柯昇佑同學參加 2021 年第 16 屆美國密西根 MNS 國際美食創意競賽花卉組榮獲
金牌
 黃冠容同學參加桃園市 2021 第五屆國際青年創意美學 3D 果凍花學生組動態榮
獲金牌
 黃冠容同學參加 2021 年第 16 屆美國密西根 MNS 國際美食創意競賽花卉組榮獲
銀牌
 本系榮獲本校拔河比賽男子組及女子組雙冠軍
 本系系學會、廚藝研究社至聖方濟長照中心送愛義煮活動
 楊健生同學榮獲 2021AFA 韓國世界廚藝大賽 Plated desserts（vegetarian）銀牌
 莊孟庭同學榮獲 2021 全國客家美食料理大賽業組冠軍
 劉芝彤同學榮獲 2021 菩提金廚獎學生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