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校慶．飛揚文藝—2017 北商大文學季
曼妙的展現 1--八大競賽得獎作品
溫馨校園獎
五專會計資訊科二甲
五專財務金融科四甲
五專國際貿易科二甲
五專國際貿易科三甲
五專國際貿易科五甲
五專企業管理科一甲
五專企管菁英班三甲

五專企業管理科五甲
五專資訊管理科三甲
五專資訊管理科四甲
五專應用外語科四甲
四技財務金融系一甲

四技商業設計系二甲
二技資訊管理系二甲
二技應用外語系二甲
進推四技會資系一甲
進推二技財金系一甲
進推二技商務系一甲
進推二技企管系一乙
進推二技資管系一甲

廖郁齊 10451005
張元嘉 10252001
林庭莉 10252047
賴和雅 10454010

黃允渝 10451019
呂佳蓉 10252010

耿令宇 10451022
吳依璉 10252025

廖翊如 10354011 李沛倚 10354022 黃瑀孟 10354023
吳育璇 10354030 吳欣諭 10354051
鍾易儒 10154033
陳一嘉 10555019
鄭至芸 10355106 林柔儀 10355107 黃楷淩 10355115
蔡佩璇 10355118 張慧亭 10355126 林妮蓁 10355133
賴昱樺 10355134 陳紀元 10355135 廖子葳 10355138
陳淑慧 10155028
羅翊綾 10356013 陳姮如 10356014 張敏慈 10356016
蔡以昱 10356022 莊家豪 10356049
黃翔莉 10256035
林侃倪 10257008
邱聖勛 10542006
蔡佾倩 10542027
謝沁玨 1054A023
邱鈞評 1044B002
陳怡廷 10436009
柯安懃 10437010
楊雅鈞 N1051407
施雨宸 N1032406
熊育德 N1052708
張芷瑄 N1054716
林勤傑 N1054742
曾怡君 N1055813
楊慧瑜 N1055824
林璟寬 N1056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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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念庭 10542023
李昀澂 10542032
黃嬿凌 1054A039

王詩雯 10542025
張江瑜 10542041

潘佩琪 N1051434
裴紘緯 N1056401

孫旻靜 N1051438
吳嘉雯 N1056434

莊易銘 N1052715
石乙廷 N1054729
蔡昊璁 N1054812
吳淓暄 N1055817
陳靜潔 N1055840

朱聿淳 N1054738
許竤字 N1055819
吳品萱 N1055843

五專國際貿易科一甲

五專企管菁英班二甲

四技國際商務系一乙

10554001 翁吏旻
10554010 張妤瑄
10554017 陳楨宜
10554021 黃彥瑜
10554027 劉映言
10554034 羅詠潔
10554046 白皓云
10554051 游麗君
10455102 蘇弘偉
10455114 宋孟澄

10554005 黃孝瑄
10554014 鍾宜君
10554018 王品驊
10554023 黃湘庭
10554029 張芯菱
10554035 曾郁珉
10554049 徐子峻
10554053 吳洛瑛
10455106 嚴昊齊
10455116 楊芷寧

10455120 李珈安
10455126 陳亭妤
10455133 賴如蓁
10455138 林千玉

10455121 闕沛盈 10455125 高昕佑
10455128 洪玉潔 10455129 王識傑
10455134 劉筱葳
10455135 張容慈
10455139 黎芷妤 10455141 陳晉茹

10455144 謝 安
10544061 高羽卉
10544066 陳思如
10544069 謝欣純
10544074 陳 安
10544086 吳昕芸

10455146 伯念芸
10544062 周芳如
10544067 楊佩諠
10544072 陳筱蓉
10544075 林君穎
10544087 王湘慈

10544063 池珮瑄
10544068 鄭雅玲
10544073 張桂綺
10544082 周瑜柔
10544088 陳姿妤

10544091 張簡嬡

10544092 張豑尹

10544093 胡少雯

書法競賽獎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二技企管菁英班一乙
五專應用外語科四甲
四技應用外語系二甲

吳汶蕙 10535106
李佳勳 10257026
許方慈 10447009

佳作

五專財政稅務科二甲

陳禹仲 10453039

佳作
佳作
入選

四技商品創意系一甲
五專資訊管理科三甲
四技企業管理系二甲

李美瑤 1054A012
莊家豪 10356049
王玥涵 1044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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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4006 施映杉
10554015 歐陽千琳
10554020 林彥伶
10554026 潘昕妤
10554033 盧彥融
10554040 黃雋為
10554050 高愉婷
10554054 黃珮玲
10455107 盧千聖
10455119 林昱瑄

新詩創作獎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 作
佳 作
佳 作
入 選
入 選
入 選

四季
再遇
遠行的人是一場雪
小偷:遊戲
貓
投繯
時間
井
時間

進推二技商務系一乙
四技企業管理系一乙
四技國際商務系一乙
五專會計資訊科四甲
五專財務金融科四甲
四技企業管理系一乙
五專應用外語科二甲
五專應用外語科二甲
五專應用外語科四甲

王文齡N1054814
馬夢侖10545086
邵 爽10544098
許普晴10251024
張元嘉10252001
沈柔妤1054C048
陳葶玟10457035
侯又維10457013
吳鈺潔 10257040

散文創作獎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佳 作
佳 作

阿公年代的臺灣教我的事
靈魂之窗回憶錄
長大與變老
味道
孩子們教會我的事
死亡

五專應用外語科四甲
五專國際貿易科四甲
五專企業菁英班五甲
五專資訊管理科四甲
進推二技資管系一甲
五專應用外語科二甲

林侃倪10257008
陳羿名10254017
李雋涵10155120
蘇昱文10256019
陳友隆N1056724
王欣陽10457007

入
入
入
入

遊韓國
公車
反派英雄──石內卜
雨

五專國際貿易科一甲
五專應用外語科四甲
五專國際貿易科一甲
五專資訊管理科四甲

曾郁珉10554035
廖以牧10257036
張芯菱10554029
黃馨瑭10256020

選
選
選
選

小說創作獎
第一名
第二名

葉、夜與頁
最後的寶藏

二技企管菁英班一甲
五專會計資訊系二甲

羅英期10535111
陳玳筑10451009

第三名
佳 作
佳 作
佳 作
入 選
入 選

藝樹
落盡繁華
花與葉
致逝去的那一年
其實
櫻花下的約定

四技應用外語系一甲
五專企管菁英班三甲
四技應用外語系一甲
四技資訊管理系三甲
四技應用外語系一甲
五專企管菁英班二甲

朱思帆10547022
陳粲容10355122
林融和10547012
廖志維10346026
呂佩倫10547010
張恩慈1045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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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影片獎
第一名

第二名

望記 Forgot

紙飛機的故事

第三名

環我明天

佳

作

我，不孤單

佳

作

北商的奇幻之旅

佳作

乞丐夢

入選

更生人 ex-convict

五專企管菁英班四甲
籃子晴 10255102 陳怡帆 10255106
楊雲羽 10255111 葉思妤 10255112
徐靖芳 10255122 任薇真 10255123
五專國際貿易科一甲
羅詠潔 10554034 黃孝瑄 10554005
王沛娟 10554013 歐陽千琳 10554015
沈芳緣 10554055 陳美怡 10554056

唐嘉翎 10255109
宋潔安 10255119

施映杉 10554006
張禎紜 10554044

五專企管菁英班二甲
黃愉真 10455112 林妤庭 10455113 宋孟澄 10455114
林昱瑄 10455119 張恩慈 10455137 黃庭悅 10455148
五專財政稅務科一甲
張芳瑜 10553006 施艾菱 10553012 王品文 10553013
謝佳頴 10553020 何宛庭 10553021 柯均穎 10553023
呂沛蓁 10553029 許家瑋 10553031 林鈺庭 10553049
五專國際貿易科四甲
張欣平 10254015 李芳宜 10254022 趙珮淇 10254027
張宸瑜 10254032 楊舒媚 10254041
五專應用外語科四甲 黃晨翔 10257058 周宸妤 10157026
五專應用外語科五甲 葉又瑄 10157041
五專財務金融科一甲
林宏恩 10552004 裴洹誼 10552025 龍宥心 10552015
張伊辰 10552030 江品萱 10552033 莊右丞 10552035
潘昱軍 10552036 張祐豪 10552051

報導影片獎
第一名

關於傳遞的故事

五專應用外語系四甲
林侃倪 10257008 廖以牧 10257036

第二名

黃金山城

五專企管菁英班二甲
高昕佑 10455125 黎芷妤 10455139
劉欣宇 10455136 闕沛盈 10455121
許舒閔 10455123

第三名

北台灣的海防英雄

五專企管菁英班二甲
李珈安 10455120

佳 作

貳點零

五專企管菁英班二甲
王廷凱 10455104 徐顥仁 10455108
章博宇 10455103 王識傑 1045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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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沛綺 10455111
李奕錡 10455147

李昀倢 10455140

佳 作

齊東詩社

四技國際商務系一乙
蔡易儒 10544070 張簡嬡 10544091
陳思如 10544066 鄭雅玲 10544068
謝欣純 10544069 陳 安 10544074
柯宜彣 10544077 張豑尹 10544092
陳思如 10544066

佳 作

旅旅成行

五專企管菁英班二甲
劉筱葳10455134 張容慈10455135
王永安10455143

數位班刊獎

數位班刊獎（投稿10部，得獎5部）
第一名

清歡有味

四技國際商務系一乙

第二名

遇見 17 歲

五專企管菁英班二甲

第三名

點時成金

五專財務金融科四甲

佳作

稅。翰墨詩香

五專財政稅務科二甲

佳作

新企集

五專企業管理科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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