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外系歷年應外系歷年應外系歷年應外系歷年榮譽榜榮譽榜榮譽榜榮譽榜    

學學學學生參與校外各項競賽獲獎紀錄生參與校外各項競賽獲獎紀錄生參與校外各項競賽獲獎紀錄生參與校外各項競賽獲獎紀錄    

 學年度 獲獎事由 獲獎學生 

101 

四中五校*英語演講比賽-即席組 第一名  

（*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國防大學理工學院、中華大學) 

林岱潔 

101 

四中五校*英語演講比賽-即席組 第二名  

（*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國防大學理工學院、中華大學) 

蔡佩珊 

100 2012 中譯盃第二屆全國口譯大賽英語交替傳譯全國總決賽  優秀獎 王劭恩 

100 2012 年第六屆住華盃日本語演講比賽  非主修日語組佳作 陳柔錚 

100 

一百學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軸計畫二之  

題庫泉湧計畫」Power ABC 單字測驗比賽 第二名 

許明仙 

100 2012 年全國逐步口譯競賽  第四名 王劭恩 

100 2012 年第六屆敦煌全國大專盃英文書評競賽  優等獎 曹舒婷 



100 2012 年第六屆敦煌全國大專盃英文書評競賽  佳作 朱智軒 

100 2011 全國大專院校英語即席演講比賽-時事造「英」雄  第一名 劉文璞 

100 

四中五校*英語演講比賽-即席組 第一名  

（*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正理工學院、中華大學) 

劉文璞 

100 

四中五校*英語演講比賽-即席組 第三名  

（*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正理工學院、中華大學) 

撒慧怡 

100 

四中五校*英語演講比賽-準備組 第二名  

（*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正理工學院、中華大學) 

劉文璞 

100 

桃園縣 99 年度英語演講比賽大專組 第三名 

(桃園縣政府主辦) 

劉文璞 

100 

2011 年文藻盃全國大專院校日語演講比賽 

非主修日文組 第三名 

朱智軒 

100 2011 年全國大學生 日語配音比賽 個人組 第一名 朱智軒 

100 2011 年全國大學生 日語配音比賽 個人組 第八名 呂嘉蓉 



100 2011 年全國大學生 日語配音比賽 團體組 第一名 

林靖淳 石于倢 

朱智軒 林欣毅 

陳柔錚 黃修如  

99 

四中五校*英語演講比賽-即席組 第三名  

（*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正理工學院、中華大學) 

劉文璞 

99 

四中五校*英語演講比賽-準備組 第二名  

（*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正理工學院、中華大學) 

陳盈伶 

99 第五屆 TVBS 大學新聞獎  主播獎 許欣媛 

98 第四屆敦煌全國大專盃英文書評競賽 優等獎 潘姵縈 

98 

桃園縣 99 年度英語演講比賽大專組 第二名   

(桃園縣政府主辦) 

曾惟愉 

98 

四中五校*英語演講比賽-準備組 第一名  

（*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正理工學院、中華大學） 

曾惟愉 

98 

四中五校*英語演講比賽-即席組 第二名  

（*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正理工學院、中華大學) 

鄒明達 



98 

98 學年度文藻盃全國大專組英語即席演講比賽 第一名 

(主辦單位：文藻外語學院) 

鄒明達 

97 

第三屆敦煌全國大專盃英文書評比賽進階組 佳作 

(主辦單位：敦煌書局) 

潘姵縈 

97 

第三屆敦煌全國大專盃英文書評比賽進階組 佳作 

(主辦單位：敦煌書局) 

林蕙柔 

97 

第三屆敦煌全國大專盃英文書評比賽進階組 佳作 

(主辦單位：敦煌書局) 

徐正暉 

97 

第三屆敦煌全國大專盃英文書評比賽進階組 佳作 

(主辦單位：敦煌書局) 

顏妙丞 

97 

第三屆敦煌全國大專盃英文書評比賽進階組 佳作 

(主辦單位：敦煌書局) 

楊世瑜 

97 

2009 全國大專英語演講比賽 第五名 

(主辦單位：台北扶輪社、空中英語教室) 

謝明宏 

97 

桃園縣 98 年度英語演講比賽大專組 第二名 

(桃園縣政府主辦) 

楊世瑜 

97 

桃園縣 98 年度英語演講比賽大專組 佳作 

(桃園縣政府主辦) 

許欣媛 



97 

桃園縣 98 年度英語演講比賽大專組 佳作 

(桃園縣政府主辦) 

顏妙丞 

97 奧林匹克之我見散文比賽 第三名  謝明宏 

97 

四中五校*英語演講比賽-即席組 第三名  

（*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正理工學院、中華大學） 

許欣媛 

97 

四中五校*英語演講比賽-準備組 第三名  

（*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正理工學院、中華大學） 

顏妙丞 

96 獲選參加「第一屆立法院青年國會研習營」 張有智(碩) 

96 

四中五校*英語演講比賽-準備組第二名  

（*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正理工學院、中華大學） 

陳虹汝 

96 96 年度桃園縣大專優秀青年獎 蘇琬婷 

96 

獲得「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沈碁恕 

96 

獲得國科會研究生出國參加研討會論文發表補助 

(補助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張有智(碩) 

96 

桃園縣 97 年度英語演講比賽大專組第一名 

(桃園縣政府主辦) 

林沛恩 

96 
全國英文書評比賽進階組首獎 

(敦煌書局主辦) 
阮偉華 



96 東閔杯全國英語機智問答比賽大專組第一名(實踐大學主辦) 謝明宏 

95 

四中五校*英語即席演講比賽第二名  

（*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正理工學院、中華大學）  

  

謝明宏 

95 

獲選 95 學年度中原大學學生赴韓國參加 

「韓國傳統文化研習營」代表 

張婉玲 

95 桃園縣慶祝青年節英語演講比賽第一名 章詠婷 

95 大專生英語演講比賽第一名(世新大學舉辦) 章詠婷 

95 

四中五校*英語有稿演講比賽第三名  

（*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正理工學院、中華大學） 

溫純敏 

95 95 學年度桃園縣大專優秀青年獎(救國團主辦) 張婉玲 

95 

銘傳、東吳、元智及中原大學  

95 學年度校際英語辯論比賽  

最佳辯士 

謝明宏 

林湘婕 

詹名君 

95 全國英文書評比賽優異獎(敦煌書局主辦) 陸逸 

95 

銘傳、東吳、元智及中原大學  

95 學年度校際英語辯論比賽  

團體組第一名  

  

謝明宏 / 林湘婕 

詹名君 / 蔡語耕 

童昭琪 / 葉雅婷 

蕭敏均 / 蔡欣育 

陳姿伶 / 唐依柔 

陳慧芳 / 張瑋芩 



94 

四中五校*英語即席演講比賽第一名  

（*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正理工學院、中華大學） 

章詠婷 

94 

全國大專英語演講比賽優異獎  

（聖德基督書院主辦）  

章詠婷 

94 

全國大專英語演講比賽優異獎  

（聖德基督書院主辦） 

蘇琬婷 

94 

全國大專英語演講比賽佳作  

（聖德基督書院主辦） 

羅斌豪 

94 

全國大專英語演講比賽優異獎  

（聖德基督書院主辦）   

陳寶如 

94 

全國大專英語演講比賽優異獎  

（聖德基督書院主辦）   

謝明宏 

93 94 年度桃園縣大專優秀青年獎(救國團主辦) 黃佩櫻 

93 

94 年度桃園縣英語演講比賽 大專組第三名 

(桃園縣救國團主辦) 

黃雯郁 

92 93 年度桃園縣大專優秀青年獎(救國團主辦) 劉金霓 

92 

獲得「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補助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江艾穎 



92 

獲得「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補助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陳信志 

    

    

    

    

    

    

    

    

    

    

    

    



學生參加校內各項競賽獲獎紀錄學生參加校內各項競賽獲獎紀錄學生參加校內各項競賽獲獎紀錄學生參加校內各項競賽獲獎紀錄    

 學年度 獲獎事由 獲獎學生 

100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 第一名 劉峻銓 

100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 第二名 蔡佩珊 

100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 第五名 曹舒婷 

99 中原大學英語拼音比賽 第一名 

吳屏方 

陳冠誌 

羅力揚 

99 中原大學英語拼音比賽 第二名 

王劭恩 

劉文璞 

余羿賢 

99 中原大學英語拼音比賽 第三名 

梁朝威 

劉峻銓 

朱智軒 

99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 第一名 徐詩涵 

99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 第二名 吳屏方 

99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 第三名 葉星宏 

99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 第四名 劉龍呈 

98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 第五名 劉文璞 



98 
中原大學英語拼字比賽 第一名 

林濬棋 / 鄒明達 / 林嘉柔 

98 中原大學英語拼字比賽 第二名 李嘉盈 / 張育瑄 / 許軒螢 

98 中原大學英語拼字比賽 第三名 姜旻曉 / 陸 逸 / 郭彥廷 

97 中原大學英語拼字比賽 第一名 謝明宏 / 王昀雅  

97 中原大學英語拼字比賽 第二名 陳潔亭 / 蘇彧萱 / 董怡廷 

97 中原大學英語拼字比賽 第三名 鄒明達 / 余承翰 / 林亞萱 

97 中原大學全校英語演講比賽 第一名 鄒明達 

97 中原大學全校英語演講比賽 第三名 劉宗諺 

96 中原大學 52 週年運動會女子 50 公尺仰式第三名  黃姵蓉 

96 中原大學 52 週年運動會 女子 50 公尺自由式第五名  黃姵蓉 

96 四中五校*英語演講比賽-準備組 第二名  陳虹汝 

96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第一名 路鳳庭 

96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第四名 汪子堯 

96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第五名 王鈺婕 

96 愛知王活動第一名「繪本英語教學協助視障兒童」  游彥容 

96 中原大學創意啦啦隊比賽 第七名  應外系 

96 中原大學英語話劇比賽第一名 應外一 

96 中原大學英語話劇比賽第三名 應外一 

96 中原大學英語話劇比賽 最佳導演  劉宗諺 

96 中原大學英語話劇比賽 最佳音效  林育正 



96 中原大學全人標竿獎 王怡涵 

96 中原大學 96 學年度普仁崗文藝獎 小說類第二名 沈碁恕 

96 
應用外語系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二-結合弱勢關懷與英語

教學的服務學習  手繪書比賽第一名 

何如薇 / 古韻巧 

林文傑 / 陳姿伶 

96 
應用外語系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二-結合弱勢關懷與英語

教學的服務學習 手繪書比賽第三名 
賴珮宜 / 林佳芳 / 詹名君 

96 
應用外語系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二-結合弱勢關懷與英語

教學的服務學習 手繪書比賽佳作 

崔潔心 / 唐伊柔  

廖于萱 / 蕭敏均 

95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第五名 林沛恩 

95 中原大學英語話劇比賽 團體獎第二名  應外系一年級 

95 中原大學英語話劇比賽 最佳男主角  汪子堯 

95 中原大學英語話劇比賽 最佳女主角  魯千如 

94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第二名 謝明宏 

94 中原大學英語話劇比賽 團體獎第二名  應外系一年級 

94 中原大學 94 學年度全校勞動服務表現優良獎 應外系一年級 

93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第一名 章詠婷 

93 93 學年度勞動服務稽核優良小組長獎 戴秀娟 

92 中原大學「大學部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劃」研究創作獎 江艾穎 

92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第一名 蘇于媛 

92 中原大學學生社團評鑑甲等 學生會 

92 中原大學英語話劇比賽 團體獎第一名  應外系一年級 

92 中原大學英語話劇比賽 最佳導演  胡芷維 / 胡婷婷  

92 中原大學英語話劇比賽 最佳音效  黃立平 

91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第一名 李玉璿 



91 中原大學啦啦隊比賽第三名 應外系一年級 

90 中原大學英語演講比賽第一名 王舜華 

90 中原大學英語話劇比賽 團體獎第二名 應外系一年級 

    

    

    

    

    

    

    

    

    

    

    



學生參加系內各項競賽獲獎紀錄學生參加系內各項競賽獲獎紀錄學生參加系內各項競賽獲獎紀錄學生參加系內各項競賽獲獎紀錄    

 學年度 獲獎事由 獲獎學生 

97 

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三：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九十七學年度 翻譯實作競賽  第一名 

林濬棋 

97 

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三：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九十七學年度 翻譯實作競賽  第二名 

王昀雅 

97 

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三：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九十七學年度 翻譯實作競賽  第三名 

溫純敏 

97 

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三：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九十七學年度 翻譯實作競賽  第四名 

彭怡甄 

97 

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三：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九十七學年度 翻譯實作競賽  第五名 

楊政荃 

97 

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三：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九十七學年度 翻譯實作競賽  第六名 

林沛恩 

97 九十七學年度數位外語教材設計競賽  第一名 吳佩珊 

97 九十七學年度數位外語教材設計競賽  第二名 

李姿瑩、蕭宛如 

張倚溱、黃慧文 



97 九十七學年度數位外語教材設計競賽  第三名 黃鈺涵 

97 九十七學年度數位外語教材設計競賽  佳作 陳可真 

96 

應用外語系教學卓越計畫子計劃七-系課程再造 

英語辯論比賽最佳辯論團隊獎 

曲韻融 / 唐宇錡 

陸逸 / 阮偉華 

96 

應用外語系教學卓越計畫子計劃七-系課程再造 

英語辯論比賽最佳辯士獎 

林沛恩 / 唐宇錡 

96 

應用外語系教學卓越計畫子計劃七-系課程再造 

中英口譯競賽最佳口譯員獎 

呂庭惠 / 金韻佳 / 葉雅婷 

96 

應用外語系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新聞編譯實作競賽競賽第一名 

黃敬婷 / 林文傑 

何如薇 / 古韻巧 

96 

應用外語系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新聞編譯實作競賽競賽第二名 

葉雅婷 / 呂庭慧 

蔡逸晴 / 林湘婕 

96 

應用外語系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新聞編譯實作競賽競賽第三名 

崔潔心 / 蔡語耕 

蔡欣育 / 蕭敏均 

96 

結合弱勢關懷與英語教學的服務學習  

手繪書比賽第一名 

何如薇 / 古韻巧 

林文傑 / 陳姿伶 



96 

結合弱勢關懷與英語教學的服務學習  

手繪書比賽第三名 

賴珮宜 / 林佳芳 / 詹名君 

96 

結合弱勢關懷與英語教學的服務學習  

手繪書比賽佳作 

崔潔心 / 唐伊柔 

廖于萱 / 蕭敏均 

96 

結合弱勢關懷與英語教學的服務學習  

英語教學教具比賽-教具設計優良獎 

林佳芳 

游彥容 

96 

結合弱勢關懷與英語教學的服務學習  

英語教學教具比賽-教學活動優良獎 

廖于萱 

古韻巧 

96 

結合弱勢關懷與英語教學的服務學習  

英語教學教具比賽-教學優良獎 

陳姿伶 

陳品諭 

96 

結合弱勢關懷與英語教學的服務學習  

英語教學教具比賽- 教案設計優良獎 

唐伊柔 

蘇彧萱 

95 

應用外語系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多媒體網路教學實作競賽第一名 

陳月慧 

李曉青 

95 

應用外語系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多媒體網路教學實作競賽第二名 

揚若婕 

洪慈微 

95 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多媒體網路教學實作競賽第三名 蘇琬婷 / 曾偉倫 

95 
應用外語系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黃家琪 / 鄒立婕 / 周慈穎 

陳雅雯 / 俞書敏 / 林顥瑾 



專業筆譯實作競賽第一名 

95 

應用外語系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專業筆譯實作競賽第二名 

洪國理 / 張 駿 / 吳冠德 

王冠雄 / 謝宗甫 / 林秉澤 

95 

應用外語系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專業筆譯實作競賽第三名 

張嘉文 / 洪瑜馡 / 路燕青 

沈碁恕 / 江敬萱 / 游雅筑 

95 

應用外語系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中英翻譯競賽第一名 

嚴曉年 / 林昱維 

李銘軒 / 林文傑 

95 

應用外語系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中英翻譯競賽第二名 

謝明宏 / 鄭余浤 

李漢祥 / 陳裕旻 

95 

應用外語系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中英翻譯競賽第三名 

游彥容 / 鄧宇容 

蘇彧萱 / 詹名君 

94 

應用外語系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多媒體與網路語言教學實作競賽第一名 

曾靜茹 / 王秀嘉 

戴偉盛 / 呂欣倩 

94 

應用外語系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多媒體與網路語言教學實作競賽第二名 

張婉玲 / 林佳敏 

顏君庭 / 齊宜恕 

94 

應用外語系鏈結產業整合學術的實作教育： 

多媒體與網路語言教學實作競賽第三名 

謝佳欣 / 陳思妤 

劉子榕 / 王儷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