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學年度社團獲獎資料

名稱 獲獎事實 時間

橋藝社 參加2015竹塹盃橋藝比賽，在雙人賽獲得季軍及殿軍 104年8月

橋藝社 參加104學年度大專盃橋藝比賽獲得乙組殿軍 104年10月

正言社

參加第六屆海峽兩岸青年孫子兵法友誼辯論賽，榮獲金聲獎(冠
軍)，以及中國文學系研究生四年級張哲耀榮獲最佳辯手(臺灣區

唯一) ，社會工作學系三年級鄭羽軒榮獲傑出辯手、法律學系三

年級陳昱安榮獲優秀辯手、法律學系二年級卓祐先榮獲優秀辯

手、會計學系二年級蘇漢賢榮獲優秀辯手

104年9月12日至9月13日

正言社
參加104年度統一發票租稅盃辯論賽獲得亞軍(東吳大學B隊)及殿

軍(東吳大學A隊)
104年10月

跆拳道社 薛皓文參加2015第5屆全國大學跆拳道武鬥季獲得季軍 104年11月1日

學生會
參加105年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獲得「優

等獎」及「財物傑出獎」
105年3月20日

榕華樓勵進會 參加105年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自治類大學組優等 105年3月20日

基層文化服務

團
參加105年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服務類大學組特優 105年3月20日

空手道社 梁森崴參加公開男子組空手道個人型獲得第4名 105年4月27日

空手道社
黃宏洋參加一般男子組空手道個人型獲得第1名，參加一般男子

組空手道對打第一量級獲得第1名
105年4月28日

空手道社 李佳欣參加一般女子組空手道對打第一量級獲得第4名 105年4月29日

空手道社 劉京瑋參加一般男子組空手道對打第三量級獲得第6名 105年4月30日

柔道社 黃章倫參加一般男子組柔道第一級獲得第4名 105年4月29日

正言社
參加2016第十五屆海峽兩岸大學生辯論賽獲得第5名，會計系蘇

漢賢獲得優秀辯士
105年07月21至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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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言社 參加第五十二屆大學菁英盃獲得冠軍 105.08.30-105.09.02

正言社

參加兩岸青年學生孫子兵法友誼辯論賽榮獲金聲獎（冠軍），

法律系四年級曾厚恩獲得最佳辯手、政治系二年級魏欣如獲得

傑出辯手、哲學系二年級陳致廷、哲學系二年級陳文謙、哲學

系二年級胡善詠獲得優秀辯手

105.09.08—105.09.14

正言社
參加105年度統一發票盃大專租稅辯論比賽獲得一般組季軍，

法律系四年級曾厚恩獲得最佳辯士
105.09.24-105.09.26

正言社
參加第28屆會計菁英盃辯論比賽獲得季軍，蘇漢賢獲得最佳辯

士
105.10.15-105.10.17

正言社
參加第一屆國際大學生華語辯論公開賽榮獲冠軍，法律系四年

級曾厚恩獲得單場最佳辯士
105.10.20-105.10.26

橋藝社

汪文正、黎碩參加105年度大專盃橋藝錦標賽獲得雙人賽季軍

吳諺誼、朱珮綺參加105年度大專盃橋藝錦標賽獲得雙人賽第

五名

105.09.30-105.10.02

圍棋社
林定陽參加105年度大專盃圍棋錦標賽獲得個人賽段位B組(4~5
段)獲得第二名

105.10.14-105.10.15

正言社 參加第四屆山海盃國際辯論邀請賽榮獲亞軍 106.02.19-106.02.21

竹韻流羽國樂社 參加全國學生音樂比賽國樂合奏大專B組優等 106.03.04

柔道社
曾韋綸參加2017內壢高中柔道邀請賽獲得男子乙組無限量級亞

軍
106.03.11

學生會
參加106年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獲得學權

傑出獎
106.03.25-106.03.26

基層文化服務團
參加106年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獲得服務性

社團-特優獎
106.03.25-106.03.26

音樂劇表演社
參加106年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獲得學術學

藝性社團-優等獎
106.03.25-106.03.26

親善民族爵士舞

團

參加106年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獲得年度最

佳社團特色評選獎
106.03.25-106.03.26

一箭入魂社 參加 2017應用射箭-弓箭足球錦標賽公開組獲得亞軍 106.03.26

參加2017第十屆弘光盃全國大專跆拳道錦標賽

郭兆洋獲得季軍(男子色帶藍帶組 / 量級：58~68公斤)
王姿喣獲得季軍(女子黑帶一般組 / 量級：53~57公斤)

心意六合拳社

劉與凡參加「紀念心意六合拳名家呂瑞芳先生誕辰110周年全

國心意六合拳傳統武術邀請賽」獲得男子青壯年組金獎及男子

青壯年組短器械銀獎

106.04.30

一擊跆拳道社 106.04.01



 105學年度社團獲獎資料

社團名稱 獲獎事實 時間

正言社
參加2017日月光環保議題辯論比賽獲得冠軍，曾厚恩獲得最佳

辯士
106.05.23-05.26

正言社 參加2017全國大專院校企業倫理盃辯論比賽獲得冠軍 106.06.03-06.04

一箭入魂社

鄧均之參加2017聚星杯春季射箭錦標賽傳統弓20公尺新人組獲

得第1名
邱鈞承參加2017聚星杯春季射箭錦標賽傳統弓20公尺新人組獲

得第3名

106.05.06

正言社 參加大政盃獲得季軍 106.05.19-05.21

正言社 參加大法盃獲得亞軍，朱育恆獲得優秀辯士 106.05.19-05.21

正言社 參加大法盃獲得殿軍，卓祐先獲得最佳辯士獎 106.05.19-05.21

正言社
參加2017第二屆風雲再起國際冠軍的巔峰之戰榮獲團體獎亞軍

，法律四曾厚恩獲得全程最佳辯士
106.07.03-106.07.10

正言社 參加第八屆亞太大專華語辯論公開賽榮獲團體獎季軍 106.07.11-106.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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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競技研究社
參加第五屆海峽青年節兩岸青年電競交流活動獲

得冠軍
106.08.09

正言社

正言社參加第五十二屆大學菁英盃1.團體獎獲得

亞軍2.個人獎：哲學系三年級陳文謙獲得最佳辯

士

106.08.30-106.09.02

正言社

正言社參加2017年統一發票盃大專租稅辯論比賽

1.團體獎獲得亞軍2. 個人獎：哲學系四年級林聖

偉獲得最佳辯士

106.09.23-106.09.25

橋藝社

橋藝社參加2017大專盃橋藝賽榮獲學生乙組冠軍

，團隊成員有葉秀軍、黎碩、朱秉濂、何承霖、

張薰方等。

106.09.29-106.10.01

正言社

正言社參加第十一屆廉政盃校院校際辯論比賽1.
團體獎獲得冠軍2. 個人獎：哲學系四年級林聖偉

獲得最佳辯士

106.10.20-106.10.22

王煜鈞參加2017高應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獲得黑

帶男子組 63公斤級對打銀牌。

王姿喣參加2017高應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獲得黑

帶女子組 53公斤級對打銅牌。

黃名鴻參加2017高應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獲得色

帶男子組品勢銅牌及色帶男子組最高量級對打銀

牌。

電子競技研究社 獲得Acer金校獎 106.11

柔道社
許雅晴參加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獲得大專女子

乙組第一量級-亞軍。
106.11.17

正言社

正言社參加第二屆時代力量盃辯論比賽1.團體獎

獲得殿軍2. 個人獎：哲學系三年級陳文謙獲得最

佳辯士

106.11.04-106.11.05

張循、賴彥蓉參加第22屆淡江盃大專國際標準舞

公開賽獲得新生B組–Rumba第二名。

一擊跆拳道社 10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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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沁柔參加第22屆淡江盃大專國際標準舞公開賽

獲得新生單人組–ChaCha第一名及新生單人組–
Rumba。

李博容參加第22屆淡江盃大專國際標準舞公開賽

獲得新生單人組–Rumba第三名。

英文辯論社

文藻英文辯論盃比賽

1.日文系 呂冠儀和日文系 魯瑞慈 榮獲Quarter
Finalist
2.法律系 郭佑芃和英文系 吳庭安 晉級Grand
Finalist
3.英文系 吳庭安 得到 Top 10 best speaker

107.2.8-107.2.10

正言社

正言社參加第五屆北區大學會計辯論邀請賽1.團
體獎獲得冠軍2. 個人獎：會計系二年級姚聖德獲

得最佳辯士

107.03.24

學生會
參加 107 年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

活動獲得大學組甲等及立法傑出獎
107.03.31-107.4.1

親善民族爵士舞

團

參加 107 年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

動獲得大學組體育性社團-優等獎
107.03.31-107.4.1

莊舜翔參加弘光盃男子黃帶組-最高量級獲得冠

軍

黃名鴻參加弘光盃男子紅帶組-最高量級獲得亞

軍

楊育翰參加弘光盃男子紅帶組-最輕量級獲得亞

軍

張皓瑋參加弘光盃男子黃帶組-第二量級獲得季

軍

紀柔安參加弘光盃女子黃帶組-最輕量級獲得季

軍

影間國標舞社 106.12.2

一擊跆拳 107.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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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間國際標準舞

社

張循、詹心綸參加第 23 屆淡江盃大專國際標準

舞公開賽獲得新生 B 組–Rumba 第六名
107.04.15

邱芷萱參加 107 年全國大專運動會-一般女生組

空手道對打第三量級獲得季軍
107.04.29

梁森崴參加 107 年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男生組

空手道個人型獲得第 7 名
107.04.29

侯明芳參加 107 年全國大專運動會-一般男生組

擊劍軍刀個人賽獲得第 8 名

梁耀文參加 107 年全國大專運動會-一般男生組

擊劍鈍劍個人賽獲得第 7 名

黃星頤、林俐彣、陳敏沂、鄭晴芬參加 107 年全

國大專運動會-一般女生組擊劍軍刀團體賽獲得

第 7 名

正言社

參加2018第44屆全國大專院校政治相關科系辯論

比賽

1.團體獎獲得亞軍(政一 A 劉晴瑄、 哲學三 胡善

詠、政四 B 李宜陵、 社三 A 孫宇萱)
2.團體獎獲得季軍(政延 A 陳俊良、 政二 B 張雅

如、哲學三 陳文謙)
3.個人獎：哲學系三年級胡善詠獲得最佳辯士

107.05.19-107.05.20

柔道社
郭美瑜參加 107 年全國大專運動會-一般女生組

柔道第七級獲得冠軍
107.05.01

機動車輛研究

社

UCRR 大專校際道路機車賽

1.法四 C 何豪哲 耐久賽 第四名

2.英四 C 吳昱陞 耐久賽 完賽

3.會三 A 趙俊欣 SC150D 組 第四名

4.中文二 陳柏璇 SC125-10-D 組 第四名

107.5.19-107.5.20

空手道社

西洋擊劍社 107.04.30



 106學年度社團獲獎資料

社團名稱 獲獎事實 時間

正言社

正言社參加第四屆姆姆盃辯論比賽1.團體獎獲得

季軍(財精二A曾昱彰、哲三陳文謙、 政二B 張
雅如、會二A 姚聖德)2. 個人獎：政治系二年級

張雅如獲得最佳辯士

107.06.02-107.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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