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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系際盃合唱比賽歷年得獎名單 
84 學年度 
冠軍：工設系 
亞軍：營建系 
季軍：保險系 

85 學年度 
冠軍：資管系  亞軍：工設系 
季軍：營建系  殿軍：應化系 
優良獎：幼保系、應外系 

86 學年度 
冠軍：應外系  亞軍：傳播系 
季軍：會計系  殿軍：資管系 
優良獎：工設系、視傳系 

87 學年度 
冠軍：幼保系  亞軍：應外系 
季軍：資管系  殿軍：財金系 
優良獎：工設系、休閒系、企管系 

88 學年度 
冠軍：應外系  亞軍：營建系 
季軍：工設系  殿軍：幼保系 
優良獎：應化系、會計系、休閒系 

89 學年度 
冠軍：應外系  亞軍：工設系 
季軍：財金系  殿軍：資管系 
優良獎：幼保系、社工系、會計系 

90 學年度 
冠軍：應外系  亞軍：幼保系 
季軍：都景系  殿軍：會計系 
最佳創意獎：建築系 
最佳團體默契：資工系 
最佳樂曲詮釋獎：社工系 
最佳合聲獎：保險系 

91 學年度 
冠軍：應外系  亞軍：幼保系 
季軍：資管系  殿軍：都景系 
最佳創意獎：企管系 
最佳團體默契：會計系 
最佳樂曲詮釋：營建系 

92 學年度 
冠軍：應外系  亞軍：幼保系 
季軍：都景系  殿軍：資管系 
佳作：視傳系、傳播系 
最佳道具創意獎：保險系 
最佳服裝設計獎：都景系 
最佳舞臺效果獎：工管系 
最佳指揮獎：應外系 
最佳伴奏獎：視傳系 

93 學年度 
冠軍：應外系  亞軍：幼保系 
季軍：資管系  殿軍：都景系 
佳作：視傳系、財金系 
最佳道具創意獎：都景系 
最佳服裝設計獎：休閒系 
最佳舞臺效果獎：都景系 
最佳指揮獎：幼保系─吳郁純 
最佳伴奏獎：應外系─林曉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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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系際盃合唱比賽歷年得獎名單 
94 學年度 
冠軍：幼保系  亞軍：景都系 
季軍：應外系  殿軍：視傳系 
明日之星獎：企管系 
最具潛力獎：財金系 
最佳道具創意獎：景都系 
最佳服裝設計獎：幼保系 
最佳舞臺效果獎：都景系 
最佳指揮獎：幼保系─林伊佐 
最佳伴奏獎：視傳系─徐嬋紋 

95 學年度 
冠軍：景都系  亞軍：幼保系 
季軍：應外系  殿軍：營建系 
最具潛力獎：財金系、社工系 
最佳舞臺效果獎：財金系、景都系、幼保系 
最佳指揮獎：幼保系─黃雅萍 
最佳伴奏獎：應外系─吳其蓁 

96 學年度 
冠軍：景都系  亞軍：幼保系 
季軍：社工系 殿軍：應外系、資管系 
最具潛力獎：營建系、傳播系 
最佳舞臺效果獎：都景系、社工系、資管系 
最佳指揮獎：幼保系─林乃嘉 

景都系─陳淮岷 
最佳伴奏獎：幼保系─吳明軒 

景都系─謝易真 

97 學年度 
冠軍：幼保系 亞軍：景都系 
季軍：應外系 殿軍：社工系、傳播系 
最具潛力獎：室設學程、財金系、建築系 
最佳舞臺效果獎：幼保系、都景系 
Orz 獎：工管系 
最佳指揮獎：幼保系─林詩華 

景都系─邱嘉盈 
最佳伴奏獎：幼保系─黃鈺婷 

景都系─吳明軒 
98 學年度 
冠軍：景都系 亞軍：幼保系 
季軍：應外系 殿軍：社工系、營建系 
最具潛力獎：財金系、資管系、傳播系 
Orz 獎：資工系 
最佳指揮獎：景都系─姚政存 

幼保系─蘇芝勤 
最佳伴奏獎：景都系─蘇宜謙 

幼保系─黃鈺婷 

99 學年度 
冠軍：幼保系 亞軍：景都系 
季軍：傳播系 殿軍：營建系、老服系 
優良獎：休閒系、工設系、財金系、應外系 
得獎是天性獎：資通系 
最佳指揮獎：幼保系─張偉結 
            景都系─曾郁雯 
最佳伴奏獎：幼保系─黃鈺婷 
            景都系─顏士堯 

100 學年度 
冠軍：幼保系  亞軍：傳播系 
季軍：景都系  殿軍：應外系、營建系 
優良獎：資管系、銀管系、社工系、財金系、

企管系。 
最佳指揮獎：幼保系─吳佩儀 
            傳播系─黃顯然 
最佳伴奏獎：幼保系─李英婷 
            傳播系─張耀仁 

101 學年度 
冠軍：幼保系  亞軍：應外系 
季軍：景都系  殿軍：傳播系、營建系 
優良獎：銀管系、休閒系、資管系、視傳系、

工設系、社工系 
最佳指揮獎：幼保系─謝文惠 
            應外系─陳巧偉 
最佳伴奏獎：幼保系─張雅琦 
            應外系─張承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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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系際盃合唱比賽歷年得獎名單 
102 學年度 
冠軍：美聲組─幼保系／創意組─景都系 
亞軍：美聲組─傳播系／創意組─行銷系 
季軍：美聲組─應英系／創意組─財金系 
殿軍：美聲組─社工系／創意組─企管系 
優等：美聲組─銀管系、營建系、資管系／ 
      創意組─休閒系、建築系、工管系 
最佳指揮獎：美聲組：傳播系─蔡亞玲 
            創意組：休閒系─沈青萱 
最佳伴奏獎：美聲組：幼保系─蔡佩洵 
            創意組：企管系─陳艾柔 

103 學年度 
冠軍：美聲組─幼保系／創意組─景都系 
亞軍：美聲組─應英系／創意組─工管系 
季軍：美聲組─休閒系／創意組─傳播系 
殿軍：美聲組─營建系／創意組─財金系 
優等：美聲組─工設系、社工系、銀管系／ 
      創意組─行銷系、保險系、資通系 
最佳指揮獎：美聲組：幼保系─盧紀君 
            創意組：景都系─劉采盈 
最佳伴奏獎：美聲組：企管系─陳艾柔 
            創意組：工管系─謝炘豪 

104 學年度 
冠軍：美聲組─應英系／創意組─行銷系 
亞軍：美聲組─幼保系／創意組─景都系 
季軍：美聲組─銀管系／創意組─資管系 
殿軍：美聲組─傳播系／創意組─工管系 
優等：美聲組─營建系、企管系、休閒系 
      創意組─視傳系、會計系、保險系 
最佳指揮獎：美聲組：幼保系─林姿婷 
            創意組：資管系─李家宇 
最佳伴奏獎：美聲組：應英系─陳厚安 
            創意組：資管系─李昱蓁 

105 學年度 
冠軍：美聲組─應英系／創意組─景都系 
亞軍：美聲組─幼保系／創意組─財金系 
季軍：美聲組─傳播系／創意組─視傳系 
殿軍：美聲組─銀管系／創意組─休閒系 
優等：美聲組─營建系、工管系、行銷系 
      創意組─環管系、會計系、工設系 
最佳指揮獎：美聲組：應英系─張碩恩 
            創意組：景都系─趙品婷 
最佳伴奏獎：美聲組：應英系─陳厚安 
            創意組：財金系─王雋 

106 學年度 
美聲合唱組： 
冠軍：應英系  亞軍：幼保系 
季軍：營建系  殿軍：傳播系 
優等：工設系、企管系、銀管系 
創意歌唱組： 
冠軍：景都系  亞軍：行銷系 
季軍：休閒系  殿軍：保險系 
優等：財金系、視傳系、資管系 
最佳指揮獎：應英系─李幸妮 
最佳伴奏獎：保險系─詹宗蒔 

107 學年度 
美聲合唱組： 
冠軍：幼保系  亞軍：應英系 
季軍：傳播系  殿軍：營建系 
優等：工設系、社工系、工管系 
創意歌唱組： 
冠軍：景都系  亞軍：休閒系 
季軍：視傳系  殿軍：保險系 
優等：行銷系、財金系、建築系 
最佳指揮獎：幼保系─徐晴恩 
最佳伴奏獎：應英系─陳思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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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系際盃合唱比賽歷年得獎名單 
108 學年度 
美聲合唱組： 
冠軍：幼保系  亞軍：應英系 
季軍：傳播系  殿軍：工管系 
優等：會計系、建築系、銀管系 
創意歌唱組： 
冠軍：景都系  亞軍：工設系 
季軍：資管系  殿軍：休閒系 
優等：行銷系、財金系、視傳系 
最佳指揮獎：幼保系─章雅茹 
最佳伴奏獎：幼保系─陳俞安 

109 學年度 
美聲合唱組： 
冠軍：幼保系  亞軍：傳播系 
季軍：應英系  殿軍：工管系 
優等：銀管系、營建系、建築系 
創意歌唱組： 
冠軍：景都系  亞軍：工設系 
季軍：行銷系  殿軍：休閒系 
優等：保險系、視傳系、資管系 
最佳指揮獎：傳播系─黃昱叡 
最佳伴奏獎：幼保系─徐珮慈 

110 學年度 
 
 

疫情停賽 

111 學年度 
美聲合唱組： 
冠軍：幼保系  亞軍：傳播系 
季軍：營建系  殿軍：行銷系 
優等：企管系、財金系、工管系 
創意歌唱組： 
冠軍：景都系  亞軍：休閒系 
季軍：視傳系  殿軍：會計系 
優等：資管系、工設系、資工系 
最佳指揮獎：傳播系─鄭閔翔 
最佳伴奏獎：傳播系─江建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