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推薦單位 系所 班級 部別 學號 姓名 職務

1 課外活動組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7 王○鋐 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美宣副部

2 課外活動組 幼兒保育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4 李○萱 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器材部長

3 課外活動組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1 姚○宸 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器材副部

4 課外活動組 保險金融管理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9 劉○伶 學生會行政中心-副會長

5 課外活動組 財務金融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0 朱○維 學生會行政中心-活動部長

6 課外活動組 財務金融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6 陳○靚 學生會行政中心-文書副部

7 課外活動組 幼兒保育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2 孔○安 學生會行政中心-社團部長

8 課外活動組 會計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7 張○梅 學生會行政中心-學會部長

9 課外活動組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8 丁○軒 學生會行政中心-器材副部

10 課外活動組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9 何○全 學生會學生議會-議長

11 課外活動組 銀髮產業管理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7 洪○鈞 學生會學生議會-主任委員

12 課外活動組 會計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3 洪○敬 會計系學會-會長

13 課外活動組 銀髮產業管理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8 陳○丞 銀髮產業管理系學會-總務

14 課外活動組 工業設計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4 李○恩 工業設計系學會-活動長

15 課外活動組 社會工作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7 李○宏 社會工作系學會-活動副會長

16 課外活動組 幼兒保育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4 陳○諭 幼兒保育系學會-行政副會

17 課外活動組 資訊與通訊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6 莊○正 資訊與通訊系學會-會長

18 課外活動組 資訊工程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6 洪○豐 資訊工程系學會-資訊長

19 課外活動組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7 羅○瑜 攝影社-副社兼活動

20 課外活動組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9 張○慈 攝影社-美宣長

21 課外活動組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5 高○岑 攝影社-總務長

22 課外活動組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7 陳○廷 魔術社-副社長

23 課外活動組 社會工作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4 甘○芸 國際志工社-社長

24 課外活動組 會計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1 蔡○岑 基層文化服務隊-美宣長

25 課外活動組 社會工作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0 翁○虔 基層文化服務隊-活動長兼公關長

26 課外活動組 社會工作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3 王○雯 基層文化服務隊-活動長兼執秘

27 課外活動組 會計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3 柯○霓 海豚服務社-總務長

28 課外活動組 社會工作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5 滕○妤 華笙國樂社-社長

29 課外活動組 幼兒保育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0 徐○軒 心言手語社-美宣兼教學長

30 課外活動組 資訊管理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6 陳○憲 羽球社-社長

31 進修服務組 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年級 碩士班 106****3 黃○豐 進修部學聯會器材

32 進修服務組 傳播藝術系 三年級 進修部 105****8 黎○慧 進修部傳播藝術系學會公關

33 進修服務組 傳播藝術系 三年級 進修部 105****7 童○築 進修部傳播藝術系學會總務兼美宣

34 進修服務組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級 進修部 105****3 卓○馨 進修部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會會長

35 進修服務組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二年級 進修部 106****8 蘇○琳 進修部學聯會活動

36 進修服務組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年級 進修部 104****6 謝○芹 進修部休閒事業管理系學會執秘

37 生活輔導組 會計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7 姚○伶 交通服務隊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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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生活輔導組 會計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2 楊○然 交通服務隊家族長

39 生活輔導組 應用化學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2 陳○峰 交通服務隊電腦事務

40 生活輔導組 應用化學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0 李○勳 交通服務隊活動

41 生活輔導組 幼兒保育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5 劉○瑜 交通服務隊美宣

42 進修服務組 會計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8 陳○穎 交通服務隊隊長

43 進修服務組 資訊與通訊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3 陳○鴻 交通服務隊隊員

44 進修服務組 資訊與通訊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7 張○瑋 交通服務隊隊員

45 進修服務組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1 陳○良 交通服務隊隊員

46 進修服務組 社會工作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8 鍾○霖 交通服務隊隊員

47 服務學習組 資訊與通訊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4 蕭○斌 勞教小組長

48 服務學習組 保險金融管理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1 彭○寧 勞教小組長

49 服務學習組 保險金融管理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1 黃○琪 勞教小組長

50 服務學習組 會計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0 許○皓 勞教小組長

51 服務學習組 財務金融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1 林○蓁 勞教小組長

52 服務學習組 營建工程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3 劉○昇 勞教小組長

53 服務學習組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0 陳○鍵 勞教小組長

54 住宿服務組 傳播藝術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4 王○雯 活動組員

55 住宿服務組 傳播藝術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7 徐○雯 美宣組員

56 住宿服務組 資訊與通訊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2 左○慶 活動組員

57 軍訓室 社會工作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2 楊○茹 學生膳食志工活動長

58 軍訓室 社會工作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7 蔡○諭 學生膳食志工衛生長

59 體育室 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年級 碩士班 106****1 吳○韓 男籃隊長

60 體育室 休閒事業管理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1 陳○偉 男籃隊員

61 體育室 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年級 進修部 106****6 張○月 女籃副隊長

62 體育室 財務金融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6 楊○涵 女排經理

63 體育室 保險金融管理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1 范○柔 男排經理

64 體育室 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6 林○蓁 羽球隊經理

65 體育室 保險金融管理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4 柯○渝 桌球隊副隊長

66 學生發展中心 會計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2 許○薇 學輔志工

67 學生發展中心 會計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3 傅○婷 學輔志工

68 學生發展中心 銀髮產業管理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3 李○潔 學輔志工

69 學生發展中心 銀髮產業管理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7 吳○紅 學輔志工

70 學生發展中心 幼兒保育系 四年級 進修部 104****3 吳○綺 學輔志工

71 圖資處讀者服務組 資訊管理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7 張○灃 愛書志工

72 課外活動組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3 陳○晴 國際志工越南隊教學組組長

73 課外活動組 工業設計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6 莊○萱 國際志工越南隊教學組組員

74 課外活動組 幼兒保育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3****1 陳○吟 國際志工印尼隊攝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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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課外活動組 保險金融管理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0 黃○樺 國際志工印尼隊行政組

76 進修服務組 資訊管理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8 徐○昇 進修服務組志工

77 衛生保健組 企業管理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4 萬○雨 救護志工隊隊長

78 衛生保健組 社會工作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5 江○淇 救護志工隊隊員

79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5 陳○璇 服務股長

80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4 洪○峰 康樂股長

81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二年級 碩士班 106****3 姜○慧 班代

82 管理學院 保險金融管理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3 王○晴 學藝股長

83 管理學院 保險金融管理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4 郭○妤 副班代

84 管理學院 會計系 一年級 碩士班 107****1 許○綺 副班代

85 管理學院 會計系 二年級 碩士班 106****7 何○諺 畢業代表

86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年級 碩士班 106****7 張○能 班代

87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8 許○昀 班代

88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二年級 碩士班 106****7 李○蘭 班代

89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2 許○哲 班代

90 管理學院 銀髮產業管理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3 陳○廷 班代

91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四年級 進修部 104****7 林○瑜 班代

92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年級 進修部 104****8 林○汝 班代

93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年級 進修部 106****1 范○尹 班代

94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年級 進修部 104****8 蔡○倫 副班代

95 理工學院 營建工程系 二年級 碩士班 106****0 力○纓 班代

96 理工學院 營建工程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4 沈○華 服務股長

97 理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2 戴○翰 班代

98 理工學院 應用化學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6 江○弦 班代

99 理工學院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4 陳○慈 副班代

100 理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三年級 進修部 105****1 廖○翔 副班代

101 設計學院 建築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4 李○珊 班代

102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9 陳○均 畢籌會秘書

103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8 蔣○蓉 班代

104 設計學院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二年級 碩士班 106****8 黃○錡 班代

105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5 張○鈴 班代

106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三年級 進修部 105****0 王○文 班代

107 人文暨社會學院 傳播藝術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9 歐○翰 班代

108 人文暨社會學院 幼兒保育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9 王○勛 班代

109 人文暨社會學院 應用英語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1 許○倫 班代

110 人文暨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系 二年級 碩士班 106****2 陳○玲 班代

111 人文暨社會學院 傳播藝術系 三年級 進修部 105****2 王○婷 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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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人文暨社會學院 幼兒保育系 二年級 日間部 106****9 王○薇 班代

113 人文暨社會學院 應用英語系 三年級 進修部 105****1 陳○寶 班代

114 人文暨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系 三年級 進修部 105****6 謝○樺 班代

115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2 王○軒 班代

116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系 四年級 日間部 104****5 陳○嘉 班代

117 資訊學院 資訊與通訊系 二年級 碩士班 106****2 彭○昱 副班代

118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系 三年級 日間部 105****0 紀○榆 班代 

119 資訊學院 資訊與通訊系 二年級 碩士班 106****4 洪○民 班代

120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系 三年級 進修部 105****2 劉○惠 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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