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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外活動組 幼兒保育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2 魏安淇 幼保系學會會長

2 課外活動組 幼兒保育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4 劉家瑜 幼保系學會活動副會長

3 課外活動組 幼兒保育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6○○○○4 李雅雲 幼保系學會活動長

4 課外活動組 幼兒保育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2 張景綾 幼保系學會總務長

5 課外活動組 財務金融系 三年B班 日間部 108○○○○4 吳佩霞 財金系學會行政副會長

6 課外活動組 幼兒保育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4 鄭玉媚 動保社社長

7 課外活動組 企業管理系 三年C班 日間部 108○○○○0 陳佩伶 國際志工社社長

8 課外活動組 資訊與通訊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3 楊蓓心 國際志工社財務長

9 課外活動組 應用英語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1 林韋光 基服隊隊長

10 課外活動組 資訊與通訊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1 吳昀宸 基服隊活動長

11 課外活動組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B班 日間部 108○○○○8 謝岑宗 畢聯會活動副部

12 課外活動組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8 張簡善彬 畢聯會器材部長

13 課外活動組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6 陳柏丞 畢聯會總務副部

14 課外活動組 應用英語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3 朱倖伶 畢聯會器材副部

15 課外活動組 資訊工程系 四年A班 日間部 107○○○○3 謝明恆 資工系學會會長

16 課外活動組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7 黃崇睿 視傳系學會會長

17 課外活動組 銀髮產業管理系 三年B班 日間部 108○○○○8 賴宜萱 銀管系學會活動副會兼會計長

18 課外活動組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1 何杰翰 學生會行政中心設計部長

19 課外活動組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3 陳瑋琦 學生會行政中心新聞副部

20 課外活動組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四年A班 日間部 107○○○○3 謝旻燁 學生會行政中心社團副部

21 課外活動組 銀髮產業管理系 三年B班 日間部 108○○○○4 陳穎亭 學生會行政中心公關副部

22 課外活動組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B班 日間部 108○○○○4 吳幸容 學生會行政中心文書副部

23 課外活動組 應用英語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4 吳光錫 學生會行政中心器材副部

24 課外活動組 應用英語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6○○○○6 楊宸禹 學生會行政中心活動副部

25 課外活動組 社會工作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6 吳亭萱 學生會行政中心社團部長

26 課外活動組 企業管理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5 巫佩軒 學生會行政中心總務部長

27 課外活動組 應用英語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4 王姵雯 學生會行政中心總務副部

28 課外活動組 應用化學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3 墜育嘉 應化系學會會長

29 課外活動組 應用化學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5 鄭伊容 應化系學會公關

30 課外活動組 企業管理系 三年C班 日間部 108○○○○9 蔡宜均 企管系學會會長

31 課外活動組 企業管理系 三年C班 日間部 108○○○○8 鄭喨尹 企管系學會攝影長

32 課外活動組 企業管理系 三年C班 日間部 108○○○○4 趙翊淇 企管系學會公關長

33 課外活動組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1 陳昶雲 行銷系學會活動長

34 課外活動組 幼兒保育系 四年A班 日間部 107○○○○9 黃筑盈 教育學會會長

35 課外活動組 銀髮產業管理系 三年B班 日間部 108○○○○8 彭千容 風揚吉他社副社

36 課外活動組 企業管理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7 陳惟楷 風揚吉他社資訊長

37 交通服務隊 財務金融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5 黃珮芯 副社長

38 交通服務隊 會計系碩士班 一年A班 日間部 110○○○○7 楊惠然 執行秘書

39 交通服務隊 社會工作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8 吳怡婷 副社長

40 交通服務隊 傳播藝術系 二年A班 日間部 109○○○○5 黃泓諭 家族長

41 交通服務隊 工業設計系 二年A班 日間部 109○○○○1 姚松均 器材

42 交通服務隊 工業設計系 二年A班 日間部 109○○○○9 黃莉嵐 美宣

43 交通服務隊 建築系 二年A班 日間部 109○○○○0 郭文傑 家族長

44 交通服務隊 資訊與通訊系 二年A班 日間部 109○○○○7 吳世榮 活動

45 交通服務隊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年A班 日間部 107○○○○7 曾鈺閔 美宣

46 交通服務隊 企業管理系 二年C班 日間部 109○○○○1 劉盈君 文書

47 服務學習組 會計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7 許育誠 勞作教育小組長

48 服務學習組 視覺傳達設計系 二年A班 日間部 108○○○○5 吳政頡 勞作教育小組長

49 服務學習組 資訊管理系 三年B班 日間部 108○○○○2 劉誌緯 勞作教育小組長

50 服務學習組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8 周邦軒 勞作教育小組長

51 服務學習組 資訊與通訊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7 蘇瑩 勞作教育小組長

52 服務學習組 營建工程系 三年B班 日間部 108○○○○4 張育豪 勞作教育小組長

53 服務學習組 應用英語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1 馮喬綈 勞作教育小組長

54 租屋委員會 工業設計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8 曾宜安 美宣

55 租屋委員會 資訊工程系 四年A班 日間部 107○○○○5 余欣芳 總務

56 租屋委員會 財務金融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9 吳佩璟 活動

57 學生膳食志工 工管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8 黃惠筠 學膳志工~餐廳檢查員、衛生長

58 學生膳食志工 會計系 三年C班 日間部 108○○○○2 王鈺琳 學膳志工~餐廳檢查員

59 體育室 資訊與通訊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6○○○○2 張允中 男籃隊員

60 體育室 資訊與通訊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2 謝燿駿 男排隊長

61 體育室 資訊管理系 三年C班 日間部 108○○○○1 趙悅存 羽球隊經理

62 體育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9 謝慧潔 女排隊長

63 體育室 資訊工程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7 葉修丞 桌球副隊長

64 體育室 資訊與通訊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0 郭宗霖 男籃副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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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體育室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年C班 進修部 106○○○○6 張馨月 女籃隊長

66 學輔志工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9 黃悅婷 學輔志工

67 學輔志工 社會工作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7 謝梅彤 學輔志工

68 學輔志工 社會工作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1 葉姿瑩 學輔志工

69 學輔志工 社會工作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9 謝承佑 學輔志工

70 學輔志工 社會工作系 二年A班 日間部 109○○○○3 黃郁禎 學輔志工

71 學校志工 社會工作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6 顧以暄 傷病救護志工隊隊長

72 學校志工 社會工作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2 謝東宏 傷病救護志工隊副隊長

73 學校志工 社會工作系 四年A班 日間部 107○○○○7 林宥婕 傷病救護志工隊活動長

74 學校志工 社會工作系 四年A班 日間部 107○○○○5 許雅涵 傷病救護志工隊文書長

75 學校志工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年A班 日間部 107○○○○5 許芳豪 防疫志工

76 學校志工 資訊與通訊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0 廖顯侑 防疫志工

77 學校志工 社會工作系 二年A班 日間部 109○○○○1 許庭瑋 防疫志工

78 學校志工 社會工作系 四年A班 日間部 107○○○○7 鄭沛褀 執行秘書長

79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三年C班 日間部 108○○○○4 陳繹丹 班代

80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一年A班 日間部 110○○○○2 宋家和 班代

81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二年A班 日間部 109○○○○2 温才芳 班代

82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二年C班 日間部 109○○○○8 黃念慧 班代

83 管理學院 保險金融管理系 三年B班 日間部 108○○○○5 吳俞姍 班代

84 管理學院 會計系 二年B班 日間部 109○○○○6 郭承恩 班代

85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碩士班 二年A班 日間部 109○○○○5 陳威廷 班代

86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年A班 日間部 107○○○○7 林紹良 畢業代表

87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年C班 進修部 107○○○○6 何馨云 學藝

88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年B班 日間部 109○○○○8 吳運璇 班代

89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年A班 日間部 107○○○○7 王韻婷 班代

90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年A班 日間部 107○○○○7 鄭莞臻 班代

91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二年A班 進修部 109○○○○7 戴永昌 班代

92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A班 進修部 108○○○○1 黃家儀 副班代

93 管理學院 銀髮產業管理系 三年B班 日間部 108○○○○6 陳彥儒 學藝股長

94 理工學院 營建工程系 四年A班 日間部 107○○○○1 陳悅心 總務股長

95 理工學院 營建工程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1 鄭金巍 心輔股長

96 理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碩士班 二年A班 日間部 108○○○○6 楊祐瑋 班代

97 理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9 蕭翊軒 班代

98 理工學院 應用化學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1 歐采昀 班代

99 理工學院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四年A班 日間部 107○○○○3 陳裕銘 班代

100 設計學院 建築系 二年A班 日間部 109○○○○9 高子濬 班代

101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系 四年A班 日間部 107○○○○7 林鈺萍 器材組長

102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二年B班 日間部 109○○○○4 陳薇庭 班代

103 設計學院 景觀及都市設計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2 林馥鈺 職涯輔導長

104 設計學院 建築系 三年B班 日間部 108○○○○4 陳乃菲 班代

105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2 劉昱伶 畢籌會會長

106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年A班 進修部 107○○○○5 劉紹琦 班代

107 人文暨社會學院 傳播藝術系 四年A班 日間部 107○○○○1 陳怡媚 班代

108 人文暨社會學院 應用英語系 三年B班 日間部 108○○○○2 林妙珊 班代

109 人文暨社會學院 應用英語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5 巫鳳鈴 班代

110 人文暨社會學院 幼兒保育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8 李佳芸 班代

111 人文暨社會學院    幼兒保育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9 黃亞婷 班代

112 人文暨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3 胡煒智 班代

113 人文暨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系碩士班 二年A班 日間部 109○○○○6 項若寧 總務

114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系 四年C班 日間部 107○○○○3 黃建璋 班代

115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系 四年A班 進修部 107○○○○1 施昊墉 班代

116 資訊學院 資訊與通訊系 四年B班 日間部 107○○○○4 張曉慈 班代

117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系 三年C班 日間部 108○○○○8 呂宜臻 副班代

118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系 三年A班 日間部 108○○○○5 范家福 班代

119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系 三年D班 日間部 108○○○○9 劉中瑞 班代

120 航空學院 航空機械系 002班 日間部 109○○○○1 王明哲 總務、小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