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學號 姓名 系級 派駐單位 

1 108B03131 劉O寬 綠能系 入學處

2 108B15763 曾O珊 航管系 衛保組

3 108B25965 李O優 醫管系 國際處

4 109B29661 曾O齊 資設學院 資設院

5 108B12265 陳O陵 職安系 職安系

6 107B25267 杜O琪 財金系 學務長室

7 108B01832 蘇O禎 職安系 安科院

8 108B29970 林O妤 翻譯系 國際處

9 109B05076 何O雯 醫藥系 永續學院

10 D64663058 楊O樺 美術系 美術學院

11 109B27221 陳O鈞 大傳系 華語中心

12 109B22762 黃O欣 心理系 永續學院

13 107B27136 許O婷 醫管系 醫管系

14 108B15229 陳O欣 營養系 秘書處

15 108B00809 郭O芸 營養系 華語中心

16 107B28230 王O晴 護理系 衛保組

17 107B28525 唐O翔 護理系 國際處

18 109B17957 溫O珊 應日系 大傳系

19 109B01809 宋O甫 航管系 生輔組

20 108B03097 李O瑜 綠能系 安科院

21 108B03025 莊O雅 綠能系 綠能系

22 107B13873 陳O晴 護理系 衛保組

23 108B30182 林O慧 社工系 通識中心

24 109B03963 林O羽 醫藥系 秘書處

25 108B03033 郭O穎 綠能系 安科院

26 107B00307 吳O綺 財金系 企管系

27 108B00933 宋O容 心理系 諮商中心

28 108B12291 辜O頻 職安系 研發處

29 107B16678 洪O婷 觀餐系 人資處

30 107B16589 王O圓 觀餐系 國際處

31 109M01185 余O漩 醫研所 生輔組

32 I94663122 毛O玲 醫藥系 華語中心

33 108B01236 鍾O鳳 大傳系 秘書處

34 Q74663044 蕭O瑄 東南亞 東南亞

35 109B11751 余O穎 護理系 衛保組

36 108B20382 黃O婷 資設學院 資設院

37 108B01637 張O媜 護理系 衛保組

38 108B03756 彭O惟 大傳系 人文院

39 107B31283 陳O廷 應日系 博雅學部

40 108B30076 陳O涵 社工系 社工系

41 109B00126 游O文 社工系 社工系

42 108B00630 許O維 生科系 永續學院

43 I44661188 謝O岑 生科系 國際處

44 107B03789 粟O豪 科工系 國際處

45 D44663088 李O怡 媒體系 資設院



46 107B08252 李O憲 財金系 財金系

47 108B23230 賴O臻 航管系 航管系

48 108B15781 黃O辰 航管系 國際處

49 109B08708 楊O潔 社工系 大傳系

50 109B031701 劉O宇 國企系 國企系

51 107B28819 王O涵 生科系 生科系

52 108B29310 莊O程 綠能系 無人機

53 108B13822 林O芸 財金系 出納組

54 109B08832 吳O睿 應日系 人文學院

55 108B26757 張O甄 護理系 東南亞

56 109B01355 劉O軒 心理系 國際處

57 W84663074 徐O擇 消防學程 消防學程

58 108B20819 吳O庭 應日系 翻譯系

59 108B27727 陳O瑋 醫藥系 醫藥系

60 108B13975 詹O婕 財金系 資設院

61 107B00930 陳O伃 航管系 生輔組

62 107B07108 李O蓉 航管系 品保組

63 108B10306 李O紘 資設學院 資設院

64 109B27089 林O丞 大傳系 軍訓室

65 108B00168 王O楓 社工系 國際處

66 107B27581 陳O辰 營養系 生輔組

67 109B26297 張O菁 消防學程 校發組

68 G24661116 蕭O庭 數位系 註冊組

69 107B22659 林O萱 企管系 語文中心

70 109B23519 徐O娟 護理系 入學處

71 109B00170 陳O菁 土開系 觀餐系

72 107B03236 周O瑜 生科系 國際處

73 107B01972 郭O蘋 護理系 護理系

74 108B35729 劉O銘 運技系 共同中心

75 107B15797 黎O孜 社工系 註冊組

76 108B08518 王O勻 護理系 國際處

77 109B22753 謝O育 心理系 生輔組

78 109M00268 神OO丁 神學系 生輔組

79 109B29563 林O珍 資設學院 資設院

80 109B13399 王O富 資設學院 軍訓室

81 109B02280 鍾O茹 生科系 心理系

82 109B07853 林O棻 消防學程 職安系

83 V15682474 王O慧 社工系 生輔組

84 107B00299 劉O濬 大傳系 大傳系

85 109B26991 彭O綺 大傳系 通識中心

86 109B08592 曾O芳 社工系 國際處

87 109B12259 吳O蒨 大傳系 博雅學部

88 108B36012 蔡O柔 護理系 衛保組

89 109B09527 陳O羚 東南亞 國際處

90 107B07330 李O萱 航管系 土開系

91 H94668171 陳O欣 運技系 運技系



92 107B38173 施O霖 土開系 土開系

93 107B07795 李O蓉 航管系 土開系

94 107B01278 呂O慈 翻譯系 軍訓室

95 107B13125 楊O秀 食安學程 食安學程

96 109B29118 洪O雲 文創學程 華語中心

97 108B07663 黃O諭 醫社學程 國際處

98 109B20901 黃O螢 航管系 入學處

99 I24673050 吳O芬 職安系 環安室

100 108B01592 鐘O華 醫社學程 永續學院

101 107B38869 郭O萱 日語學程 校長室

102 107B20825 黃O雅 土開系 博雅學部

103 H94668503 詹O澄 運技系 運技系

104 D84663141 趙O旋 書畫系 資設院

105 107B01875 陳O岳 護理系 資設院

106 G24562045 黃O璽 數位系 註冊組

107 H54673063 馬O鍹 航管系 註冊組

108 109B06722 吳O虹 觀餐系 軍訓室

109 108B25581 劉O妤 國會展 軍訓室

110 107B15627 陳O靚 應日系 應日系

111 109B23127 蔡O潔 護理系 國際處

112 107B27260 林O葦 職安系 職安系

113 107B28026 翁O埼 護理系 衛保組

114 107B01919 洪O筠 護理系 語文中心

115 108B00693 許O綺 企管系 企管系

116 107B26762 潘O琪 不動產 註冊組

117 107B20281 林O君 會資系 會資系

118 109B03518 陳O淮 會資系 會資系

119 107B35093 阮O洋 數位系 註冊組

120 107B07090 石O甄 航管系 無人機

121 107B23308 楊O雯 國企系 國企系

122 108B13751 吳O玉 財金系 研發處

123 107B07759 劉O滔 航管系 永續學院

124 109B10121 鄭O萍 心理系 課外組

125 109B00981 陳O臻 財金系 財金系

126 109B12838 王O倫 大傳系 華語中心

127 109B11797 呂O翰 護理系 永續學院

128 109B28799 周O萱 美術系 通識中心

129 107B32798 廖O翔 書畫系 書畫系

130 108B12121 丁O靜 職安系 研發處

131 107B27787 王O子 職安系 安科院

132 I24673092 王O智 職安系 環安室

133 109B01951 陳O安 航管系 航管系

134 107B08710 陳O潔 東南亞 語文中心

135 108B288746 林O蒲 食安學程 食安學程

136 107B27207 鄭O鍏 醫管系 註冊組

137 107B27065 陳O中 醫管系 註冊組



138 109B10978 阮O蘭 東南亞 永續學院

139 108B17213 楊O茹 互動系 資設院

140 109B31619 張O瑄 心理系 心理系

141 I74661142 劉O晟 營養系 營養系

142 107B25061 張O評 土開系 土開系

143 108B07655 賴O蓉 醫社學程 保管組

144 108B01129 雷O菱 資管系 資設院

145 107B26922 黃O逸 醫管系 人資處

146 107B01963 黃O婷 護理系 衛保組

147 108B05562 朱O柔 心理系 國際處

148 107B15387 曾O誠 應日系 應日系

149 108B05376 黃O涵 心理系 學務長室

150 109B13318 魏O雯 資設學院 資設院

151 107B13730 王O雯 護理系 國際處

152 109B12696 林OO臻 大傳系 博雅學部

153 107B29219 史O綺 心理系 註冊組

154 I34673214 黃O情 護理系 生輔組

155 109b08752 徐O琳 社工系 翻譯系

156 109B22977 張O怡 營養系 營養系

157 W75662029 王O甄 觀餐系 觀餐系

158 107B28070 許O秀 護理系 衛保組

159 107B28258 吳O禎 護理系 護理系

160 107B02007 邱O萱 護理系 國際處

161 107B12877 唐O慧 護理系 資設院

162 108B23702 林O萱 財金系 永續學院

163 108B23588 王O婷 財金系 國際處

164 I44663067 林O聖 生科系 永續學院

165 107B27956 廖O茹 護理系 航管系

166 107B28035 盧O辰 護理系 國際處

167 109B1275 戴O臻 護理系 軍訓室

169 I94662037 蕭O涵 醫藥系 副校長室

170 107B09085 葉O嫣 國企系 經管碩

171 D34661288 蘇O量 社工系 註冊組

172 107B01928 陳O瑤 護理系 護理系

173 107B27858 朱O綺 護理系 護理系

174 108B32195 湯O柔 資管系 衛保組

175 107B18760 李O 醫社學程 採營組

176 H04662012 張O涵 會資系 會資系

177 107B20736 蔡O均 應日系 軍訓室

178 107B18582 林O琪 醫社學程 護理系

179 109B02967 顏O明 國企系 國企系

180 109B23528 王O媞 護理系 生輔組

181 109B26065 張O芷 食安學程 食安學程

182 107B01990 張O芹 護理系 國際處

183 H04662038 楊O淳 會資系 會資系

184 109B18197 杜O萱 應日系 國際處



185 109M00295 李O 經營管理 軍訓室

186 107B31328 韓O妙 翻譯系 會資系

187 109B15953 劉O呈 運技系 共同中心

188 107B38388 陳O宏 運技系 保管組

189 108M01699 張O瑄 職安系 環安室

190 108B12692 蔡O庭 運技系 共同中心

191 D74663084 張O柔 應哲系 應哲系

192 108B01806 郭O廷 職安系 職安系

193 108B01878 葉O如 財金系 秘書處

194 108B23132 詹O涵 航管系 航管系

195 109B21178 張O程 財金系 生輔組

196 107B31337 鍾O均 翻譯系 語文中心

197 107B31266 蘇O誼 翻譯系 保管組

198 107B30198 柯O臻 消防學程 職安系

199 107B22872 呂O貽 企管系 企管系

201 D74663149 蔡O霖 應哲系 應哲系

202 107B05257 程O毅 財金系 保管組

203 107B05292 羅O凱 財金系 財金系

204 109B03937 朱O晴 醫藥系 永續學院

205 109B10185 張O恩 心理系 生輔組

206 109B20010 陳O如 國企系 國企系

207 108B00880 林O潼 心理系 永續學院

208 109B32527 吳O昕 觀餐系 生輔組

209 108B27780 楊O欣 醫藥系 秘書處

210 109B09385 薛O汝 東南亞 軍訓室

211 109B09393 薛O旻 東南亞 生輔組

212 107B05202 方O軒 財金系 永續學院

213 107B07768 尤O瑛 航管系 秘書處

214 107B23888 邱O琪 航管系 航管系

215 108B01539 張O嫻 醫管系 職涯中心

216 108B07165 林O瀅 醫管系 資設院

217 108B26989 沈O吟 生科系 經管碩

218 108B12817 施O瀚 運技系 共同中心

219 108B32853 陳O中 資設學院 資設院

220 108B29588 關O婷 大傳系 通識中心

221 109B31030 魏O妮 土開系 土開系

222 107B27965 陳O瑄 護理系 營養系

223 109B17975 邱O豪 應日系 國際處

224 109B18027 巫O志 應日系 生輔組

225 109B21686 陳O昇 觀餐系 軍訓室

226 108B26178 林O平 護理系 護理系

227 107B22828 李O銘 企管系 企管系

228 107B22908 林O慈 企管系 華語中心

229 108B06532 林O涵 會資系 會資系

230 108B26285 蔡O筑 護理系 護理系

231 109B03198 林O毅 國企系 國企系



232 107B13623 戴O欣 護理系 採營組

233 107B31782 黃O筠 社工系 註冊組

234 109B03705 鄭O鈺 營養系 永續學院

235 108B36030 黃O捷 財金系 財金系

236 H64661107 陳O洋 土開系 土開系

237 109B22237 顏O如 醫管系 生輔組

238 108B05367 王O馨 心理系 學務長室

239 109B05575 毛O欣 財金系 財金系

240 107B01090 蔡O竹 會資系 會資系

241 108B35532 黃O傑 觀餐系 觀餐系

242 D44561252 陳O榮 媒體系 資設院

243 107B13856 盧O諭 護理系 衛保組

244 109B09278 林O甫 東南亞 大傳系

245 107B33795 劉O豪 科工系 資設院

246 109B12036 許O婷 醫社學程 生輔組

247 109B201127 葉O珍 會資系 出納組

248 109B09900 王O誠 書畫系 美術學院

249 109B06000 林O蓉 航管系 課外組

250 109B08003 郭O勁 消防學程 消防學程

251 108B07520 陳O靚 醫社學程 國際處

252 108B12675 劉O潔 運技系 資設院

253 109B02958 蔡O弘 國企系 創新系

254 107B01028 王O琪 東南亞 翻譯系

255 108B27879 吳O慧 醫社學程 國際處

256 109B20082 曾O凱 國企系 國企系

257 107B31836 黃O禧 社工系 語文中心

258 D34661238 陳O霖 社工系 秘書處

259 107B15983 賴O婷 社工系 社工系

260 I34673337 顏O若 護理系 衛保組

261 107B33189 吳O祐 營養系 衛保組

262 107B03058 陳O庭 大傳系 通識中心

263 108B01967 李O吟 護理系 秘書處

264 108B12835 楊O曼 運技系 運技系

265 107B10071 黃O鴻 消防學程 消防學程

266 107B10606 鍾O龍 消防學程 食安學程

267 108B23668 林O瑄 財金系 永續學院

268 109B20313 朱O瑤 會資系 研發處

269 109B17966 林O均 應日系 生輔組

270 108B02367 施O丞 社工系 社工系

271 109B01676 游O豪 綠能系 綠能系

272 108B30067 王O庭 社工系 職涯中心

273 107B16080 蘇O樺 社工系 諮商中心

274 109B19898 文O佑 國企系 國企系

275 107B26656 張O維 財金系 永續學院

276 107B16962 王O妤 財金系 財金系

277 107B32726 林O緹 應哲系 採營組



278 108B13128 林O潔 生科系 課外組

279 107B13810 林O儒 護理系 護理系

280 108B256890 邱O勻 不動產 創新系

281 I34671068 謝O閔 護理系 國際處

282 109B28601 葉O騏 運技系 共同中心

283 H74661028 林O萍 財金系 人資處

284 109B06206 孫O絜 航管系 航管系

285 108B05198 陳O榕 大傳系 華語中心

286 109b23368 楊O伊 護理系 國際處

287 107B00967 李O洳 航管系 教務長室

288 109B31681 陳O賢 社工系 生輔組

289 107B27162 蘇O慈 醫管系 醫管系

701 108B21139 高O美 觀餐系 秘書處

702 108B21157 郭O財 觀餐系 衛保組

703 D74665010 梁O雯 應哲系 應哲系

704 108B21905 劉O 護理系 校長室

705 H54665010 劉O俊 航管系 總務長室

706 108B21879 陳O伊 國會展 保管組

707 109B30756 程O棟 企管系 生輔組

708 H54675023 方O鉦 航管系 AACSB

709 I84665067 鄭O怡 心理系 保管組

710 107B22285 郭O珍 心理系 諮商中心

711 108B21736 詹O龍 大傳系 大傳系

712 107B21910 黃O祈 美術系 美術系

713 108B21753 王O東 大傳系 保管組

714 107B35912 胡O行 航管系 保管組

715 107B35921 譚O文 航管系 保管組

716 108B21673 謝O儀 應日系 保管組

717 H54665052 張O玲 航管系 入學處

718 107B21787 陳O鳯 大傳系 文創學程

719 107B35798 劉O嫦 大傳系 保管組

720 N14675070 何O峻 觀餐系 校長室

721 N14665033 陳O瑩 觀餐系 觀餐系

722 108B21709 陳O慧 大傳系 語文中心

723 N14675038 葉O軒 觀餐系 註冊組

724 107B35815 沈O穎 大傳系 人文院

725 107B21778 陳O怡 大傳系 秘書處

726 108B21913 蔡O穎 護理系 軍訓室

727 108B21166 張O琳 觀餐系 觀餐系

728 108B21005 程O慧 營養系 經管碩

729 109B30667 陳O焮 應日系 入學處

730 H54675065 羅O甯 航管系 入學處

731 109B33122 翟O瑩 翻譯系 會資系

732 I14665013 林O佳 醫管系 入學處

733 108B21922 劉O凌 護理系 衛保組

734 109B19087 曾O珊 航管系 國際處



735 D14675089 顏O儀 大傳系 校長室

736 H94660018 江O鋒 應日系 諮商中心

737 I44665035 周O珈 生科系 國際處

738 107M02318 陳O萍 神學系 採營組

739 D14675021 沈O慧 大傳系 博雅學部

740 109B16861 甄O華 觀餐系 國際處

741 109B30853 鄒O欣 大傳系 實習電台

742 108B37777 鄭O瑜 營養系 醫管系

743 D14675055 王O旋 大傳系 大傳系

744 108B21771 陳O雁 大傳系 入學處

745 109B19568 周O楹 大傳系 博雅學部

746 109B16675 陳O潓 大傳系 入學處

747 108B21718 黃O隆 大傳系 管理學院

748 108B21816 茹O漢 大傳系 保管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