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名稱 職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室內設計系系學會 系會長 室設三A 1045443071 眭敬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系學會 系會長 視傳二B 1055445167 林昆賢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系學會 副會長 視傳二A 1055445190 鄭喻云 女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系學會 系會長 數媒二B 1055448114 黃威銘 男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系學會 副會長 數媒二A 1055448031 陳香婷 女

影視設計系系學會 系會長 影視二A 1055440057 林宗億 男

影視設計系系學會 副會長 影視二A 1055440021 呂育宗 男

互動娛樂設計系 系會長 互動二A 1055450039 郭柏辰 男

企業管理系系學會 系會長 企管二A 1055431009 邱義筌 男

企業管理系系學會 副會長 企管二A 1055431042 羅翔聘 男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系學會 系會長 行管二B 1055433110 陳少云 女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系學會 副會長 行管二A 1055433005 張莉苓 女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系學會 系會長 觀管二A 1055435031 魏君涵 女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系學會 副會長 觀管二B 1055435034 黃子倢 女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系學會 副會長 觀管二A 1055435063 陳翎 女

資訊管理系系學會 系會長 資管二A 1055461028 吳奕辰 男

資訊管理系系學會 副會長 資管二A 1055461019 劉羽哲 男

資訊工程系系學會 系會長 資工二A 1055462007 張新偉 男

電腦與通訊系系學會 系會長 電通二A 1055464010 洪偉博 男

電腦與通訊系系學會 副會長 電通二A 1055464003 謝明宏 男

學生會 會長 影視三A 1045440028 吳哲葳 男

學生會 副會長 數媒三B 1045448140 龔筠婷 女

學生議會 議長 影視三A 1045440003 牛鈞民 男

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 總幹事 電通三A 1045464012 郭適賢 男

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 副總幹事 電通三A 1045464001 林依睜 女

數位廣播社 社長 數媒二A 1055448091 李晨平 男

數位廣播社 副社長 數媒二A 1055448067 鄒芷萱 女

向日葵康輔社 社長 數媒三A 1045448099 周思旻 女

向日葵康輔社 副社長 資管三B 1045461016 劉芷晴 女

阿拉望原住民青年社 社長 觀管二A 1055435077 詹思凡 女

阿拉望原住民青年社 副社長 觀管三A 1045435022 葉振宏 男

日本次文化研究社 社長 視傳三B 1045445002 鄒家昕 女

日本次文化研究社 副社長 數媒三B 1045448136 黃玟諭 女

晨曦羽球社 社長 影視二B 1055440020 秦于涵 女

晨曦羽球社 副社長 互動二A 1055450002 王克謙 男

弦外之音吉他社 社長 影視二B 1055440084 潘坤鈺 男

弦外之音吉他社 副社長 資管二A 1055461020 陳品旭 男

狂響管樂社 社長 數媒二A 1055448031 陳香婷 女

狂響管樂社 副社長 數媒二B 1055448056 周芸芸 女

熱門音樂社 社長 影視二A 1055440043 劉凱維 男

熱門音樂社 副社長 數媒二B 1055448086 萬宇 男

獵影社 社長 電通二A 1055464017 周竣瑋 男

獵影社 副社長 影視二B 1055440028 李忠益 男

Jump排球社 社長 影視二B 1055440078 余冠霖 男

Jump排球社 副社長 數媒二B 1055448100 李聖威 男

STXD街舞社 社長 視傳二A 1055445181 陳婠 女



STXD街舞社 副社長 觀管二A 1055435039 方沛騏 女

心靈探索社 社長 數媒二A 1055448057 黃芊芊 女

心靈探索社 副社長 數媒二B 1055448094 古庭奕 男

崇德青年服務社 社長 數媒三A 1045448063 吳坤鴻 男

崇德青年服務社 副社長 室設二A 1055443045 詹佩璇 女

國際文化交流會 會長 企研二A 1055731029 黃傳宇 男

國際文化交流會 副會長 資工二A 1055462001 周芷柔 女

中國科大棒壘球社 社長 影視一B 1065440050 陳韋嘉 男

中國科大棒壘球社 副社長 視傳一C 1065445117 林富凱 男

CUTe旅台陸生同學會 會長 室設二A 1055443139 刘淡宁 男

CUTe親善大使社 社長 視傳二C 1055445123 林欣誼 女



單位名稱 職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學生會 會長 影視三A 1045440028 吳哲葳 男

學生會 財務部部長 觀管二A 1055435071 蘇雨蓉 女

學生會 事務部部長 觀管三C 1045435212 溫學謙 男

學生會 事務部部員 企管一A 1065431011 劉佳奇 男

學生會 學會部部長 電通三A 1045464010 廖國治 男

學生會 學會部部員 影視二A 1055440132 邱希望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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