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陽科技大學104學年度第2學期公共服務績優獎學金獲獎名單

序

號
推薦單位 系所 年級 學號 姓名 職務

1 課外活動組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三年級 102****5 游○萱 學生會行政中心活動部長

2 課外活動組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級 102****6 易○名 學生會行政中心設計部長

3 課外活動組 銀髮產業管理系 三年級 102****7 劉○呈 學生會行政中心文書副部長

4 課外活動組 企業管理所 一年級 104****5 何○縈 學生會學生議會秘書長

5 課外活動組 資訊管理系 三年級 102****6 卓○駿 學生會學生議會法制委員會主委

6 課外活動組 資訊管理系 四年級 101****4 陳○奇 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會長

7 課外活動組 保險金融管理系 四年級 101****9 劉○珍 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行政副會長

8 課外活動組 財務金融系 四年級 101****8 陳○明 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總務部長

9 課外活動組 幼兒保育系 二年級 103****8 吳○宣 龍魂康輔社活動長

10 課外活動組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三年級 102****0 羅○瑄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會會長

11 課外活動組 企業管理系 三年級 102****6 柯○馨 華笙國樂社社長

12 課外活動組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二年級 103****2 鐘○雯 羽球社社長

13 課外活動組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二年級 103****3 吳○庭 攝影社總務長

14 課外活動組 保險金融管理系 三年級 102****7 蔡○儒 親善服務團團長

15 課外活動組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級 102****8 王○筑 如來實證社社長

16 課外活動組 幼兒保育系 三年級 102****8 蕭○瑗 心言手語社社長

17 課外活動組 傳播藝術系 二年級 103****5 林○皞 風揚吉他社社長

18 課外活動組 財務金融系 三年級 102****6 蔡○亭 國際志工社總務長

19 課外活動組 保險金融管理系 三年級 102****9 邱○涵 原野風青社公關長

20 課外活動組 保險金融管理系 二年級 103****1 黃○嘉 保險金融管理系學會會長

21 課外活動組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級 102****1 李○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會會長

22 課外活動組 銀髮產業管理系 二年級 103****2 王○郁 銀髮產業管理系學會交流長

23 課外活動組 社會工作系 三年級 102****8 楊○中 社會工作系學會會長

24 課外活動組 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年級 103****9 廖○延 休閒事業管理系學會會長

25 課外活動組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三年級 102****9 邱○程 微電影社社長

26 課外活動組 財務金融系 三年級 102****5 陸○瑋 慈光佛學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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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課外活動組 社會工作系 三年級 102****0 范○樂 彩虹夢境社社長

28 課外活動組 營建工程系 二年級 103****8 戴○興 營建工程系學會會長

29 課外活動組 資訊管理系 二年級 103****4 張○綺 資訊管理系學會活動長

30 課外活動組 應用英語系 二年級 103****2 白○瑋 應用英語系學會會長

31 進修服務組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四年級 101****0 林○維 學聯會財務長

32 進修服務組 銀髮產業管理系 三年級 102****1 陳○芳 進修部畢聯會副會長

33 進修服務組 資訊與通訊系 三年級 102****9 廖○賢 資訊與通訊系學會會長

34 進修服務組 幼兒保育系 四年級 101****9 徐○臻 志工家族副社長

35 進修服務組 工業工程管理系 四年級 101****8 謝○倫 進修部畢聯會器材長

36 進修服務組 工業工程管理系 四年級 101****8 廖○生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會公關

37 生活輔導組 保險金融管理系 三年級 102****6 游○翎 交通服務隊副隊長

38 生活輔導組 資訊與通訊系 三年級 102****5 蔣○容 交通服務隊執行秘書

39 生活輔導組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三年級 102****8 林○洋 交通服務隊文書長

40 生活輔導組 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年級 103****3 蕭○弘 交通服務隊副活動長

41 生活輔導組 會計系 二年級 103****5 蔡○洵 交通服務隊電腦文書

42 進修服務組 資訊與通訊系 三年級 102****4 張○翔 交通服務隊隊長

43 進修服務組 財務金融系 四年級 101****7 江○雯 交通服務隊校內組長

44 進修服務組 資訊與通訊系 三年級 102****6 胡○銘 交通服務隊隊員

45 進修服務組 資訊與通訊系 三年級 102****0 蔡○霖 交通服務隊文宣長

46 進修服務組 營建工程系 一年級 104****3 張○榕 交通服務隊隊員

47 學生發展中心 資訊管理系 二年級 103****8 張○榕 學輔志工大隊長

48 學生發展中心 工業設計系 四年級 100****7 陳○彰 學輔志工顧問

49 學生發展中心 企業管理系 四年級 101****8 朱○如 學輔志工公關組組員

50 學生發展中心 社會工作系 四年級 101****5 温○均 學輔志工顧問

51 學生發展中心 保險金融管理系 二年級 103****3 阮○婷 學輔志工公關長

52 學生發展中心 應用英語系 二年級 103****2 徐○婷 學輔志工活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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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學生發展中心 企業管理系 四年級 101****5 周○雯 學輔志工公關組組員

54 服務學習組 資訊工程系 四年級 101****4 林○豪 勞作教育小組長

55 服務學習組 財務金融系 四年級 101****7 許○文 勞作教育小組長

56 服務學習組 保險金融管理系 二年級 103****1 楊○綾 勞作教育小組長

57 服務學習組 應用化學系 二年級 103****3 簡○旭 勞作教育小組長

58 服務學習組 保險金融管理系 三年級 102****0 游○鈞 勞作教育小組長

59 服務學習組 應用化學系 三年級 102****3 蘇○閔 勞作教育小組長

60 服務學習組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三年級 102****6 邱○憶 勞作教育小組長

61 住宿服務組 工業設計系 二年級 103****3 陳○晶 校外租屋服務委員會美宣組組長

62 住宿服務組 社會工作系 二年級 103****1 洪○茹 校外租屋服務委員會活動組組長

63 住宿服務組 社會工作系 二年級 103****7 陳○茹 校外租屋服務委員會文書組組長

64 軍訓室 社會工作系 二年級 103****2 陳○均 學生膳食委員會會長

65 軍訓室 社會工作系 二年級 103****2 張○芳 學生膳食委員會文書長

66 軍訓室 保險金融管理系 二年級 103****0 施○萱 學生膳食委員會總務長

67 體育室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年級 101****2 陳○瑜 男子籃球隊經理

68 體育室 會計系 二年級 103****0 周○儒 男子籃球隊經理

69 體育室 休閒事業管理系 碩士班 103****2 黃○宜 女子籃球隊副隊長

70 體育室 資訊與通訊系 二年級 103****6 盧○宏 男子排球隊隊員

71 體育室 會計系 四年級 101****9 江○晴 女子排球隊長

72 體育室 營建工程系 二年級 103****1 林○勝 羽球隊文書長

73 體育室 幼兒保育系 二年級 103****3 孫○婷 桌球隊隊長

74 進修服務組 幼兒保育系 四年級 101****9 郭○莉 進修部志工

75 衛生保健組 銀髮產業管理系 四年級 101****5 蕭○文 救護志工

76 衛生保健組 資訊與通訊系 三年級 102****0 蔡○安 救護志工

77 課外活動組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二年級 103****2 羅○文 國際志工

78 課外活動組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三年級 102****1 陳○靜 國際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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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二年級 103****8 吳○珊 服務股長

80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一年級 104****1 簡○琳 班代

81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碩士班 103****7 蔡○煒 班代

82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三年級 102****7 蕭○晴 班代

83 管理學院 保險金融管理系 三年級 102****5 廖○靜 班代

84 管理學院 保險金融管理系 三年級 102****7 張○富 班代

85 管理學院 會計系 一年級 104****9 林○暐 班代

86 管理學院 會計系 二年級 103****0 鍾○晏 班代

87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碩士班 103****9 簡○勛 總務股長

88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級 102****9 洪○嘉 學藝

89 管理學院 銀髮產業管理系 二年級 103****4 陳○林 班代

90 管理學院 銀髮產業管理系 三年級 102****4 趙○庭 康樂股長

91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一年級 104****1 黃○瓴 班代

92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三年級 102****1 陳○瑋 班代

93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年級 103****1 林○喬 服務股長

94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級 102****5 許○婷 公關

95 管理學院 銀髮產業管理系 四年級 101****1 林○伶 班代

96 理工學院 營建工程系 三年級 102****8 吳○澄 班代

97 理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三年級 102****8 鄧○能 班代

98 理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年級 104****2 洪○惠 副班代

99 理工學院 應用化學系 三年級 102****1 江○廷 班代

100 理工學院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三年級 102****3 蕭○廷 班代

101 設計學院 建築系 四年級 101****0 歐○積 畢業設計展總務長

102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二年級 103****5 林○汝 班代

103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二年級 103****8 蔡○翰 班代

104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系 碩士班 104****6 薛○君 副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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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設計學院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三年級 102****9 陳○涵 班代

106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系 四年級 101****9 何○英 總務

107
人文暨社會學

院
傳播藝術系 二年級 103****4 岑○芮 班代

108
人文暨社會學

院
應用英語系 二年級 103****5 陳○穎 班代

109
人文暨社會學

院
應用英語系 四年級 101****8 郭○琨 班代

110
人文暨社會學

院
幼兒保育系 一年級 104****2 孔○安 副班代

111
人文暨社會學

院
幼兒保育系 四年級 101****5 林○華 班代

112
人文暨社會學

院
社會工作系 二年級 103****5 葉○君 班代

113
人文暨社會學

院
社會工作系 碩士班 104****0 王○庭 班代

114
人文暨社會學

院
社會工作系 三年級 102****7 陳○婷 班代

115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系 四年級 101****9 温○新 畢業班級代表

116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系 四年級 101****2 胡○鏸 班代

117 資訊學院 資訊與通訊系 四年級 101****0 林○佑 公關

118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系 三年級 102****4 簡○聿 服務股長

119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系 一年級 104****4 黃○婷 班代

120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系 二年級 103****0 孫○傑 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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