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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級 姓名 服務學習單位 服務學習期間

中文三甲    賴○佑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中文三甲    林○銘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中文三甲    李○恩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歷史一甲    葉○呈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歷史一乙    黃○庭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哲學二智    王○儀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哲學三智    鄒○志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景觀二      張○哲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應美二      陳○伶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應美三      鄭○ 玄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音樂三      陳○竹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護理三乙    陳○潔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護理三乙    陳○潔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公衛二      陳○琪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醫學三      林○廷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職治三      楊○森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呼吸治療一  謝○雅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呼吸治療二  蘇○民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臨心二      葉○辰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德語二      陳○豪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法文二      孔○恩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義文二      邱○瑜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兒家三      楊○旋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餐旅三乙    吳○萱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餐旅一甲    王○珺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食科三      黃○琳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營養三      林○樂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服飾行銷二乙 陳○霓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服飾行銷三乙 高○桀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服飾行銷二乙 林○瑧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服飾組二    陳○寧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影傳一      林○璇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新傳二      簡○真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105(1)清寒助學生名單

廣告三      蔡○慧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法律二乙    彭○惠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法律三乙    林○妤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法律二乙    王○雯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財法三      陳○廷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競技組三    李○叡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運管組二    張○耘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運管組一    胡○怡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圖書資訊一  鄭○文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領科學程一  李○辰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企管一甲    季○如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企管二甲    蕭○雲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企管三甲    郭○婷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企管三乙    宋○宸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資管二甲    王○智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資管三甲    丁○文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統資一乙    郭○瑄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統資三乙    洪○傑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會計二甲    丁○雅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會計二甲    伍○伶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會計二甲    連○翔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金融國企二乙 賴○佳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金融國企二乙 蕭○如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純數二      江○庭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應數二      陳○慈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生科二甲    王○宇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生科三乙    仉○愷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物理二      王○弘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物理三      許○辰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資工一甲    黃○文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資工二乙    周○鴻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化學三乙    陳○宇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化學三甲    蔡○偵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電機電通二  陳○鈺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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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電通三  吳○富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心理二      尤○傑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社工一      李○真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經濟三乙    何○婷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經濟三乙    吳○鴻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經濟三乙    曾○恆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社會三      戴○丞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純數二      張○鐙 各學系辦公室 10/1~12/31

請同學向系祕書報到，以便安排服務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