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106)學生字第 1061210061號 

主旨：公告本校 106學年度所有宿舍自治幹部名單_新增補選名單。 

依據：依本校「學生宿舍幹部設置要點」辦理，不足額之幹部遴選完成名單如附。 

公告事項：106學年度學生宿舍各舍正副舍長、樓長，當選名單如下。 

舍別 職務 學號 姓名 系級 舍別 職務 學號 姓名 系級 

女 1舍 舍長 104401524  李昀珊 企管三 男 11舍 舍長 104302059  王柏凱 土木三 

女 1舍 副舍長 104401523  趙珮雅 企管三 男 11舍 樓長 104303538  廖泉翔 機械 3B 

女 1舍 樓長 104401526  黃莉雯 企管三 男 11舍 樓長 103208007  鄭志祥 機械 4C 

女 1舍 樓長 104401525  吳紹瑜 企管三 男 11舍 副舍長 104403022  張峻凱 資管三 

女 2舍 舍長 103101516  柯姳如 中文四 男 11舍 樓長 104403516  楊宸瑋 資管 3A 

女 2舍 副舍長 103101302  徐淨銣 中文四 男 11舍 樓長 104503014  鍾支澈 通訊三 

女 2舍 樓長 104102011  謝佳芳 英文三 男 12舍 舍長 104408043 董育豪 財金三 

女 2舍 樓長 105401010  王楚涵 企二 A 男 12舍 副舍長 104408042 許育嘉 財金三 

女 3舍 舍長 103409020  曾郁涵 經濟四 男 12舍 樓長 105206014 曾致翰 光電二 

女 3舍 副舍長 103409511  李尚妤 經濟四 男 12舍 樓長 105206505 林承平 光電二 

女 3舍 樓長 105201527  程子芸 數學二 男 12舍 樓長 105408033 顏廷諭 財金二 

女 4舍 舍長 104409011  賴采微 經濟三 男 12舍 樓長 105408025 蔡朕培 財金二 

女 4舍 副舍長 104409015  彭安全 經濟三 國際學舍 舍長 105825006 陳奕秀 認知碩二 

女 4舍 樓長 105102001  王宇卉 英文二 國際學舍 副舍長 105885602 徐坤宇 認知博二 

女 4舍 樓長 105707005  何欣柔 客家二 國際學舍 樓長 104426604 阮恆江英 工管博三 

女 4舍 樓長 103202001  陳懷恩 物理四 國際學舍 樓長 103885601 迦思瓦 認知博四 

女 4舍 樓長 104409009  劉鈺蘋 經濟三 男研舍 舍長 105322025 華道明 土木碩二 

女 6舍 舍長 104408509  姚佑潔 財金三 男研舍 副舍長 104129602 阮塔尼 
亞際文化

學程碩三 

女 6舍 副舍長 104408515  劉書妤 財金三 男研舍 副舍長 104428023 陳騰翔 財金碩三 

女 6舍 樓長 105602511  陳汶柔 地科二 男研舍 樓長 105329601 弗達斯  材料碩二 

女 6舍 樓長 104102014  羅予謙 財金三 男研舍 樓長 105221601 Ivan 數學碩二 

男 3舍 舍長 104601524  李柏翰 大氣三 男研舍 樓長 105327038 鍾奕晨 光電碩二 

男 3舍 副舍長 104202026  宋茂嘉 物理三 男研舍 樓長 105322089 胡家豪 土木碩二 

男 3舍 樓長 103503537  吳家宇 通訊四 男研舍 樓長 104326602 鄭明敏 環工博二 

男 3舍 樓長 105502530  林桓加 資工二 男 13舍 舍  長 105501014 林明達 電機二 A 

男 6舍 舍長 103503525  陳政宜 通訊四 男 13舍 副舍長 105501527 林致佑 電機二 A 

男 6舍 副舍長 103503016  吳奕瑭 通訊四 男 13舍 副舍長 105501524 郭子詳 電機二 A 

男 6舍 樓長 104503013  陳威任 電機三 男 13舍 樓長 105001523 陳映奇 電機二 A 

男 6舍 樓長 105303009  林政勳 機械 2A 男 13舍 樓長 105303032 王奕評 機械二 A 



男 7舍 舍長 105601517  張智超 大氣 2B 男 13舍 樓長 105303021 楊日昌 機械二 A 

男 7舍 副舍長 105601042  盧昱燊 大氣 2B 男 13舍 樓長 105503014 黃昱祺 通訊二 

男 7舍 樓長 105601528  張嘉恩 大氣 2A 男 13舍 樓長 105503009 蔡孟軒 通訊二 

男 7舍 樓長 104801509  陳明賢 生科三 男 13舍 樓長 105503012 王郁倫 通訊二 

男 7舍 樓長 104801511  廖晉頡 生科三 女 14舍 舍  長 105408504 陳晏霏 財金二 

男 9A舍 舍長 104303532  黃志源 機械 3B 女 14舍 副舍長 105408004 盧映彤 財金二 

男 9A舍 副舍長 104303547  陳翰霖 機械 3B 女 14舍 副舍長 105502533 賴姿均 資工二 

男 9A舍 樓長 104303531  高柏凱 機械 3B 女 14舍 樓長 105602512 劉晅 地科二 

男 9A舍 樓長 104303543  潘則胺 機械 3B 女 14舍 樓長 105408003 黃思嘉 財金二 

男 9A舍 樓長 104303541  籃士傑 機械 3B 女 14舍 樓長 105502004 潘立昕 資工二 

男 9A舍 樓長 105206008  阮煜綸 光電 2 女 14舍 樓長 105502534 賴怡均 資工二 

男 9B舍 舍長 104202017  林冠男 物理三 女 14舍 樓長 105502503 林羽宣 資工二 

男 9B舍 副舍長 104202506  劉宜憲 物理三 女 14舍 樓長 105801014 李曼慈 生科二 

男 9B舍 樓長 103203515  林則佑 化學四 女 14舍 樓長 104408502 謝是安 財金三 

男 9B舍 樓長 105502540  何晊懋 資工二 女 14舍 樓長 105408503 李瑀晨 財金二 

男 9B舍 樓長 105202519  林顯州 物理一 女 14舍 樓長 105408502 顏楚君 財金二 

男 9B舍 樓長 103602015  何中楷 地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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