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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一甲 B10801095 林ＯＯ 2

一.擔任班級輔導股長幹部，協助

推展諮商中心的各項心理健康活

動，發展同儕輔導功能。 二.依

本校班級輔導股長設置辦法

_CA5-3-230，給予嘉獎二次以茲

鼓勵。

電機系一乙 B10801024 許ＯＯ 1
4/21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電機系一乙 B10801044 王ＯＯ 1
108.12.23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電機系一乙 B10801050 鄭ＯＯ 1
109.3.16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電機系一乙 B10801054 黃ＯＯ 1
3/17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電機系一乙 B10801056 陳ＯＯ 1
參加「109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

果競賽認真負責，榮獲服務貢獻

電機系一乙 B10801056 陳ＯＯ 2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紀委部部員

電機系一乙 B10801056 陳ＯＯ 2
18屆學生會學權長，認真負責完

成任務。

電機系一乙 B10801074 盧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電機系一乙 B10801074 盧ＯＯ 1
參與競技啦啦社服務性活動帶動

中小學表現優異

電機系二甲 H10773019 章ＯＯ 2
18屆學生會活動長，認真負責完

成任務。

電機系二甲 H10773019 章ＯＯ 1
參加「109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

果競賽認真負責，榮獲服務貢獻

電機系二甲 B10701039 李ＯＯ 2 宿舍自治會幹部籌辦各項活動有

電機系二乙 B10701040 張ＯＯ 2 宿舍自治會幹部籌辦各項活動有

電機系二乙 B10701050 柯ＯＯ 2 宿舍自治會幹部籌辦各項活動有

電機系二乙 B10701052 王ＯＯ 2 宿舍自治會幹部籌辦各項活動有

電機系二乙 B10701066 許ＯＯ 1
5/17日下午許生偷3508寢室室友

金錢，經調查許生坦承不諱。

電機系二乙 B10701100 劉ＯＯ 2
5/1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認

領。

電機系三甲 B10601009 鐘ＯＯ 1
3/8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認

領。

電機系三甲 B10601009 鐘ＯＯ 1
3/8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認

領。

電機系三甲 B10601047 陳ＯＯ 1
5/27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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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四甲 B10501077 黃ＯＯ 2
分別於3/4日及5/7日拾獲財物送

交學校供同學認領。

電機系四乙 B10501004 曾ＯＯ 1
18屆下半年公關長，熱心參與完

成任務。

電機系四乙 B10501026 邱ＯＯ 1
108.11.1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電機系四乙 B10501026 邱ＯＯ 1
108.11.1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資工系一甲 B10802089 李ＯＯ 1
108.10.21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資工系一甲 B10802101 劉ＯＯ 1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活動部部員

資工系一丙 B10802051 李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資工系一丁 B10802084 王ＯＯ 1

108.12.1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已

銷過★

資工系一丁 B10802044 林ＯＯ 2
3/20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資工系二甲 B10702045 林ＯＯ 2 宿舍自治會幹部籌辦各項活動有

資工系二丙 B10702015 謝ＯＯ 2 108學年膳食委員代表

資工系二丙 B10702089 吳ＯＯ 1
109.3.1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資工系二丙 B10702111 黃ＯＯ 1
108.11.1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資工系二丁 B10702048 陳ＯＯ 2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嘻哈雙

人大專組

資工系二丁 H10773005 李ＯＯ 1
3/10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資工系三甲 B10602009 周ＯＯ 2

一.擔任班級輔導股長幹部，協助

推展諮商與職涯輔導中心的各項

心理健康活動，發展同儕輔導功

能。 二.依本校班級輔導股長設

置辦法_CA5-3-230，給予嘉獎二

次以茲鼓勵。

資工系三丙 B10602041 莊ＯＯ 2

108.10.23、109.5.25交通違規(紅線

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

講習

資工系三丙 B10602071 賴ＯＯ 1
協助領袖社參加109年全國大專

校院學生社團評選認真負責

資工系三丙 B10602091 李ＯＯ 1
108.10.25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資工系四甲 B10502009 楊ＯＯ 1
108.9.25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資工系四丙 B10502099 謝ＯＯ 1 宿舍自治會幹部籌辦各項活動有



資工系四丁 B10502036 林ＯＯ 1
108.11.20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資工系四丁 B10502060 江ＯＯ 1
108.10.21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資工系四丁 B10502064 黃ＯＯ 3

108.9.25 108.10.25 108.12.18交通違

規(紅線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

安全教育講習

工管系二甲 B10703027 林ＯＯ 1
108.10.21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工管系三甲 B10603001 蔡ＯＯ 2

108.11.20、109.3.18交通違規(紅線

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

講習

工管系三甲 B10603002 曾ＯＯ 1
108.9.25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工管系三甲 B10603003 葉ＯＯ 4

108.09.25 108.10.23 108.12.18

108.12.20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工管系三甲 B10603003 葉ＯＯ 2
109.4.7、109.4.28交通違規(紅線違

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

工管系三甲 B10603017 黃ＯＯ 2 108學年膳食委員代表

工管系四甲 B10503027 賴ＯＯ 1
3/26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土木系一甲 B10804040 林ＯＯ 1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公關部部員

土木系二甲 B10704001 全ＯＯ 1
1/20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土木系二甲 B10704012 涂ＯＯ 2 108學年膳食委員代表

土木系二甲 B10704029 吳ＯＯ 2
帶領棒球社服務性活動帶動中小

學表現優異

土木系二甲 B10704043 黃ＯＯ 2

108.11.18、108.11.20交通違規(紅

線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

育講習

土木系三甲 B10604003 施ＯＯ 2
帶領領袖社參加109年全國大專

校院學生社團評選認真負責

土木系三甲 B10604004 阮ＯＯ 1
擔任系學會「美宣長」，表現良

好。

土木系三甲 B10604007 林ＯＯ 1 擔任系學會「會長」，表現良

土木系三甲 B10604007 林ＯＯ 1
參與109上半年度校長助理學生

團表現優異。

土木系三甲 B10604008 呂ＯＯ 3

108.12.20交通違規(紅線違停)

109.03.16交通違規(紅線違停)

109.04.27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土木系三甲 B10604008 呂ＯＯ 1
擔任系學會「副會長」，表現良

好。

土木系三甲 B10604010 陳ＯＯ 1
擔任系學會「總務長」，表現良

好。



土木系三甲 B10604011 徐ＯＯ 1
擔任系學會「器材長」，表現良

好。

土木系三甲 B10604017 沈ＯＯ 1
擔任系學會「活動長」，表現良

好。

土木系三甲 B10604019 薛ＯＯ 1
擔任系學會「公關長」，表現良

好。

土木系三甲 B10604022 徐ＯＯ 1
擔任系學會「體衛長」，表現良

好。

土木系三甲 B10604025 留ＯＯ 1
擔任系學會「校議員」，表現良

好。

土木系四甲 H10573022 張ＯＯ 2

一.擔任班級輔導股長幹部，協助

推展諮商與職涯輔導中心的各項

心理健康活動，發展同儕輔導功

能。 二.依本校班級輔導股長設

置辦法_CA5-3-230，給予嘉獎二

次以茲鼓勵。

機械系二丙 B10706003 賴ＯＯ 2
參與109上半年度校長助理團小

組長表現卓越。

機械系三乙 B10606030 蔣ＯＯ 2 108學年膳食委員代表

機械系五乙 B10406102 李ＯＯ 1
108.9.25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景觀系一甲 B10807026 黃ＯＯ 1
參與街舞社服務性活動帶動中小

學表現優異

景觀系二甲 B10707029 沈ＯＯ 1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會長

景觀系三甲 B10607007 顏ＯＯ 2 108學年膳食委員代表

資管系一甲 B10810041 黃ＯＯ 1
109.4.2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資管系一乙 B10810062 林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資管系一乙 B10810082 周ＯＯ 1
5/15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資管系一丙 B10810035 樂ＯＯ 1
5/8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認

領。

資管系一丙 B10810035 樂ＯＯ 1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招生部部員

資管系二甲 B10710093 周ＯＯ 2
5/7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認

領。

資管系二乙 B10710070 林ＯＯ 1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公關部部長

資管系二丙 B10710071 褚ＯＯ 1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公關部部員



資管系二丁 B10710080 郭ＯＯ 2

一.擔任班級輔導股長幹部，協助

推展諮商與職涯輔導中心的各項

心理健康活動，發展同儕輔導功

能。 二.依本校班級輔導股長設

置辦法_CA5-3-230，給予嘉獎二

次以茲鼓勵。

資管系二丁 B10710020 孟ＯＯ 1 宿舍自治會幹部籌辦各項活動有

資管系二丁 B10710208 黃ＯＯ 2

109.3.16、109.4.27交通違規(沒有

後照鏡)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

育講習

資管系三甲 B10610013 吳ＯＯ 1
109.3.16交通違規(乘客未戴安全

帽)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

資管系三乙 B10610010 劉ＯＯ 1 1

第18屆學生議會議長認真負責，

並完成第19屆學生會正副會長選

舉任務。

資管系三乙 B10610010 劉ＯＯ 1
參加「109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

果競賽認真負責，榮獲服務貢獻

資管系三丙 B10610204 王ＯＯ 4

108.12.1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

108.12.20交通違規(紅線違停)

109.04.2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

109.05.25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資管系四丁 B10510036 俞ＯＯ 2 108學年膳食委員代表

企管系一甲 B10811026 黃ＯＯ 1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紀委部部員

企管系一甲 B10811031 楊ＯＯ 2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招生部部員

企管系一甲 B10811037 林ＯＯ 2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招生部部員

企管系二乙 B10711008 顏ＯＯ 2

協助企管系學會參加109年全國

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認真負責

，榮獲甲等獎

企管系二乙 B10711012 盧ＯＯ 2

協助企管系學會參加109年全國

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認真負責

，榮獲甲等獎

企管系二乙 B10711016 陳ＯＯ 2

協助企管系學會參加109年全國

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認真負責

，榮獲甲等獎

企管系二乙 B10711020 古ＯＯ 2
3/30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企管系二乙 B10711038 馬ＯＯ 1
109.3.17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企管系二乙 B10711050 陳ＯＯ 2

協助企管系學會參加109年全國

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認真負責

，榮獲甲等獎

企管系二乙 B10711050 陳ＯＯ 1
109.3.1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企管系三甲 B10611018 金ＯＯ 1
3/12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企管系六甲 B10311043 張ＯＯ 1

帶領企管系學會參加109年全國

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認真負責

，榮獲甲等獎

企管系六甲 B10311043 張ＯＯ 2 108學年度膳食委員

財管系一甲 B10812016 陳ＯＯ 1
協助本系108學年度個人申請線

上說明會

財管系一乙 B10812014 林ＯＯ 1
協助本系108學年度個人申請線

上說明會

財管系一丙 B10812015 何ＯＯ 1
協助本系108學年度個人申請線

上說明會

財管系二甲 B10712019 阮ＯＯ 2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公關部部員

財管系三甲 B10612003 張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財管系三甲 B10612004 2 108學年膳食委員代表

財管系三甲 B10612004 2
擔任管理學院「金融講堂」課程

助教長達一年半，認真負責。

財管系三甲 B10612012 李ＯＯ 2
擔任管理學院「金融講堂」課程

助教長達一年半，認真負責。

財管系三甲 B10612022 林ＯＯ 1
3/19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財管系三甲 B10612025 林ＯＯ 1
3/19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財管系三甲 B10612037 王ＯＯ 4

108.11.20交通違規(紅線違停)

108.12.1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

109.03.16交通違規(紅線違停)

109.05.25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財管系三甲 B10612038 劉ＯＯ 1

協助本院產學合作OK mini機器遭

破壞及商品遭竊等事件之偵查破

案。

財管系四甲 B10512025 彭ＯＯ 1
108.10.23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國企系二甲 B10713016 賴ＯＯ 1
辦理華大之星活動，精心策劃，

圓滿成功。

國企系二甲 B10713028 陳ＯＯ 2 108學年膳食委員代表

國企系二甲 B10713030 李ＯＯ 1
109.4.2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國企系二甲 B10713035 游ＯＯ 1
109.4.2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國企系四甲 B10513201 黃ＯＯ 1
108.9.25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企管系(原

運管系)二
B10714007 呂ＯＯ 1

108.12.20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企管系(原

運管系)二
B10714010 彭ＯＯ 1

參與棒球社服務性活動帶動中小

學表現優異

企管系(原

運管系)二

甲

B10714018 洪ＯＯ 1

108.10.21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已

銷過★

企管系(原

運管系)三
B10614014 鄭ＯＯ 1

4/29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企管系(原

運管系)三
B10614301 葉ＯＯ 1

108.9.25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企管系(原

運管系)四
B10514001 鄭ＯＯ 1

109.4.2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企管系(原

運管系)四
B10514002 彭ＯＯ 1

108.10.23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企管系(原

運管系)四

甲

B10514021 邱ＯＯ 2

108.11.20、109.3.17交通違規(紅線

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

講習★已銷過★

外文系二甲 B10715003 鍾ＯＯ 1
協助領袖社參加109年全國大專

校院學生社團評選認真負責

外文系二甲 B10715010 周ＯＯ 2

108.12.23、109.3.18交通違規(紅線

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

講習

外文系二甲 B10715018 林ＯＯ 1
5/26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外文系四甲 B10515043 黃ＯＯ 1
3/11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外文系四甲 B10515043 黃ＯＯ 1
4/225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外文系四甲 B10515043 黃ＯＯ 2 108學年膳食委員代表

營管系三甲 B10616008 黃ＯＯ 1
109.5.25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營管系三甲 B10616008 黃ＯＯ 1
參與街舞社服務性活動帶動中小

學表現優異

營管系三甲 B10616010 劉ＯＯ 2 108學年膳食委員代表

營管系三甲 B10616013 楊ＯＯ 2

108.12.18、108.3.17交通違規(紅線

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

講習

行管系一甲 B10817005 葉ＯＯ 2

一.擔任班級輔導股長幹部，協助

推展諮商與職涯輔導中心的各項

心理健康活動，發展同儕輔導功

能。 二.依本校班級輔導股長設

置辦法_CA5-3-230，給予嘉獎二

次以茲鼓勵。

行管系一甲 B10817009 田ＯＯ 1
參與棒球社服務性活動帶動中小

學表現優異

行管系一甲 B10817022 陳ＯＯ 2 108學年膳食委員代表

行管系一甲 B10817040 張ＯＯ 2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活動部部員



行管系二甲 B10717013 賴ＯＯ 1
參與109上半年度校長助理學生

團表現優異。

行管系二甲 B10717037 葉ＯＯ 2

一.擔任班級輔導股長幹部，協助

推展諮商與職涯輔導中心的各項

心理健康活動，發展同儕輔導功

能。 二.依本校班級輔導股長設

置辦法_CA5-3-230，給予嘉獎二

次以茲鼓勵。

行管系三甲 B10617009 李ＯＯ 1
5/13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行管系三甲 B10617009 李ＯＯ 1 宿舍自治會幹部籌辦各項活動有

行管系三甲 B10615015 蔣ＯＯ 2
帶領街舞社服務性活動帶動中小

學表現優異

行管系三甲 B10615015 蔣ＯＯ 1
109.5.25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行管系三甲 B10610018 林ＯＯ 2

108.10.23、109.3.17交通違規(紅線

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

講習

行管系三甲 H10672020 毛ＯＯ 2
108-2學期擔任校園菸害防制志工

，熱心公益表現優良。

行管系三甲 H10672020 毛ＯＯ 1
6/12行為不檢，經記申誡處分後

仍不悔改。

行管系四甲 B10517020 陳ＯＯ 1
108.12.1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行管系四甲 B10517022 簡ＯＯ 1
5/25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行管系四甲 B10517024 薛ＯＯ 1
3/5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認

領。

餐旅系一甲 B10818001 陳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餐旅系一甲 B10818003 黃ＯＯ 2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爵士

雙人大專公開組第五名、彩球團

體小組大專公開組第三名

餐旅系一甲 B10818003 黃ＯＯ 1
參與競技啦啦社服務性活動帶動

中小學表現優異

餐旅系一甲 B10818025 古ＯＯ 1
109.03.16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餐旅系一甲 B10818033 林ＯＯ 2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紀委部部員

餐旅系二甲 B10718022 伍ＯＯ 1
參與街舞社服務性活動帶動中小

學表現優異

餐旅系二丙 B10718027 蔡ＯＯ 4

108.09.25 108.10.23 108.10.25

109.03.17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餐旅系二丙 B10718027 蔡ＯＯ 2
109.4.7、109.4.28交通違規(紅線違

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



餐旅系二丙 B10718048 謝ＯＯ 1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公關部部員

餐旅系二丙 B10718003 李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餐旅系二丙 B10718003 李ＯＯ 1
擔任第18屆學生會選委主委，圓

滿完成第19屆正副會長選舉。

餐旅系二丙 B10711001 賴ＯＯ 2
18屆學生會美宣長，認真負責完

成任務。

餐旅系二丙 B10711001 賴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餐旅系二丙 B10737004 林ＯＯ 2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爵士

雙人大專公開組第五名、彩球團

體小組大專公開組第三名

餐旅系二丙 B10737004 林ＯＯ 2
18屆學生會社團長，認真負責完

成任務。

餐旅系二丙 B10737004 林ＯＯ 2
帶領競技啦啦社服務性活動帶動

中小學表現優異

餐旅系三乙 B10605067 林ＯＯ 1
109.3.17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餐旅系三乙 B10618050 楊ＯＯ 1
參與109上半年度校長助理學生

團表現優異。

餐旅系三丙 B10618003 沈ＯＯ 2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嘻哈

個人大專公開組第三名、彩球團

體小組大專公開組第三名

餐旅系三丙 B10618027 李ＯＯ 2

108.10.21、108.11.22交通違規(紅

線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

育講習

餐旅系三丙 B10618034 黃ＯＯ 1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活動部部長

餐旅系三丙 B10618042 連ＯＯ 2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副會長

餐旅系四甲 B10518039 楊ＯＯ 1
108.9.25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餐旅系四甲 B10521004 黃ＯＯ 2
18屆學生會器材長，認真負責完

成任務。

餐旅系四甲 B10521004 黃ＯＯ 2
18屆學生會器材長，認真負責完

成任務。

餐旅系四甲 B10521004 黃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餐旅系四乙 B10518012 詹ＯＯ 1
109.4.7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餐旅系四乙 B10518016 王ＯＯ 1
108.11.1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餐旅系四乙 B10518024 張ＯＯ 3

108.09.25 108.11.20 109.05.25交通

違規(紅線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

通安全教育講習



餐旅系四乙 H10518020 吳ＯＯ 1
10.9.25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餐旅系四丙 B10718133 徐ＯＯ 1
3/19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生資系二甲 B10720002 謝ＯＯ 1
協助領袖社參加109年全國大專

校院學生社團評選認真負責

生資系二甲 B10720013 江ＯＯ 1
協助領袖社參加109年全國大專

校院學生社團評選認真負責

生資系二甲 B10720021 盧ＯＯ 1
2/26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生資系二甲 B10720021 盧ＯＯ 2 108學年膳食委員代表

生資系二甲 B10720022 蘇ＯＯ 1
108.11.20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生資系二甲 B10720043 黃ＯＯ 1
108.11.20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生資系三甲 B10620006 陳ＯＯ 1
參與109上半年度校長助理學生

團表現優異。

生資系三甲 B10620010 吳ＯＯ 1 擔任輔導員表現優異

生資系三甲 B10620010 吳ＯＯ 1
5/15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生資系三甲 B10620011 蔡ＯＯ 2

一.擔任班級輔導股長幹部，協助

推展諮商與職涯輔導中心的各項

心理健康活動，發展同儕輔導功

能。 二.依本校班級輔導股長設

置辦法_CA5-3-230，給予嘉獎二

次以茲鼓勵。

生資系三甲 B10620017 何ＯＯ 1
5/7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認

領。

生資系四甲 B10520020 方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生資系五甲 B10420041 吳ＯＯ 1
6/16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生資系五甲 B10420041 吳ＯＯ 1 宿舍自治會幹部籌辦各項活動有

工管系(原

科管系)一
B10821018 黃ＯＯ 1

108.9.25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工管系(原

科管系)一

甲

B10821027 魏ＯＯ 1

此學期【金采工坊】在社團評鑑

得到第四名，在資料建立社長付

出許多。 並且協助完成期末社團

成果展
工管系(原

科管系)二
B10721016 黃ＯＯ 2

擔任中華書院第十屆學生自治會

紀委部部員

工管系(原

科管系)二
B10721020 陳ＯＯ 2 108學年膳食委員代表



工管系(原

科管系)三

甲

B10621013 曾ＯＯ 2

一.擔任班級輔導股長幹部，協助

推展諮商與職涯輔導中心的各項

心理健康活動，發展同儕輔導功

能。 二.依本校班級輔導股長設

置辦法_CA5-3-230，給予嘉獎二

次以茲鼓勵。

休閒系一甲 B10823009 呂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休閒系三甲 B10611003 龍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休閒系三甲 B10610001 蔡ＯＯ 2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多底

技巧大專混合公開組第五名、大

專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休閒系四甲 B10511004 林ＯＯ 2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單底

技巧大專混合公開組第一名、大

專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休閒系四甲 B10503005 曾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多底

技巧大專混合公開組第五名

休閒系五乙 B10423308 徐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單底

技巧大專混合公開組第一名

電子系一甲 B10825107 李ＯＯ 2

一.擔任班級輔導股長幹部，協助

推展諮商與職涯輔導中心的各項

心理健康活動，發展同儕輔導功

能。 二.依本校班級輔導股長設

置辦法_CA5-3-230，給予嘉獎二

次以茲鼓勵。

電子系三甲 B10625014 盧ＯＯ 2

一.擔任班級輔導股長幹部，協助

推展諮商與職涯輔導中心的各項

心理健康活動，發展同儕輔導功

能。 二.依本校班級輔導股長設

置辦法_CA5-3-230，給予嘉獎二

次以茲鼓勵。

電子系三甲 B10625016 朱ＯＯ 1
108.11.1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光機電與材

料學士學位

學程三甲

B10627001 林ＯＯ 1
109.5.25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光機電與材

料學士學位

學程三甲

B10627009 梁ＯＯ 2

一.擔任班級輔導股長幹部，協助

推展諮商與職涯輔導中心的各項

心理健康活動，發展同儕輔導功

能。 二.依本校班級輔導股長設

置辦法_CA5-3-230，給予嘉獎二

次以茲鼓勵。

光機電與材

料學士學位

學程四甲

B10527006 賴ＯＯ 1 擔任輔導員表現優異



光機電與材

料學士學位

學程四甲

B10527012 呂ＯＯ 2 108學年膳食委員代表

光機電與材

料學士學位

學程四甲

B10527026 蔡ＯＯ 1 擔任輔導員表現優異

光機電與材

料學士學位

學程四甲

B10527028 彭ＯＯ 2
5/12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光機電與材

料學士學位

學程四甲

B10527028 彭ＯＯ 2
108-2學期擔任校園菸害防制志工

，熱心公益表現優良。

應日系一丙 B10831003 王ＯＯ 2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彩球

團體小組大專公開組第三名、彩

球雙人大專公開組第六名、爵士

個人大專公開組第四名

應日系一丙 B10831006 吳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應日系二甲 B10731067 藍ＯＯ 2

於4/13(一)反映：4/11(六)凌晨

01:35時許，發現有人帶異性進二

宿。經查屬實。

工設系一甲 B10833001 江ＯＯ 1 曾故意撞擊A棟OK mini販售機

工設系一甲 B10733025 李ＯＯ 2 1
多次故意撞擊A棟OK mini販售機

台。

工設系一甲 B10833055 吳ＯＯ 1

因A棟OK mini販售機台刷卡扣錢

後未掉落物品，曾撞擊機台一

次。★已銷過★

工設系一甲 B10833055 吳ＯＯ 1

海外學習教師社群活動，南京無

錫團/吳庭源，盧欣妤，連語柔，

會議協助活動成果上台報告

工設系一甲 B10833027 陳ＯＯ 1
曾協助撞擊A棟OK mini販售機

台。★已銷過★

工設系一甲 B10833043 廖ＯＯ 2 108學年膳食委員代表

工設系一乙 B10833044 盧ＯＯ 1

海外學習教師社群活動，南京無

錫團/吳庭源，盧欣妤，連語柔，

會議協助活動成果上台報告

工設系一乙 B10833046 劉ＯＯ 1 曾故意撞擊A棟OK mini販售機

工設系一乙 B10833054 馮ＯＯ 1
學期間協助社團器具維護，並且

熱心參與活動

工設系一乙 B10833028 張ＯＯ 1 曾故意撞擊A棟OK mini販售機

工設系一乙 B10833032 連ＯＯ 1

海外學習教師社群活動，南京無

錫團/吳庭源，盧欣妤，連語柔，

會議協助活動成果上台報告

工設系一乙 B10833034 黃ＯＯ 1
多次協助撞擊A棟OK mini販售機

台。

工設系一乙 B10833036 林ＯＯ 1 曾協助撞擊A棟OK mini販售機

工設系一乙 B10833006 林ＯＯ 1 曾協助撞擊A棟OK mini販售機



工設系一乙 B10833006 林ＯＯ 2

108.10.21、108.10.23交通違規(紅

線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

育講習

工設系一乙 B10833008 蔡ＯＯ 2 1
多次故意撞擊A棟OK mini販售機

台。

工設系一乙 B10833010 李ＯＯ 1 曾故意撞擊A棟OK mini販售機

工設系一乙 B10833010 李ＯＯ 2

108.10.21、108.10.23交通違規(紅

線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

育講習

工設系一乙 B10833012 張ＯＯ 1

協助社團在製作中華工設，中華

建築，中華建築，中華土木等系

所 紀念陶片吊飾，

工設系一乙 B10833016 潘ＯＯ 1
參與金采工坊社團，協助社長處

理材料。 在社團成果發表中熱心

工設系一乙 B10833022 許ＯＯ 1 曾協助撞擊A棟OK mini販售機

工設系二甲 B10733029 黃ＯＯ 1
期末成果展覽「疫空間」作品表

現優異

工設系二甲 B10733003 陳ＯＯ 1
期末成果展覽「疫空間」作品表

現優異

工設系二甲 B10733005 王ＯＯ 1
期末成果展覽「疫空間」作品表

現優異

工設系二甲 B10733005 王ＯＯ 1
4/18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工設系二甲 B10733009 王ＯＯ 1
擔任期末成果展覽幹部，熱心服

務同學

工設系二甲 B10733019 陳ＯＯ 1
期末成果展覽「疫空間」作品表

現優異

工設系二甲 B10733021 潘ＯＯ 1
擔任期末成果展覽幹部，熱心服

務同學

工設系二甲 B10733013 許ＯＯ 1
擔任期末成果展覽幹部，熱心服

務同學

工設系二甲 B10733043 劉ＯＯ 1
擔任期末成果展覽幹部，熱心服

務同學

工設系二甲 B10733049 陳ＯＯ 1
擔任期末成果展覽幹部，熱心服

務同學

工設系二乙 B10733014 鄒ＯＯ 1
參與109上半年度校長助理學生

團表現優異。

工設系二乙 B10733014 鄒ＯＯ 1
期末成果展覽「疫空間」作品表

現優異

工設系二乙 B10733016 林ＯＯ 1
期末成果展覽「疫空間」作品表

現優異

工設系二乙 B10733022 李ＯＯ 1
期末成果展覽「疫空間」作品表

現優異

工設系二乙 B10733024 陳ＯＯ 2
擔任【金采工坊】副社長及總務

長，對於維持社團秩序有貢獻

工設系二乙 B10733012 何ＯＯ 1
期末成果展覽「疫空間」作品表

現優異



工設系二乙 B10733040 余ＯＯ 1
擔任期末成果展覽幹部，熱心服

務同學

工設系二乙 B10433028 鄭ＯＯ 1
期末成果展覽「疫空間」作品表

現優異

工設系三甲 B10633005 李ＯＯ 1
邸家期末成果設計展覽「質場」

作品表現優異

工設系三甲 B10633019 廖ＯＯ 1
邸家期末成果設計展覽「質場」

作品表現優異

工設系三甲 B10633029 陳ＯＯ 1
邸家期末成果設計展覽「質場」

作品表現優異

工設系三甲 B10633035 范ＯＯ 1
邸家期末成果設計展覽「質場」

作品表現優異

工設系三甲 B10633035 范ＯＯ 1 擔任邸家展覽幹部，熱心服務同

工設系三甲 B10633009 張ＯＯ 1
邸家期末成果設計展覽「質場」

作品表現優異

工設系三甲 B10633011 曾ＯＯ 1 擔任邸家展覽幹部，熱心服務同

工設系三甲 B10633011 曾ＯＯ 1
邸家期末成果設計展覽「質場」

作品表現優異

工設系三甲 B10633013 郭ＯＯ 1
邸家期末成果設計展覽「質場」

作品表現優異

工設系三甲 B10633013 郭ＯＯ 2

108.9.25、108.10.23交通違規(紅線

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

講習

工設系三甲 B10633013 郭ＯＯ 1 擔任邸家展覽幹部，熱心服務同

工設系三乙 B10633014 楊ＯＯ 1
5/13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工設系三乙 B10633018 倪ＯＯ 1
邸家期末成果設計展覽「質場」

作品表現優異

工設系三乙 B10633018 倪ＯＯ 1
108.9.25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工設系三乙 B10633038 郭ＯＯ 1 擔任邸家展覽幹部，熱心服務同

工設系三乙 B10633038 郭ＯＯ 1
邸家期末成果設計展覽「質場」

作品表現優異

工設系三乙 B10633040 張ＯＯ 1
邸家期末成果設計展覽「質場」

作品表現優異

工設系三乙 B10633030 吳ＯＯ 1 擔任邸家展覽幹部，熱心服務同

工設系三乙 B10633030 吳ＯＯ 1
邸家期末成果設計展覽「質場」

作品表現優異

工設系三乙 B10633020 黃ＯＯ 1
邸家期末成果設計展覽「質場」

作品表現優異

工設系三乙 B10633006 林ＯＯ 1
邸家期末成果設計展覽「質場」

作品表現優異

工設系三乙 B10633006 林ＯＯ 1 擔任邸家展覽幹部，熱心服務同

工設系三乙 H10673012 鍾ＯＯ 1
邸家期末成果設計展覽「質場」

作品表現優異

工設系三乙 H10673012 鍾ＯＯ 1 擔任邸家展覽幹部，熱心服務同



工設系四甲 B10533011 劉ＯＯ 4

108.10.21 108.11.18 108.12.20

109.03.17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工設系四甲 B10533019 梁ＯＯ 2

為大四畢業製作團隊，總召。 辛

苦 作品【洄塑】獲得金點設計廠

商贊助獎

工設系四乙 B10533004 蘇ＯＯ 1

在畢業專題過程，與宋恒妤一起

協助畢業專題活動的各項重要事

務 作品參與金典設計新人獎

會展系一甲 B10835001 劉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會展系一甲 B10835004 饒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會展系一甲 B10835004 饒ＯＯ 1
108.9.25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會展系一甲 B10835006 陳ＯＯ 2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彩球

團體小組大專公開組第三名、彩

球個人大專公開組第一名

會展系一甲 B10835007 陳ＯＯ 2
協助108年度國際親善大使接待

活動，克盡職責，圓滿完成。

會展系一甲 B10835017 梁ＯＯ 1
協助舉辦華東台商子女學校之畢

業典禮，表現優異。

會展系一甲 B10835017 梁ＯＯ 1
協助舉辦華東台商子女學校之畢

業典禮，表現優異。

會展系一甲 B10835018 張ＯＯ 1
協助舉辦華東台商子女學校之畢

業典禮，表現優異。

會展系一甲 B10835018 張ＯＯ 1
108.11.20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會展系一甲 B10835021 鄭ＯＯ 2
5/11日拾獲財物送交學校供同學

認領。

會展系一甲 B10835022 鍾ＯＯ 1
協助舉辦華東台商子女學校之畢

業典禮，表現優異。

會展系一甲 B10835022 鍾ＯＯ 2
協助108年度國際親善大使接待

活動，克盡職責，圓滿完成。

會展系一甲 B10835026 吳ＯＯ 2
協助108年度國際親善大使接待

活動，克盡職責，圓滿完成。

會展系一甲 B10835026 吳ＯＯ 2
協助6/13 華大30周年校慶校友餐

會接待，表現優異。

會展系二甲 B10835002 郭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會展系二甲 B10735014 簡ＯＯ 2

支援華東台商子女學校畢業典禮

場地布置課程講師，並協助舉辦

華東台商子女學校之畢業典禮，

表現優異。

會展系二甲 B10735015 余ＯＯ 1
108.12.23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會展系二甲 B10735016 涂ＯＯ 1
109.3.17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會展系二甲 B10735017 詹ＯＯ 1
參加「109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

果競賽認真負責，榮獲服務貢獻

會展系二甲 B10735017 詹ＯＯ 2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嘻哈雙

人大專組

會展系二甲 B10735017 詹ＯＯ 2 18屆財務長，盡心負責完成任

會展系二甲 B10735018 廖ＯＯ 1
108.12.1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會展系二甲 B10735018 廖ＯＯ 1
協助舉辦華東台商子女學校之畢

業典禮，表現優異。

會展系二甲 B10735019 范ＯＯ 2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多底

技巧大專混合公開組第五名、大

專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會展系二甲 B10735020 李ＯＯ 2

支援華東台商子女學校畢業典禮

場地布置課程講師，並協助舉辦

華東台商子女學校之畢業典禮，

表現優異。

會展系二甲 B10735033 陳ＯＯ 2

108.10.21、108.10.23交通違規(紅

線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

育講習

會展系二甲 B10735033 陳ＯＯ 1
協助舉辦華東台商子女學校之畢

業典禮，表現優異。

會展系二甲 B10735038 黃ＯＯ 1 宿舍自治會幹部籌辦各項活動有

會展系二甲 H10772007 吳ＯＯ 2
18屆學生會副會長，認真負責完

成任務。

會展系二甲 H10772007 吳ＯＯ 1
參加「109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

果競賽認真負責，榮獲服務貢獻

會展系二甲 H10772007 吳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會展系三甲 B10635010 蔡ＯＯ 2
協助108年度國際親善大使接待

活動，克盡職責，圓滿完成。

會展系三甲 B10635020 巫ＯＯ 2
支援華東台商子女學校畢業典禮

舉辦，表現優異。

會展系三甲 B10635020 巫ＯＯ 4

108.10.21交通違規(紅線違停)

108.10.23交通違規(紅線違停)

109.03.16交通違規(紅線違停)

109.03.17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會展系三甲 B10635025 方ＯＯ 2
協助108年度國際親善大使接待

活動，克盡職責，圓滿完成。

會展系三甲 B10635025 方ＯＯ 2
支援華東台商子女學校畢業典禮

，表現優異。

會展系三甲 B10635025 方ＯＯ 2
109.3.17、109.4.28交通違規(紅線

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



會展系四甲 B10535020 劉ＯＯ 1
108.12.1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會展系四甲 B10535028 魏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

團體混合公開組第三名

會展系四甲 B10535040 徐ＯＯ 1
108.12.1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會展系四甲 B10513002 彭ＯＯ 1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多底

技巧大專混合公開組第五名

會展系四甲 B10533001 吳ＯＯ 2
18屆學生會執秘，認真負責完成

任務。

會展系四甲 B10533001 吳ＯＯ 2

參加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彩球

團體小組大專公開組第三名、彩

球雙人大專公開組第六名

會展系四甲 B10533001 吳ＯＯ 1
參加「109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

果競賽認真負責，榮獲服務貢獻

會展系四甲 B10533002 賴ＯＯ 2 2
擔任第18屆學生會會長，認真負

責帶領當屆學生自治發展。

光電系一甲 B10837037 周ＯＯ 2

一.擔任班級輔導股長幹部，協助

推展諮商與職涯輔導中心的各項

心理健康活動，發展同儕輔導功

能。 二.依本校班級輔導股長設

置辦法_CA5-3-230，給予嘉獎二

次以茲鼓勵。

光電系二甲 B10737018 林ＯＯ 2

一.擔任班級輔導股長幹部，協助

推展諮商與職涯輔導中心的各項

心理健康活動，發展同儕輔導功

能。 二.依本校班級輔導股長設

置辦法_CA5-3-230，給予嘉獎二

次以茲鼓勵。

餐旅進修學

士一甲
H10818007 紀ＯＯ 1

協助華東台商子女學校舉辦畢業

典禮，表現優異。

餐旅進修學

士一甲
H10818017 陳ＯＯ 4

108.10.23 108.12.18 109.03.17

109.03.18交通違規(紅線違停)未依

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講習

餐旅進修學

士二甲
H10718017 劉ＯＯ 2

一.擔任班級輔導股長幹部，協助

推展諮商與職涯輔導中心的各項

心理健康活動，發展同儕輔導功

能。 二.依本校班級輔導股長設

置辦法_CA5-3-230，給予嘉獎二

次以茲鼓勵。

餐旅進修學

士三甲
B10625004 蕭ＯＯ 2

108.9.25、108.11.20交通違規(紅線

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

講習

管院進修學

士一甲
H10872042 楊ＯＯ 1 擔任應日系一年甲班服務股長



建設學院進

修學士一甲
H10873004 彭ＯＯ 1

多次協助撞擊A棟OK mini販售機

台。(情節較重原定懲處小過2次

，因上次行政疏漏僅申請1次故

再補申請1次)

建設學院進

修學士一甲
H10873004 彭ＯＯ 1

多次協助撞擊A棟OK mini販售機

台。

建設學院進

修學士一甲
H10873032 姜ＯＯ 2

108.10.23、109.4.7交通違規(紅線

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育

電機碩士班

二甲

M1070101

2
郭ＯＯ 2

108.10.25、109.11.20交通違規(紅

線違停)未依規定參加交通安全教

育講習

機械碩士班

二甲

M1070800

7
陳ＯＯ 1 擔任輔導員表現優異

企管碩士班

二甲

M1071905

7
陳ＯＯ 2

宿舍自治會幹部籌辦各項活動有

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