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寢室 班級名稱

胡0琳 A204-1 財務金融學系四年甲班

A204-2

張0瑜 A204-3 財務金融學系三年甲班

黃0宜 A204-4 應用日語學系三年甲班

吳0晏 A205-1 財務金融學系四年甲班

A205-2

許0涵 A205-3 應用日語學系三年甲班

蔡0臻 A205-4 財務金融學系二年甲班

鍾0華 A212-1 機器人三甲

朱0潔 A212-2 幼教三甲

張0棻 A212-3 文創三甲

A212-4

A504-1 無冷氣房

林0兒 A504-2 應用日語學系三年甲班

A504-3 無冷氣房

周0音 A504-4 幼兒教育學系四年乙班

朱0萱 A505-1 國際貿易學系二年甲班

A505-2

蔡0虹 A505-3 國際貿易學系二年甲班

吳0誼 A505-4 電腦與通訊學系二年甲班

吳0芸 A515-1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三年甲班

呂0萱 A515-2 財務金融學系二年甲班

A515-3 無冷氣房

王0媛 A515-4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四年甲班

林0妮 A607-1 教育學系二年乙班

黃0彤 A607-2 幼兒教育學系二年乙班

A607-3

李0潔 A607-4 電腦與通訊學系四年甲班

蘇0瑩 A701-1 會計學系四年乙班

吳0婕 A701-2 特殊教育學系三年甲班

A701-3

梁0儒 A701-4 會計學系三年乙班

詹0華 A712-1 特殊教育學系三年甲班

周0盈 A712-2 特殊教育學系三年甲班

A712-3

許0珍 A712-4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三年甲班

黃0甄 C108-1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二年甲班

黃0榕 C108-2 企業管理學系二年甲班

C108-3

吳0瑄 C108-4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二年甲班

凃0欣 C111-1 企業管理學系二年甲班

許0庭 C111-2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學系三年甲班

C111-3

鍾0庭 C111-4 企業管理學系二年甲班

C202-1

李　0 C202-2 幼兒教育學系三年乙班

鄧0妮 C202-3 幼兒教育學系三年乙班

黃0椏 C202-4 中國語文學系四年甲班



姓名 寢室 班級名稱

陳0尹 C302-1 幼兒教育學系二年甲班

彭0方 C302-2 幼兒教育學系二年甲班

C302-3

任0蓁 C302-4 教育學系二年甲班

邱0萱 E105-1 幼兒教育學系四年甲班

E105-2

洪0晶 E105-3 幼兒教育學系四年乙班

賴0嫺 E105-4 幼兒教育學系四年乙班

E107-1

洪0瑢 E107-2 幼兒教育學系四年乙班

柯0涵 E107-3 幼兒教育學系四年乙班

古0宜 E107-4 幼兒教育學系四年乙班

施0珊 E408-1 教育學系四年甲班

李0蓁 E408-2 教育學系四年甲班

林0臻 E408-3 教育學系四年甲班

E408-4

E515-1

鍾0瑄 E515-2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四年甲班

蔡0庭 E515-3 視覺藝術學系四年甲班

張0燕 E515-4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四年甲班

耿0甯 E604-1 教育學系三年乙班

E604-2

羅0辰 E604-3 英語學系三年甲班

黃0琪 E604-4 英語學系三年甲班

E611-1

何0芸 E611-2 不動產經營學系二年甲班

劉0孜 E611-3 幼兒教育學系二年乙班

劉0秀 E611-4 英語學系二年甲班

E614-1

黃0芸 E614-2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四年甲班

洪0涵 E614-3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四年甲班

邱0柔 E614-4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四年甲班

E703-1

陳0蓁 E703-2 特殊教育學系二年甲班

張0柔 E703-3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二年甲班

李0萱 E703-4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二年甲班

孔0淇 E704-1 幼兒教育學系三年甲班

薛0燕 E704-2 幼兒教育學系三年甲班

穆0瑄 E704-3 幼兒教育學系三年甲班

E704-4

龔0瑄 E714-1 英語學系四年甲班

呂0毓 E714-2 英語學系四年甲班

郭0娜 E714-3 英語學系四年甲班

E714-4

蔡0慧 E715-1 中國語文學系四年甲班

余0穎 E715-2 中國語文學系四年甲班

E715-3

黃0芯 E715-4 應用化學系四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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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0閔 E802-1 教育學系三年乙班

曹0蕙 E802-2 教育學系三年乙班

E802-3

柯0寧 E802-4 教育學系三年乙班

鄭0珍 E803-1 應用物理系四年乙班

E803-2

林0含 E803-3 應用物理系四年乙班

馮0淇 E803-4 應用物理系四年乙班

莊0雯 E811-1 幼兒教育學系二年乙班

E811-2

張0琪 E811-3 教育學系二年乙班

廖0奕 E811-4 教育學系二年乙班

孫0詠 E814-1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三年甲班

E814-2

陳0儀 E814-3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三年甲班

陳0恩 E814-4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三年甲班

F207-1

李0瑄 F207-2 會計學系四年甲班

洪0絹 F207-3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三年甲班
林0萱 F207-4 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三年甲班

F313-1

陳0非 F313-2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三年甲班

陳0柔 F313-3 社會發展學系四年甲班

張0渝 F313-4 資訊科學系四年甲班

江0陵 F314-1 中國語文學系三年甲班

曾0嘉 F314-2 中國語文學系三年甲班

楊0榆 F314-3 中國語文學系三年甲班

F314-4

林0錚 F401-1 會計學系四年乙班

F401-2

莊0晴 F401-3 會計學系四年乙班

許0瑄 F401-4 社會發展學系四年甲班

F415-1

王0芸 F415-2 會計學系三年乙班

辛0秀 F415-3 會計學系三年乙班

佘0玟 F415-4 會計學系三年乙班

蔣0琳 F501-1 會計學系四年乙班

F501-2

張0珍 F501-3 會計學系四年乙班

施0妤 F501-4 會計學系四年乙班

F503-1

鐘0菱 F503-2 體育學系三年甲班

李0芳 F503-3 體育學系二年甲班

賴0羽 F503-4 體育學系三年甲班

賴0辰 F506-1 視覺藝術學系三年甲班

F506-2

曾0寧 F506-3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三年甲班

張0甄 F506-4 幼兒教育學系三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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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0葳 F607-1 應用化學系四年甲班

周0樺 F607-2 應用化學系四年甲班

F607-3

劉0靜 F607-4 應用化學系四年甲班

F608-1

詹0婷 F608-2 社會發展學系四年甲班

吳0萱 F608-3 英語學系四年甲班

盧0瑩 F608-4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四年甲班

F702-1

張0婷 F702-2 資訊科學系二年甲班

官0玟 F702-3 資訊科學系四年甲班

李0紋 F702-4 資訊科學系二年甲班

F714-1

鄭0旻 F714-2 資訊科學系四年甲班

洪0伶 F714-3 資訊科學系四年甲班

張0軒 F714-4 資訊科學系四年甲班

F803-1

江0綾 F803-2 視覺藝術學系二年甲班

曾0婷 F803-3 幼兒教育學系二年甲班

張0瑜 F803-4 幼兒教育學系二年甲班

曹0婷 F810-1 視覺藝術學系四年甲班

F810-2

郭0珂 F810-3 社會發展學系四年甲班

郭0榕 F810-4 社會發展學系四年甲班

F815-1

郭0瑜 F815-2 資訊科學系四年甲班

林0辰 F815-3 應用物理系四年甲班

薛0文 F815-4 應用物理系四年乙班

張0瑄 東202-1 企業管理學系二年甲班

東202-2 2人冷氣雅房

羅0華 東204-1 應用化學系四年甲班

東204-2 2人冷氣雅房

黃0以 東206-1 夜財務金融學系二年甲班

東206-2 2人冷氣雅房

蔡0諭 東207-1 資訊科學系二年甲班

東207-2 2人冷氣雅房

簡0琦 東208-1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產學專班二年乙班

東208-2 2人冷氣雅房

東211-1 2人冷氣雅房

鄭0芸 東211-2 英語學系四年甲班

陳0喬 東213-1 應用物理系二年甲班

東213-2 2人冷氣雅房

謝0真 東215-1 資訊管理學系四年甲班

東215-2 2人冷氣雅房

東217-1 2人冷氣雅房

劉0瑩 東217-2 教育學系二年乙班

張0茵 東301-1 視覺藝術學系二年甲班

劉0儀 東301-2 視覺藝術學系二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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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301-3

余0慧 東301-4 視覺藝術學系二年甲班

翁0瑢 東302-1 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二年甲班

田0 東302-2 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二年甲班

東302-3

胡0馨 東302-4 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二年甲班

東305-1

潘0臻 東305-2 教育學系四年甲班

東305-3

黃0婷 東305-4 財務金融學系三年甲班

莊0涵 東306-1 特殊教育學系四年甲班

鍾0辰 東306-2 特殊教育學系四年甲班

東306-3

黃0庭 東306-4 特殊教育學系四年甲班

東308-1

游0雯 東308-2 企業管理學系四年甲班

東308-3

柯0妃 東308-4 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四年甲班

東309-1

楊0涵 東309-2 夜國際貿易學系三年甲班

潘0君 東309-3 夜財務金融學系二年甲班

潘0涵 東309-4 夜財務金融學系二年甲班

呂0雅 東313-1 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二年甲班

宗0嫺 東313-2 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二年甲班

東313-3

東313-4

東315-1

東315-2

石0璇 東315-3 資訊管理學系四年甲班

王0玲 東315-4 資訊管理學系四年甲班

東317-1

石0卉 東317-2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三年甲班

徐0妤 東317-3 財務金融學系二年甲班

東317-4

東318-1

東318-2

陳0伶 東318-3 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二年甲班

李0婷 東318-4 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二年甲班

蔡0欣 東320-1 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四年甲班

東320-2

黃0涵 東320-3 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四年甲班

東320-4

蕙A105-1

蕙A105-2

陳0歆 蕙A105-3 視覺藝術學系二年甲班

李0樺 蕙A105-4 視覺藝術學系二年甲班

陳0涵 蕙A107-1 會計學系二年甲班

李0諭 蕙A107-2 財務金融學系二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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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0祺 蕙A107-3 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二年甲班

蕙A107-4

蕙A121-1

劉0妤 蕙A121-2 科學傳播學系三年甲班

唐　0 蕙A121-3 科學傳播學系三年甲班

鄞0晴 蕙A121-4 科學傳播學系三年甲班

蕙A122-1

曾0瑛 蕙A122-2 應用化學系二年甲班

張0蓁 蕙A122-3 應用物理系二年乙班

劉　0 蕙A122-4 應用物理系二年甲班

徐0瑜 蕙A123-1 應用化學系三年甲班

劉0潔 蕙A123-2 應用化學系三年甲班

盧0鈞 蕙A123-3 音樂學系二年甲班

蕙A123-4

黃姵瑄 蕙A125-1 音樂學系二年甲班

蕙A125-2

潘0燕 蕙A125-3 音樂學系四年甲班

凌0雯 蕙A125-4 音樂學系四年甲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