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醒吾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社團及系科學會負責人名單 

更新日期：108.11.01   

單位名稱 
班級、姓名 

學號 

學生會 
四觀二 2 姜亦庭 

1061404128 

學生議會 
五觀四 1 姜品妏 

1041504024 

108 畢聯會 
四觀三 1 蔡蜜安 

1052506223 

 

【康樂性社團】 

單位名稱 
班級、姓名 

學號 

High Sing 社 
資傳一 2 汪冠緻 

1071409027 

驛吉他社 
時尚一 3 李映蓉 

1072514025 

熱門音樂社 
四數三 1 謝雯婷 

1052409213 

嘻舞社 
四表藝二 2 吳承達 

1071425022 

飛翔領隊群 
四觀一 3 高文婷 

1071404090 

烏克麗麗社 
五觀五一 陳柏豪 

1041504042 

瑪嘎巴嗨社 
四英三 1 張芸竹 

1062404203 

CAT 漫研社 
資科二 1 吳宸宥 

1071410004 

桌遊社 
葉子嘉 

1071406029 

說唱研究社 
四科一 2 蘇柏源 

1071410065 



【學術性社團】 

單位名稱 
班級、姓名 

學號 

易學社 
四餐一 1 張芷菱 

1071408034 

創意導覽社 
四觀一 1 高惠心 

1071404016 

Hey Stock 投資社 
四財四 1 陳佳臻 

1051405903 

國關社 
四旅二 2 莊庭硯 

1071411035 

日系風情會社 
五觀四 1 袁唯禎 

1041504007 

日語研習社 
四旅二 2 紀杰 

1071411034 

英語聖經文學社 
四英三 1 陳天宇 

1061407924 

 

【技藝性社團】 

單位名稱 
班級、姓名 

學號 

創意花調社 
四餐一 2 江蕙芳 

1071408058 

創意料理社 
四餐二 2 張呈葦 

1071408053 

咖啡社 
四旅二 1 許鈞傑 

1061411105 

幸福烘焙工坊 
四餐一 4 張玖霖 

1071408103 

互動媒體研究社 
四數一 1 駱君昊 

1071415009 

弘鶯陶創意社 
四時尚二 3 陳廷維 

1071414052 

鐵板料理研究社 
四餐二 6 劉育成 

1072525215 

餐旅服務公關社 
四餐一 5 林靖婷 

1071408028 



【體育性社團】 

單位名稱 
班級、姓名 

學號 

跆拳道社 
五英四 1 徐于茹 

1041507024 

國術社 
數位一 2 謝秉諺 

1071415063 

羽球社 
五企五 1 徐家振 

1041502021 

排球社 
四觀二 2 周成都 

1071404046 

熱血騎跡自行車社 
四餐三 2 白承翰 

1061408157 

籃球社 
四國二 1 劉伯宣 

1061403901 

滑板社 
五英二 1 吳佳軒 

1061507015 

健體動能社 
四商二 2 林裕紘 

1061413034 

電競社 
四科二 2 蔡明諺 

1071410034 

網球社 
四科一 1 李承勳 

10711410010 

【服務委員會】 

單位名稱 
班級、姓名 

學號 

 發一崇德志工社 
五觀一 1 連信嘉 

1071504017 

小太陽領航服務隊 
五企五 1 蔣季媗 

1041502903 

健康大使服務隊 
四餐三 4 呂修竹 

1061408104 

反毒大使社 
五觀四 1 周孟萱 

1041504016 

蒲公英服務團 
五觀五 1 彭國賓 

1041504055 

 



【系科委員會】 

單位名稱 
班級、姓名 

學號 

理財系科學會 
 

 

企管系學會 
四企一 1 簡佑任 

1072502207 

國際系科學會 
五國四 1 詹巧薇 

1041503911 

財金系科學會 
四財二 1 簡郁倫 

1071405006 

行銷流通系學會 
四行二 2 林吳靜儀 

1071412066 

應用英語系科學會 
四英三 1 周峻安 

1061407015 

觀光系科學會 
四觀二 1 蔡瀚翔 

1072404220 

餐旅系學會 
四餐一 3 周立仁 

1071408255 

旅運系學會 
四旅一 1 余庭瑄 

1071411003 

資科系學會 
四科四 1 邱巧萱 

1051410901 

資管系學會 
四資三 1 李建良 

1061406039 

資傳系學會 
四傳三 2 劉鴻霖 

1061409059 

商設系學會 
四商一 2 江旻樺 

1072513203 

時尚系學會 
四時尚二 3 彭姵綺 

1062514201 

數位系學會 
數位一 2 劉仲恩 

1071415065 

時管系學會 
 

 

表藝系學會 
四表藝三 1 郭耘宏 

1061425035 

流行音樂系學會 
四音樂一 2 關渝璇 

1071426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