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陳○沂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郭○怛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系 

陳○維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周○賢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黃○媛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劉○傑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社會組 

林○諴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瑄 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陳○芸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系

王○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楊○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陳○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侯○文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黃○麟 國立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温○錡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林○芬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 

陳○緯 國立中正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 

吳○陞 國立高雄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王○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李○豪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康○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化學系 

陳○騏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內容科技與管理組

林○漢 國立東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林○羚 國立東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

陳○慈 國立東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曾○超 國立東華大學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洪○婷 國立臺南大學 國語文學系

沈○穎 國立臺南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洪○安 國立臺南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謝○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 

卓○蓁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劉○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伍○鍚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王○霖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方○松 國立嘉義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 

王○炫 國立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林○翰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

賴○銘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陳○秀 國立嘉義大學 食品科學系 

王○慈 國立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吳○雯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歷史學系

黃○欣 國立屏東大學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學系 

郭○鑫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

陳○良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

陳○聖 國立屏東大學 英語學系

陳○妤 國立屏東大學 音樂學系

黃○宜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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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禎 國立屏東大學 科普傳播學系

黃○豪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蔡○辰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陳○清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祥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許○哲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黃○玉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莊○杰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張○葦 國立台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黃○雅 國立臺東大學 華語文學系

史○娟 國立臺東大學 華語文學系

顏○呈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陳○蒨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史學系 

劉○瑜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許○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郭○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觀光休閒組

王○凱 國立金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戴○翔 國立金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黃○雯 國立金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陳○亘 國立金門大學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謝○涵 國立金門大學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陳○傑 國立金門大學 運動與休閒學系

謝○津 國立金門大學 長期照護學系

黃○淳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林○成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洪○傑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陳○翔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陳○毅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鄭○瑋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競技運動學系

林○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系

鍾○翔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陳○勳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系

蔡○翔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系

陳○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封○祥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系

林○翰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系

彭○恩 台北市立大學 球類系

邱○軒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方○翔 國立聯合大學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王○淇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林○婷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謝○倫 國防大學 理工學院不分系

李○璋 國防大學 理工學院不分系

洪○婷 國防大學 政治作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

黃○婷 國防大學 理工學院不分系

蘇○豪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消防安全科

李○賢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消防安全科

林○漢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消防安全科

郭○宇 空軍軍官學校 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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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斈 空軍軍官學校 社會組

邱○碩 海軍軍官學校 企業管理科

蔡○辰 海軍軍官學校 航海科

康○和 陸軍軍官學校 理工組

林○恩 陸軍軍官學校 社會組

黃○瑋 陸軍軍官學校 社會組

陳○ 陸軍軍官學校 社會組

陳○盛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航空後勤管理科

楊○閔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航空通信電子科

顏○良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航空後勤管理科

黃○翰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航空工程科

李○蘋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航空後勤管理科

林○誼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航空通信電子科

李○鴻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航空工程科

林○成 陸軍專科學校 車輛工程科

方○慈 高雄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楊○雯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黃○婷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張○萓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莊○涵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邱○禎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許○文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李○涵 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林○函 輔仁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黃○恩 輔仁大學 化學系 

莊○如 輔仁大學 哲學系 

黃○禕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許○雲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事業經營組) 

黃○祐 淡江大學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應用資訊全英語組(蘭陽校園)

周○廷 靜宜大學 法律學系-類繁星組

楊○耀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謝○志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類繁星組

陳○禾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類繁星組

王○妮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陳○賢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應用組)

林○宏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應用組)

李○玲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類繁星組

林○翰 靜宜大學 資料科學暨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學系-一般組

黃○婕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周○怡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類繁星組

黃○雅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一般組

周○萱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一般組

洪○哲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黃○曼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類繁星組

方○凱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一般組

曾○絜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一般組

董○玉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一般組

許○汶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一般組

郭○元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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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倪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林○嬡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蘇○誼 世新大學 英語學系

吳○恩 世新大學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林○君 長庚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陳○霖 銘傳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 

陳○均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商務與觀光組(桃園校區)

杜○蓁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湯○融 銘傳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

王○閎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無人機應用設計組(高雄校區)

陳○生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App設計組(高雄校區)

何○蘭 實踐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應用組(高雄校區)

王○晴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高雄校區)

王○芸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臺北校區) 

邱○芳 實踐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休閒文創規劃組(高雄校區)

陳○婷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企業治理組(高雄校區)

鄭○韻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企業治理組(高雄校區)

張○萱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企業治理組(高雄校區)

江○慈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洗錢防制組(高雄校區)

黃○慈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洗錢防制組(高雄校區)

謝○英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金融實務組(高雄校區)

陳○君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數位行銷組(高雄校區)

張○方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英日雙語組(高雄校區)

蘇○翔 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學系文化傳播組(高雄校區)

陳○旻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王○綾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境外日本實務組(高雄校區)

李○錂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航空旅運組(高雄校區)

李○宸 東海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組)

許○瑀 東海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組)

楊○怡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服務創新與經營組) 

陳○楨 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謝○葦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李○馨 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黃○盛 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陳○旺 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羅○元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王○智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黃○憶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陳○珊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商業大數據組 

陳○瑀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商業大數據組 

戴○峰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黃○吟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張○勝 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系

洪○褘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賴○琳 逢甲大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葉○恩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黃○華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曾○怡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羅○楹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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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豪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陳○蓁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涵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高科技業管理組 

李○璇 中原大學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李○欣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李○欣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丁○淳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蔡○婷 中國文化大學 生命科學系

顏○緹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吳○婕 中國文化大學 動物科學系

吳○妙 中國文化大學 韓國語文學系 

馮○晏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吳○軒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戲劇學系

黃○瑜 中國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楊○慈 中國文化大學 教育學系

王○蘋 慈濟大學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許○榕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王○菁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洪○勛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楊○雅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生物醫藥組

陳○澤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竹 義守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國際學院) 

吳○瑄 義守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邱○賢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莊○婷 義守大學 健康管理學系

賴○湛 義守大學 健康管理學系

陳○玲 義守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傅○源 義守大學 大眾傳播系

徐○琦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洪○宏 義守大學 電影與電視學系編導製片組

王○仁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財務管理組

陳○哲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許○薰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許○寧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方○穎 義守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梁○芳 義守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林○杰 義守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戴○維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大數據與雲端運算服務組

黃○詠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大數據與雲端運算服務組

廖○安 義守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休閒產業經營組

蔡○似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陳○宇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歐○守航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黃○綸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劉○亭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林○毅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商務管理組

郭○辰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商務管理組

陳○宸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數位內容設計組 

孫○禎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資訊管理組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周○成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不分系）

陳○妤 長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投資資訊組

何○樺 長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產業實習組

賴○祥 長榮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長照機構管理組

顏○如 長榮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長照機構管理組)

邱○淇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C組

陳○含 長榮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觀光文化組

吳○霖 長榮大學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觀光旅遊組

陳○昇 長榮大學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

林○甫 長榮大學 東南亞文化與產業學士學位學程文化與觀光組

陳○萍 長榮大學 綠能與環境資源學系(社會組)

葉○騏 長榮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林○晶 長榮大學 蘭花產業應用學士學位學程(蘭花國際行銷組)

李○瑜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社會組)

劉○合 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陳○倢 南華大學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陳○瑜 南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莊○棋 南華大學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室內設計組 

吳○滿 南華大學 傳播學系自然組

王○宇 南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黃○維 南華大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社會組

張○欽 南華大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社會組

徐○人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組

吳○真 南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李○瑛 南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賴○銘 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社會組

邱○愷 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陳○源 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陳○叡 大葉大學 視光學系

謝○恩 大葉大學 視光學系

張○煒 大葉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謝○妤 大葉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陳○君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投資理財組 

蔡○佑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投資理財組)

王○智 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蕭○麒 亞洲大學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行動商務組 

李○琪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新媒體傳播內容組

陳○廷 亞洲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企業創新管理組

吳○潔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文教產業組

陳○恩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健康產業管理組

楊○婷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社工心理雙專業組

李○陞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賴○豪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國際商務組)

陳○宏 中華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陳○菁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財務金融管理組

楊○中 中華大學 景觀建築學系產品設計組

許○篁 中華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邱○莉 佛光大學 心理學系

顏○君 佛光大學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王○鈺 朝陽科技大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林○翔 遠東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胡○祐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系

黃○蓓 南臺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王○雅 南臺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黃○恩 南臺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徐○誠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王○貽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張○芠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許○綺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馮○瑗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柯○閎 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人工智慧應用組

李○潔 樹德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林○如 樹德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陳○誼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賴○珍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吳○陽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郭○睿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方○祐 正修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湯○安 正修科技大學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陳○宏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環境科技組

黃○隆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社會工作系

李○禎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陳○汶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運動管理系

許○軒 高苑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楊○儀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鍾○雯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吳○欣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系

陳○如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凃○惠 美和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黃○棋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流行音樂事業系

陳○婷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演藝事業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