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組)名稱
陳○蓁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陳○蓁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莊○晴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供應鏈管理學系
涂○蒄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國際關係學系
梁○昀 廈門大學 會計學系
簡○潔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陳○安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楊○臻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王○雅 國立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黃○誼 國立清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王○方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學院學士班(藝設跨域組)
洪○宥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李○萱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張○尹 國立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邱○宸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李○甡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鄭○涵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系
李○璇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邱○晴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陳○函 國立中正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
梁○昀 國立中興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劉○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羅○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陳○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陳○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王○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江○恩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李○萱 國立臺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莊○婷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郭○恩 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何○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郭○依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張○柔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李○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許○寧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涂○倢 國立高雄大學                              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蔣○芸 國立高雄大學                              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王○安 國立臺南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陳○穎 國立嘉義大學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王○葳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王○茜 國立東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鄭○晏 國立東華大學                              臺灣文化學系
戴○儀 國立臺東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陳○樺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蔡○昕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江○睿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洪○晴 國立金門大學                              建築學系 
林○辰 國立金門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吳○儀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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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貞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沈○萱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電影學系 
王○喬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史學系
邱○翎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學系
周○禎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蔡○勳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陳○汎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暨長期照護學系
陳○予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黃○穎 高雄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林○辰 中國醫藥大學                              護理學系                                                                       
朱○儀 中山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許○真 長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張○欣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
陳○妤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吳○靜 輔仁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涂○蒄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陳○辰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蕭○薺 輔仁大學 歷史學系
石○鎂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莊○晴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史○臻 東吳大學                                哲學系                                                                        
林○暄 東吳大學                                哲學系                                                                        
林○辰 東吳大學                                哲學系                                                                        
楊○婕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賴○錦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企業管理)
吳○庭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林○瑜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
石○馨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蔡○慧 中原大學 化學系材料化學組
劉○妤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瑩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羅○琳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王○蓁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
歐○瑩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劉○筠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羽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楊○雨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洪○涵 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楊○姸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江○潔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吳○昀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周○妤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李○瑜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連○恩 世新大學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王○豫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洪○彤 世新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董○辰 銘傳大學                                時尚與創新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臺北校區）
吳○甄 銘傳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互動媒體科技組（桃園校區）
陳○恩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琪 逢甲大學                                精密系統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郭○儀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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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甄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陳○軒 逢甲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金○均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曾○誼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陳○涵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陳○熏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李○璇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陳○綺 中國文化大學                              應用數學系                                                                      
郭○昕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智慧商務科技組) 
陳○君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黃○慧 中國文化大學 行銷學士學位學程
郭○吟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江○勳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臺北校區)
劉○蓁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臺北校區)
陳○慈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數位行銷與市調組(高雄校區)
蘇○雯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企業治理組(高雄校區) 
謝○羽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財富管理組(高雄校區)
蔡○璇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視覺影像設計組(高雄校區)
蕭○晴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謝○庭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陳○任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李○砡 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林○喬 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劉○妍 靜宜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胡○晴 靜宜大學                                資料科學暨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學系
余○庭 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潘○錡 亞洲大學                                護理學系國際護理組  
黃○欣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醫務社工與長期照顧雙專業組
林○瑈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莊○媛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黃○景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郭○芩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林○萱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鍾○玹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陳○宇 義守大學                                健康管理學系  
曾○棋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         
鄭○宜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沈○妤 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藍○庭 長榮大學                                食品安全衛生與檢驗學士學位學程食品安全管理組
朱○萱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數位媒體設計組    
葉○慈 長榮大學                                健康心理學系                                                                   
吳○潔 長榮大學                                蘭花產業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魏○芳 長榮大學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周○琪 開南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邱○恩 大葉大學                                生物醫學系(生物醫藥組) 
楊○欣 大葉大學                                護理學系                                                                       
方○暄 大葉大學                                護理學系                                                                       
林○妤 大葉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陸○卉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創意產品設計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