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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校系代碼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莊子昀  01133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黃亭晅  01324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資訊管理組

陳俊愷  00430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許佳昕  00611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楊庭諺  0022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陳藝璇  00313  國立中興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羅威龍  01620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許智強  0210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

蕭竣育  0221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能源與冷凍空調組

賴奕璇  0230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　毅  02509  國立陽明大學 學士班大一大二不分系

潘彥琳  02701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

謝宜甄  03114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許廷宇  03313  國立臺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許鳳茹  03404  國立東華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蘇于婷  03604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林詠璇  03803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陳思婕  03809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曾源樟  03812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理組

余子薇  03818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江彥文  04103  國立中正大學 歷史學系

洪銘威  04113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李岳芳  04124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黃碇元  0581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潘咨婷  06002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許桂萍  09907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賴俊瑋  10011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許鈞涵  10017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化學系

陳穎哲  10018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蕭逸慈  10034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

林泓佑  10119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陳怡如  15002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湯毅昌  15102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邱詩婷  15106  國立聯合大學 華語文學系

陳哲斌  15111  國立聯合大學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藍純縈  15117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李杰恩  15307  國立金門大學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石郁寧  15312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潘怡潔  00505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賴妍伶  00507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蔡沛辰  00708  高雄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潘玫菱  00710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陳依琳  00802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服務業管理組

阮郁涵  00807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華　葳  00825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陳奕霖  00828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工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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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晉嘉  00912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決策管理組)

陳羽稜  00916  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曾敏倫  00928  東海大學 應用數學系

林芷優  01204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黃詩瑜  01206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高　丞  01214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傅云暄  01407  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

葉姿宜  01410  淡江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鄭維中  01437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蔡智宇  01443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謝虹如  01504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林楷瀚  01515  逢甲大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林義程  01533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李苑慈  01718  中國文化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張凱荃  01738  中國文化大學 大氣科學系

鍾佩瑾  01802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尤渝瑄  01812  靜宜大學 會計學系

施欣旭  02029  輔仁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羅筠筑  02042  輔仁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陳思伶  02049  輔仁大學 心理學系

張心姸  02618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潘文心  03009  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張馨予  03010  長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林明緯  04014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李美薇  04214  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動態媒體組)

藍郁婷  04301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劉怡姍  04315  中華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語文組

馬定源  04509  義守大學 健康管理學系

鍾岱容  04521  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陳玫鈞  04537  義守大學 營養學系

鍾佳穎  04539  義守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龍湘樺  04635  銘傳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桃園校區）

葉思琳  04640  銘傳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系金融理財組（桃園校區）

李冠余  04654  銘傳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陳妍瑧  04701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陳玟瑛  04721  世新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許芳甄  05034  實踐大學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高雄校區)

黃品溦  05053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互動遊戲設計組(高雄校區)

戴珮竹  05116  長榮大學 環境與食品安全檢驗學士學位學程食品安全管理組

李幸蓉  05126  長榮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經濟貿易組

林亭廷  05137  長榮大學 環境與食品安全檢驗學士學位學程環境檢驗組

蔡承泰  05926  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自然組

陳冠群  10814  慈濟大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陳禾蓁  10911  臺北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卓秀卉  11303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鄭丞軒  13416  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科技法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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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佳怡  15201  馬偕醫學院 護理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