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609 張智翔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601 李崇逸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

606 林泰宇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606 廖品棈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601 李偉程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606 蔡政育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08 張瀚文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太空組

601 張淩淩 國立中正大學 政治學系

603 鄭敏君 國立中正大學 歷史學系

606 陳嘉宏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606 陸泳成 國立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606 張修瑋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系

606 黃貫桔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605 吳佩蓉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601 呂亞鳳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606 游理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

608 呂冠筠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

601 徐譽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601 簡名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608 姜欣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06 劉芸廷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6 翁祖毅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606 鄭茹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A組

602 周恩如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604 劉雅宜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605 張睿庭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終身學習與諮商心理學系

601 簡鈺文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史學系

601 伍治容 國立東華大學 臺灣文化學系

601 林宛昀 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602 施姿伊 國立東華大學 經濟學系

605 陳虹伶 國立東華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607 鍾函庭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統計科學組

601 黃盛亞 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601 許雅雲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

601 蔡艾庭 臺北市立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605 林振翔 臺北市立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610 李邦佑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系

610 徐敬文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系

610 鄭智鴻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系

610 黃耀弘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系

610 張津豪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系

604 陳杰聖 國立嘉義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604 許妤禎 國立嘉義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606 曾怡樺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8 康俊儒 國立嘉義大學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605 張凱婷 國立臺南大學 諮商與輔導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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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 楊捷帆 國立臺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601 吳念慈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自費)

601 葉珊妤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610 蕭鳳禧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610 黃詩文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自費女)

601 賴曉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601 周秉濂 國立屏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601 伍治容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602 邱筠佳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603 巫愛菱 國立屏東大學 社會發展學系

604 謝宜真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606 陳俊瑋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物理系光電暨材料組

604 李謨浩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609 李澍霆 國立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系

609 康世欣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601 林欣儒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608 陳睿濂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608 吳怡靜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610 胡耘瑄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休閒系

610 鄭雅方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系

610 盧奕銘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610 邱誥磊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610 詹浩語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610 馮浩宇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系

610 徐愷揚 臺灣體大/健行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光電應用組

610 邱佳榆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系

610 郭晏汝 國立體育大學 產業經營學系

S1202136 張秉鈞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602 陳奕靜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603 藍嘉辰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606 林傳賀 國立聯合大學 能源工程學系

606 吳維元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608 張銘勛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601 邱暐玲 國立金門大學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603 游明駿 國立金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604 陳庭蓁 國立金門大學 護理學系

607 張仲榆 國立金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08 柯冠廷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610 魏均昀 陸軍軍官學校/國立體育大學 陸上運動技術學系

608 陳伯元 陸軍專科學校

606 向恩煒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行政警察科

606 呂承睿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行政警察科

603 曾紹峻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602 劉　允 空軍官校/中華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工業設計組

609 吳文富 中國醫藥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609 陳品妏 中國醫藥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604 林靖芸 長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5 李訓兆 長庚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

606 邱俊維 長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6 孫嘉妤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608 林育弘 長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1 徐櫻芷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603 彭鈺純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604 陳郁婷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606 吳芸婷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609 林世奇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應用化學系

609 楊英風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609 詹琇涵 中山醫學大學 視光學系

608 黃瑜婷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601 謝佩蓉 輔仁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601 楊弘杰 輔仁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2 連思涵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603 劉洪斌 輔仁大學 會計學系

603 孫紫恩 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

605 張育琪 輔仁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606 林俐忻 輔仁大學 經濟學系

607 林宇乾 輔仁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607 謝昌諺 輔仁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組

607 鍾尚值 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09 張翔俊 輔仁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

601 林宜臻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601 魏　芳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601 王舒瑀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601 彭　宬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1 王佩文 元智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601 邱愛儒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財務金融)

601 劉家瑀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財務金融)

601 王喬萱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601 陳羽柔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英語專班)

601 李冠彣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會計)

601 楊閔涵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英語專班)

602 張力方 元智大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603 梁慶瑜 元智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604 許偉倫 元智大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604 蔣家馨 元智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604 王禎藝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4 李沅翃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設計組

605 楊繕榕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財務金融)

606 陳大富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06 丁家俊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606 王喻柏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606 吳育賢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英語專班)

606 呂柏諺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606 許睿哲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A組)

606 楊智皓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606 邱庭萱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B組)

606 簡琪恩 元智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通訊工程組)

607 朱柏丞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財務金融)

607 徐永昌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607 黃詩峻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A組)

608 吳崇聖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608 邱奕豪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609 劉邦全 元智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609 李依樺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科技組

609 李承昱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S1203878 蔣嬑瑋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企業管理)

601 連盈媛 中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601 林采薇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601 賴宣瑜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602 徐君豪 中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602 任瑋欣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602 高珮珊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602 葉盈暄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603 黃士銘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管理組

603 游皓文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604 吳靖晨 中原大學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605 許謹如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605 謝栩文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605 劉冠呈 中原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605 黃詩婷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工商管理組

605 熊亦晴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高科技業管理組

606 吳奕緯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606 黃品鈞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606 郭巧雯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606 林鴻昇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606 湯太愚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606 藍秉豪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607 吳盛偉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607 李益榮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綠能製程組

607 楊智丞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607 王宇廷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7 邱浚豪 中原大學 化學系化學組

607 梁庭頊 中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607 黃宗俊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綠能製程組

607 蔡佩容 中原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608 傅宇謙 中原大學 化學系材料化學組

608 童奕城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工程組

609 王　皓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609 林玉雪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609 宋程聖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609 邱祈光 中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609 郭權中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609 黃郁翔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高科技業管理組

609 謝宜達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609 李光庭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601 吳彥潔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系

601 李宇溱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系

601 劉蕙宇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

602 劉倚帆 世新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602 周桓毅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網路科技組

602 劉韋漢 世新大學 英語學系

603 李梓維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組

603 賴彥樺 世新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603 李芷涵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604 韓邦語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604 廖品昀 世新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605 楊岳勳 世新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607 黃政綸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608 章家馨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系

609 葉曉瑜 世新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601 張靖瑜 東海大學 食品科學系

601 楊舒淇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601 劉沛吟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602 彭照銘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社會組)

603 張敦淯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605 吳冠哲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605 包嘉芸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607 張哲勳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社會組)

608 林承儀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自然組)

608 姜柏羽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

608 廖宜庭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自然B組)

608 郭哲志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609 唐匯茹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自然B組)

609 張　媺 東海大學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A組)

609 黃妍儒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601 郭育伶 淡江大學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蘭陽校園)

601 劉家瑀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

601 楊雅恩 淡江大學 會計學系

602 熊芷鈴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

602 黃敏瑄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602 丘采珊 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

602 林慈欣 淡江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604 陳秉均 淡江大學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全英語學士班(蘭陽校園)

604 賴佩瑜 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

605 黃奕菱 淡江大學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蘭陽校園)

606 王心渝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607 張皓翔 淡江大學 數學學系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

607 林孟萱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

607 陳品菁 淡江大學 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607 黃筠淇 淡江大學 數學學系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

607 譚君恬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工程設施組

608 陳廣澤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光機電整合組

608 呂荺匯 淡江大學 保險學系

608 高彥哲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08 簡浚丞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08 蔡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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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 邱書瑀 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水資源工程組

606 陳炘樺 大同大學 生物工程學系

602 朱甄祥 銘傳大學 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602 林正斌 銘傳大學 經濟學系（桃園校區）

602 麻瓊方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台北校區）

602 黃信愷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2 劉仲祥 銘傳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602 劉晟瑞 銘傳大學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2 何昱萱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602 沈治怡 銘傳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台北校區）

602 魏彥容 銘傳大學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2 羅意茜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602 蘇晉德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602 李欣樺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桃園校區)

602 游淳媛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603 林泓璋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603 段必偉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603 卓孟瑤 銘傳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603 周宸安 銘傳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台北校區）

603 林昀萱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603 邱郁庭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603 徐欣妤 銘傳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3 陳郁文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國際金融管理組（台北校區）

603 黃玟婷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603 許宏甲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3 曾紹峻 銘傳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桃園校區)

603 楊子權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3 黃于庭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動畫影視組(桃園校區)

603 簡郁琳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604 吳景瑜 銘傳大學 經濟學系(桃園校區)

605 李權洲 銘傳大學 經濟學系（桃園校區）

605 蔡祐安 銘傳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605 林歆容 銘傳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605 張媛珽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605 鄭文婷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5 賴志曜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5 侯欣妤 銘傳大學 經濟學系(桃園校區)

605 張書寧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6 李品樺 銘傳大學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7 邱若庭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7 張師語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桃園校區）

607 呂紹華 銘傳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自然組(桃園校區)

607 陳茂穎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桃園校區)

607 黃世勛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7 楊志翔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7 簡亦永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607 陳維珮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8 林思宇 銘傳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608 唐朝洋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608 莊尚蓉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608 許琬晴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609 陳宇亮 銘傳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609 林姿伶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桃園校區）

609 康羽欣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609 鍾承翰 銘傳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自然組(桃園校區)

609 康世欣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609 陳詩茹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609 許洋銘 銘傳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601 張晏綾 逢甲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英語專班)

602 黃俊維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603 王瀚葳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604 王力璟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都市計畫組

604 林若瑜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606 謝汶融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06 李宜珊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07 林祐瑋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607 謝仁豪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608 許椿迪 逢甲大學 光電學系

608 劉佩萱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609 游伯淵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602 邱荷閔 實踐大學 會計學系(臺北校區)

602 鄭妃秀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602 賴韋芃 實踐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602 張顧懷 實踐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603 于宛芸 實踐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臺北校區)

603 張盼瑤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臺北校區)

603 謝宜蓁 實踐大學 應用日文學系(高雄校區)



603 姚岳安 實踐大學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臺北校區)

604 彭裕傳 實踐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604 梁鈺得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604 江偉誠 實踐大學 會計學系(臺北校區)

604 黃池以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高雄校區)

607 吳浩偉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高雄校區)

608 李婕瑀 實踐大學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臺北校區)

609 倪登卉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609 黃鈴珺 實踐大學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臺北校區)

601 吳語姍 靜宜大學 法律學系

602 秦鈺婷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丙組)

603 謝　明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603 郭薏臻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603 胡景淵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604 周庭煊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604 李志鴻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乙組)

604 徐嬿筌 靜宜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605 鄧佳穎 靜宜大學 台灣文學系

605 朱建鑫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乙組)

605 賴建邑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605 許品儀 靜宜大學 會計學系

605 饒舒婷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609 林彥廷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電子與數位系統設計組)

601 劉宇倫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602 陳宇皓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2 楊禹勤 中國文化大學 德國語文學系

602 劉家錡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602 李惠雯 中國文化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602 徐姿雅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603 康于吟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603 邱文飛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603 張芳瑜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603 賴怡君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604 鄭以萱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604 鄭巧伶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4 王奕文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605 張富鐳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606 孟慶豪 中國文化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607 張祐華 中國文化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A組

607 楊濱菘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607 葉玉婕 中國文化大學 大氣科學系

608 馮鈺偉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8 吳品儒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系

608 李靜亭 中國文化大學 應用數學系

609 任恩立 中國文化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609 蔡震東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609 錢一瀚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系

609 曾筱涵 慈濟大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601 楊書瑜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603 陳貞臻 義守大學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604 任榆巧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605 邱冠榕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606 陳鈺盈 義守大學 護理學系

608 伍倬慧 義守大學 護理學系

604 李孟珣 開南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觀光旅遊組



605 鄭健宏 開南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605 許琇筎 開南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餐飲旅館組

607 曾肅緯 開南大學 會計學系

610 曾德有 開南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應用組

610 周政憲 開南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系

610 段昌佑 開南大學 資訊管理系

610 洪嘉壕 開南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系

610 馮敏綸 開南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系

610 蕭鳳禧 開南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系

610 鍾維予 開南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602 李佳蓉 亞洲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產業管理組)

603 黃辰雅 亞洲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時尚精品設計組

603 謝庭芸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604 張鉯喬 亞洲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時尚服裝設計組

605 李彥霖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管理組

605 吳均育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產業視覺設計組

604 許詩婷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休閒活動規劃組）

604 郭于菁 大葉大學 節慶暨婚禮企劃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婚禮企劃組）

605 廖貽暄 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視覺設計組）

607 曾運陞 大葉大學 護理學系

604 吳貞妮 長榮大學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605 帥君柔 長榮大學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

608 邱佩芸 長榮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604 溫洺漢 真理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台北校區)

604 吳雅晴 真理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台北校區)

606 楊坤銓 真理大學 工業管理與經營資訊學系(台北校區)

607 徐宛倩 真理大學 財務與精算學系財務資訊組(台北校區)

603 王柏超 中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603 張仲凱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企管組

604 馮柏儒 中華大學 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

605 洪佑昇 中華大學 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

607 李瑞賢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及設計組

607 賴俊諺 中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607 周俊霖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

607 張昌平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及設計組)

607 張崴智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607 蔡佳融 中華大學 景觀建築學系

607 黃鈺恬 中華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608 林佑儒 中華大學 生物資訊學系

608 陳汶汶 中華大學 景觀建築學系

607 葉日睿 康寧大學 餐飲管理學系

608 張政霖 華梵大學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環境防災組

604 高子硯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

608 楊珮偲 佛光大學 資訊應用學系資訊系統與管理組

604 李桂杰 中華科技大學 航空電子系（新竹校區）

605 吳子權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607 呂昆蒲 健行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綠色能源組

607 李瑞賢 健行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608 簡余羽 健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610 陳光亮 健行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光電應用組

610 林奕誠 健行科技大學 應用空間資訊系

610 姜又豪 健行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610 洪嘉壕 健行科技大學 應用空間資訊系

607 李懿宸 明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609 徐世桓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609 何宣諭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林口校區）

609 許真鳳 嘉南藥理大學 保健營養系

609 劉彥妤 慈濟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系

610 張哲誠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610 洪嘉壕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607 賴俊諺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608 楊珮偲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

605 張峻綸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時尚設計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