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組)名稱

殷茗琪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殷茗琪 國立臺灣大學 昆蟲學系

陳鳯婷 國立臺灣大學 藥學系

殷茗琪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張逸群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殷茗琪 國立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系

殷茗琪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

葉　榕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林家緯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孫和湉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孫和湉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殷茗琪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張之云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王姵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王則君 國立臺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喻仲麟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學系

陳琳雲 國立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孫和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郭家羽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孫和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孫和湉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臺北校區）

陳荷玟 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張莞莘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陳少邦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鄭復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楊　蓉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應用音樂學系藝術管理組

張莞莘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鄭復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劉昱妏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曲逸軒 國立聯合大學 建築學系

簡駿威 國立聯合大學 建築學系

張文瑜 高雄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齊梅亞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張文瑜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李岳達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健康管理組

孟哲緯 輔仁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郭怡萱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郭怡萱 輔仁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郭怡萱 輔仁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郭笑含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設計組

郭笑含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

郭笑含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

陳子萱 輔仁大學 義大利語文學系

陳守業 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蘇旋涵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吳紋禎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陳琳雲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黃柏翰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吳典儒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林佳嫻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吳嘉祥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林靖瑄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許心慈 淡江大學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郭怡萱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陳子萱 淡江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呂怡萱 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曲逸軒 東海大學 景觀學系

吳紋禎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李竑緯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

林靖瑄 東海大學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莊昀叡 東海大學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位學程(英語專班)

莊昀叡 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材料及奈米科技組

陳昶亨 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光電組

葉子敬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廖彥晴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

劉 笙 東海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謝承燁 東海大學 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英語專班)

謝承燁 東海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組)

顏紹竹 東海大學 景觀學系

李若蘋 東海大學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賴昱秀 東海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行銷與電子商務應用組)

張睿庭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曲逸軒 中原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江吉笙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廖彥晴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顏紹竹 中原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童冠豪 中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蘇人泓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李竑緯 大同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江吉笙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莊昀叡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莊昀叡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不分系榮譽班

郭和杰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郭和杰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郭和杰 逢甲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

張庭禎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羅俞翔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王彩棣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新媒體設計組(臺北校區)

余祈和 實踐大學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高雄校區)

李岳達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臺北校區)

李恩碩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林郁婷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林郁婷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高雄校區)

郭笑含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陳逸中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臺北校區)

彭晨恩 實踐大學 應用日文學系(高雄校區)

黃柏翔 實踐大學 會計學系(臺北校區)

楊　蓉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熊　婕 實踐大學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高雄校區)

熊　婕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杜如婷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任俞臻 世新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陳大磊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孟哲緯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餐旅經營管理組

曲逸軒 銘傳大學 建築學系（桃園校區）

吳明靜 銘傳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台北校區）

李岳達 銘傳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台北校區）

李竑緯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林靖瑄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企業經營組（台北校區）

陳乙逢 銘傳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陳子萱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陳少邦 銘傳大學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桃園校區）

黃柏翔 銘傳大學 會計學系（台北校區）



楊　傑 銘傳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劉禾翟笙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白琇文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企業經營組（台北校區）

古忻淳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朱念岑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戲劇學系

余祈和 中國文化大學 俄國語文學系

吳紋禎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李欣恬 中國文化大學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沙毓庭 中國文化大學 生活應用科學系

沙毓庭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孟哲緯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黃士峰 中國文化大學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黃柏諺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楊　傑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劉立竑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劉立竑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鄭年貽 中國文化大學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鮑弘睿 中國文化大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鮑弘睿 中國文化大學 景觀學系

林怡彤 中國文化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彭晨恩 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科技法律組

魏宇婕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數位動畫設計組

蔡翔安 中華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張媛卿 中華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商務組

江吉笙 長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文可威 義守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文可威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侯瓊宜 義守大學 國際商務學系

洪誠駿 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薛耀宗 義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薛耀宗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周佳柔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龎若珊 靜宜大學 寰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柯竹容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張俊煌 真理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台北校區)

陳博恩 真理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黃光磊 真理大學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台北校區)

楊昀真 真理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台北校區)



楊昀真 真理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台北校區)

闕耿進 真理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台北校區)

蘇筱媛 真理大學 工業管理與經營資訊學系(台北校區)

周子杰 玄奘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

林庭妤 玄奘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特色組

邱翔偉 玄奘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顧又豪 玄奘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謝秉均 華梵大學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環境設計組

崔宇希 大葉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產學合作組)

劉癸玟 大葉大學 歐洲文化與旅遊學士學位學程(德語組)

鄭安傑 大葉大學 綠色產品設計學士學位學程(工業設計組)

游若婷 開南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謝秉均 開南大學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李孟翰 大華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楊蓉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台北校區）

楊昀真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台北校區）

游若婷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淡水校本部）

林庭妤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庭妤 東南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學院專班

蔡翔安 東南科技大學 觀餐休閒學院專班

游若婷 東南科技大學 觀餐休閒學院專班

徐筱棋 東南科技大學 觀餐休閒學院專班

黃凱恩 美和科技大學 運動與休閒系

徐筱棋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朱念岑 崇右技術學院 影視傳播系

闕耿進 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闕耿進 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李孟翰 萬能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李孟翰 醒吾科技大學 旅運管理系

李恩碩 德霖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黃光磊 德霖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