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 學系(組)名稱 姓名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呂政儒

長庚大學 醫學系 (第一階段) 林建安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蔡恆儀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第一階段) 陳重諺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醫師組 蔡恆儀

國立陽明大學 學士班大一大二不分系 呂政儒

長庚大學 醫學系 蔡恆儀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呂政儒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顏呈霖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陸宣含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陳威廷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APCS組) 林揚益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陳重諺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重諺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陳重諺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APCS組) 陳重諺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APCS組) 林揚益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陳鈺琁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APCS組） 林揚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鍾易諠

國立中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林宸雅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許奕韜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楊博丞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社會組 林辰翰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王譽程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呂凱伃

國防醫學院 護理學系(軍費) 門庭欣

高雄醫學大學 香粧品學系 洪詩芸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盧怡臻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黃若芸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陳禎祥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門庭欣

中山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門庭欣

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朱苙妍

中國醫藥大學 護理學系 劉恬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陳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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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黃詠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競技運動組 蔡旻奇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詹仲棋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煒哲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趙翊軒

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黃詠捷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侯凱崴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熊槿翔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林姵如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不分系(軍費) 詹仲棋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林宥嘉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林宥嘉

國立聯合大學 能源工程學系 蔡佾頲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鄭幸芳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學系 田易宸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陳鈺琁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王筑萱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高于舜

國立嘉義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劉芷安

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 洪詩芸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洪詩芸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杜怡薇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王怡文

國立屏東大學 音樂學系 蕭佩瑜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馮煒蒼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蘇致融

輔仁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林蓓榆

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學系 陳宥嘉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楊棠裕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林鉅皓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馬筱晴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吳孟祥

逢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陳建霖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馬筱晴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陳建霖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陳建霖

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學系 林琳安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郭昱淵



逢甲大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林琳安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林琳安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黃昱傑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林庭羽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林姵如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王筑萱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廖芸梓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林佳萱

東海大學 景觀學系 黃媛楨

東海大學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張伯謙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劉千瑜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蔡懷恩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一般組 沈禹含

靜宜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一般組 馮煒蒼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一般組 簡孝丞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潘苡容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創新教學組（桃園）黃矜綺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健康產業管理組（桃園）殷珮敏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桃園） 劉千瑜

輔仁大學 新聞傳播學系 林庭羽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劉恬安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林庭羽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貿易經營組(高雄校區)鄒怡萱

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學系文化傳播組(高雄校區)曾柏鈞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數位行銷與市調組(高雄校區)黃景浩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貿易會展組(高雄校區)黃景浩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袁頤恩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殷珮敏

義守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李芋箴

南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譚雅馡

南華大學 文學系 黃琮峻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B組 吳承叡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 黃唯剛

世新大學 法律學系 陳芊羽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國際企業)蘇致融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國際企業)賴彥綸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楊棠裕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呂薇嘉



中原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羅惠文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黃唯剛

大葉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會計管理組) 謝侑岑

大葉大學 護理學系 陳姿穎

大同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學系 尹芮苓

嘉華中學全體師生暨家長會恭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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