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學校 姓名 系組
1 臺北醫學大學 劉O萱 醫學系 (通過)
2 臺北醫學大學 洪O伸 牙醫學系
3 中國醫藥大學 劉O軒 牙醫學系
4 國立臺灣大學 黃O閔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5 國立臺灣大學 謝O哲 化學工程學系
6 國立成功大學 王O洋 化學工程學系
7 國立成功大學 黃O嘉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8 國立政治大學 范O倫 教育學系
9 國立政治大學 朱O祺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10 國立清華大學 葉O瑀 中國文學系甲組(一般組)
11 國立清華大學 劉O維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2 國立交通大學 賴O榆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詹O妍 國文學系
14 國立中興大學 蕭O秦 化學系
15 國立中興大學 吳O緯 土木工程學系
16 國立中興大學 李O霖 昆蟲學系
17 國立中央大學 陳O廷 物理學系
18 國立中央大學 張O仁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1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歐O廷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2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蔣O欣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2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陳O婕 特殊教育學系
2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O傑 企業管理學系
2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O心 電子工程學系
24 國立中山大學 劉O誠 資訊工程學系
25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彭O 教育學系
2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林O毅 教育學系
27 國立臺南大學 謝O翰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28 臺北市立大學 丁O麒 數學系
29 國立屏東大學 詹O純 教育學系
30 國立中正大學 廖O婷 犯罪防治學系
31 國立中正大學 謝O勳 化學工程學系
3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黃O紋 資訊管理學系
33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程O源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34 國立臺北大學 江O妍 經濟學系
35 國立嘉義大學 許O予 中國文學系
36 國立嘉義大學 吳O霖 電機工程學系
37 國立嘉義大學 黃O芊 生化科技學系
38 國立高雄大學 陳O陞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39 國立東華大學 羅O勝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40 國立宜蘭大學 林O萱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41 國立宜蘭大學 毛O霖 土木工程學系
42 國立宜蘭大學 廖O安 電子工程學系
43 國立聯合大學 林O鍀 經營管理學系
44 國立聯合大學 吳O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45 國立金門大學 張O維 電子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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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高雄醫學大學 林O賢 香粧品學系
47 中山醫學大學 孫O程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48 中山醫學大學 劉O均 營養學系
49 輔仁大學 黃O哲 企業管理學系
50 輔仁大學 蔡O榕 心理學系
51 東吳大學 徐O雰 會計學系
52 東吳大學 郭O安 企業管理學系
53 東吳大學 林O萱 心理學系
54 中原大學 林O勝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管理組
55 中原大學 李O芸 環境工程學系
56 中原大學 林O任 資訊工程學系
57 東海大學 呂O昇 法律學系
58 東海大學 洪O璘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59 東海大學 張O揚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
60 東海大學 林O喬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61 淡江大學 蔡O綺 日本語文學系
62 淡江大學 劉O嘉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
63 淡江大學 張O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64 元智大學 唐O瑜 光電工程學系
65 逢甲大學 林O伃 會計學系
66 逢甲大學 曾O婕 行銷學系
67 逢甲大學 吳O儒 電機工程學系
68 逢甲大學 李O賢 資訊電機學院不分系榮譽班
69 中國文化大學 陳O惟 新聞學系
70 中國文化大學 洪O評 應用數學系
71 靜宜大學 李O臻 英國語文學系
72 靜宜大學 林O丞 資訊管理學系
73 靜宜大學 謝O祐 應用化學系
74 靜宜大學 李O誠 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
75 大同大學 黃O晴 資訊工程學系
76 長庚大學 張O芬 電子工程學系
77 長庚大學 陳OO妏 生物醫學系
78 銘傳大學 賴O維 新聞學系（臺北校區）
79 銘傳大學 吳O葦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80 銘傳大學 王O絜 電子工程學系計算機應用組（桃園校區）
81 世新大學 許O筠 日本語文學系
82 世新大學 吳O慈 法律學系
83 實踐大學 何O珊 會計學系(臺北校區)
84 長榮大學 林O菁 保健營養學系臨床營養組
85 亞洲大學 陳O汝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健康產業管理組
86 亞洲大學 張O婷 會計與資訊學系財稅應用組
87 亞洲大學 黃O馨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行動商務組
88 亞洲大學 李O慈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食品營養組
89 大葉大學 黃O毓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位學程
90 義守大學 賴O茹 應用日語學系
91 義守大學 林O珮 護理學系
92 義守大學 陳O升 物理治療學系
93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鄭O岑 財經法律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