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廷 私立東海大學 謝顏 國立台北醫學大學 王云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謝倚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賴鈺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林鳳 國立中山大學 

潘佑 國立成功大學 蕭呈 私立東海大學 林輝 私立中原大學 

賴昀 國立高雄大學 郭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林毅 私立義守大學 

林豫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顏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廖竣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王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莊羚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羅慈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王哲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洪櫻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顏聿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諭 私立逢甲大學 林志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趙可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方棋 私立亞洲大學 黃予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趙翰 國立政治大學 

詹維 私立成功大學 李棠 國立清華大學 邱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唐康 私立成功大學 陳青 私立亞洲大學 林誼 私立東海大學 

楊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余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鄭琦 國立台灣大學 

王凱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林君 國立台灣大學 廖淇 私立中山大學 

王妤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陳晴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黃婷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邵芸 國立台灣大學 劉軒 國立成功大學 蔡璇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黃瑜 私立實踐大學 陳安 國立政治大學 蔡媗 國立清華大學 

陳楨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楊臻 國立中興大學 蔡霖 國立中央大學 

陳賢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張碩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張偼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靖 私立亞洲大學 林誼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廖安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黃宇 國立海洋大學 趙翔 私立元智大學 梁嘉 私立東吳大學 

黃祥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施禎 國立台灣大學 廖苓 私立中原大學 

廖慧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林宸 國立成功大學 李翰 國立台北大學 

黃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陳郁 國立政治大學 許舜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劉瑤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黃珊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張翔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李燁 國立台灣大學 陳琳 國立屏東大學 張仁 國立台灣大學 

蔡陞 私立亞洲大學 陳翎 國立政治大學 蔣芳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蘇誌 私立靜宜大學 林立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顏庭 國立政治大學 

巫翰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吳昀 私立逢甲大學 邱翎 私立義守大學 

江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柯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江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詹軒 國立臺灣大學 楊涵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鄭祐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黃晴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蔡駿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洪宜 私立長庚大學 

謝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林琳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張勛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蕭薰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林翔 國立台南大學 林軒 國立中興大學 

蔡妤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吳珉 國立政治大學 盧柏 私立中山大學 

許嫻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蔡錦 國立宜蘭大學 尤文 私立馬偕醫學院 

賴萱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洪勝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蔡穎 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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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鼎 國立台灣大學 張宗 私立逢甲大學 黃溱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郭睿 私立嘉南藥理大學 何嫺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文瑱 國立清華大學 

柳如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陳嘉 私立亞洲大學 王婷 私立東海大學 

趙昱 私立靜宜大學 陳渝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劉瑄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吳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李璇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廖詔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楊淳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何瑋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林寬 私立逢甲大學 

陳脩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謝佑 國立台灣大學 王鍾 私立逢甲大學 

黃涵 國立台南大學 陳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吳霖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廖棋 私立實踐大學 陳霖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吳君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楊漾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李妙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盧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楊渝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黃祺 國立政治大學 何萱 國立台東大學 

王銳 私立輔仁大學 黃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張萍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楊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黃綾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楊萱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洪瑜 私立長庚大學 賴如 國立中正大學 王霖 國立宜蘭大學 

陳凌 國立屏東大學 邱緯 國立成功大學 林霆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梁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文 國立宜蘭大學 鄭芹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黃瑞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范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蔡翰 國立臺灣大學 

賴妤 私立逢甲大學 劉好 國立中興大學 韓夏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 

林諭 國立政治大學 蔡芝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童傑 國立臺灣大學 

陳賢 私立逢甲大學 劉宏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施淇 國立成功大學 

陳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蔡儒 國立台南大學 陳輔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陳琳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蔡慈 國立中興大學 李嬨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黃羽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劉渝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賴樺 國立嘉義大學 

陳方 私立東海大學 卓欣 私立淡江大學 廖妤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郭里 私立亞洲大學 謝雯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王揚 私立銘傳大學 

鄭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賴昌 私立元培醫事科技 張雅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王榛 私立義守大學 陳瑾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王婷 國立政治大學 

蔡凱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趙瑜 私立東海大學 邵如 國立政治大學 

林佑 私立大葉大學 林揚 私立東海大學 張真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許誠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田繕 國立台灣大學 韓霖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 

林昀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徐馨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卓而 國立台灣大學 

范婷 國立成功大學 徐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楊凱 國立清華大學 

郭君 私立亞洲大學 許佑 私立靜宜大學 張璇 私立世新大學 

王博 國立清華大學 江庭 私立嘉南藥理大學 張琳 私立南華大學 

何軒 私立嘉南藥理大學 江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游鴻 私立慈濟大學 

黃宸 私立逢甲大學 曾睿 私立長庚大學 邱軒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黃熏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林蒨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廖喆 國立中興大學 

林萱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林安 國立成功大學 許雯 私立亞洲大學 



 

謝宸 私立亞洲大學 顧雯 國立成功大學 張薴 私立淡江大學 

廖晴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廖靖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林珊 國立台南大學 

蔡汝 私立輔仁大學 廖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張淳 國立政治大學 

蔡涵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莊筑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江翰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謝喻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凃萱 國立聯合大學 劉泓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游榕 私立實踐大學 陳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張惠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 

蔡軒 國立政治大學 陳睿 私立東吳大學 陳    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陳安 私立吳鳳科技大學 林菖 國立中國醫學院 葉詩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王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江萱 私立亞洲大學 張嘉 國立中央大學 

黃翔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張菲 私立修平科技大學 吳萱 國立台北大學 

黃椿 私立長庚大學 何芸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馬慈 國立成功大學 

黃程 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吳慧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李芸 國立台灣大學 

賴辰 國立中興大學 吳翰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李柔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呂庭 私立逢甲大學 施宇 國立清華大學 黃臻 國立清華大學 

周萱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汪馨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陳兌 私立修平科技大學 

劉光 國立台灣大學 汪家 私立嘉南藥理大學 陳伶 私立逢甲大學 

黃綺 私立中山醫藥大學 周靖 國立台灣大學 洪江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李倫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杜琪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陳耘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賴亦 私立靜宜大學 張瑛 國立臺灣大學 莊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王雯 私立銘傳大學 胡芸 國立臺南大學 黃芸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王萱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林楷 國立臺灣大學 陳妤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李頤 國立台灣大學 張銓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陳慈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卓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陳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陳宇 私立東海大學 

張婷 私立嘉南藥理大學 陳文 私立台灣大學 賴玟 國立清華大學 

劉妗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陳廷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賴琦 私立南台科技大學 

林儀 國立政治大學 江錡 國立清華大學 葉鈺 私立長庚科技大學 

黃渝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江臻 國立聯合大學 陳樺 國立清華大學 

何諭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陳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吳儀 私立文藻外語大學 

陳旻 私立南台科技大學 洪承 國立中興大學 吳聖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廖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林晴 私立高雄文藻外語大學 輝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蔡樺 國立台灣大學 郭郁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周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林茹 私立逢甲大學 程云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吳欣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林妤 國立清華大學 程翔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陳青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李晴 私立龍華科技大學 陳佐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林雯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張祺 國立清華大學 黃庭 國立政治大學 簡翰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林璇 國立中山大學 詹瑤 國立中山大學 詹瑾 國立中正大學 

林臻 國立政治大學 陳廷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 林歡 國立清華大學 

黃珊 國立嘉義大學 卓鎧 國立中央大學 賴竹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楊凱 國立清華大學 陳甫 國立台灣大學 周棻 國立清華大學 

謝宜 私立義守大學 陳薇 國立聯合大學 林偉 私立銘傳大學 

黃恩 國立成功大學 林文 私立逢甲大學 賴豪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李緯 國立台北大學 丁宜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劉含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陳慧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丁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周妤 私立南台科技大學 

陳碩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林廷 國立屏東大學 蔡綸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蔡翰 國立政治大學 余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蔡珊 國立台灣大學 

張維 私立銘傳大學 鄭瀚 私立亞洲大學 林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賴廷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 何儒 私立逢甲大學 張倫 私立中台科技大學 

謝婷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李恩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沈萱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賴堯 私立慈濟大學 黎嫻 國立聯合大學 黃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何婕 私立亞洲大學 鄭淇 私立逢甲大學 黃修 國立中興大學 

廖亭 私立亞洲大學 林霈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張昀 私立東吳大學 

林萱 私立輔仁大學 林璇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郭茜 國立台灣大學 

廖晨 國立成功大學 劉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劉維 國立政治大學 

黃翔 私立逢甲大學 徐勳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張瑋 私立慈濟大學 

陳聿 私立義守大學 吳莙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丘璇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陳侑 私立遠東科技大學 簡洋 國立臺北大學 丘佑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朱蓁 私立靜宜大學 吳瑋 國立政治大學 黃鈞 國立嘉義大學 

陳瑄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陳薇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陳嫺 私立亞洲大學 

黃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龍岑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陳由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蔡臻 國立中原大學 陳岐 國立清華大學 廖毅 國立台灣大學 

賴臻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黃榕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黃璇 國立台灣大學 

張珍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陳芹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賴彤 國立臺北大學 

馬瑄 國立台北大學 郭妤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吳錡 私立銘傳大學 

潘岑 私立靜宜大學 張瑀 臺北市立大學 莊霖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周瑩 國立國防醫學院 曾綸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莊婷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張暄 國立國防醫學院 黃旻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梁齊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 

周頡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張嫻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朱均 國立成功大學 

黃雅 國立台東大學 戴吟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高晏 國立成功大學 

賴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戴言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蔡隃 國立高雄大學 

賴豪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吳庭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游翰 國立清華大學 

林謙 私立中原大學 洪均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柯均 私立靜宜大學 

楊珊 國立台北大學 洪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童家 國立高雄大學 

黃家 國立清華大學 詹萱 國立政治大學 楊澈 國立成功大學 

熊安 國立台灣大學 廖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林妤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林凱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陳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謝宏 私立逢甲大學 

陳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陳珍 國立屏東大學 林真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吳穎 私立輔仁大學 李錞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謝娟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謝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林廷 私立中原大學 陳翰 國立交通大學 

莊珍 國立中正大學 廖羿 國立成功大學 徐瑄 私立南華大學 

蕭心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林如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凃甄 私立逢甲大學 

蕭彤 國立中興大學 洪瑄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呂真 國立中山大學 

彭甄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張喬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黃儒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林葳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林唯 私立大葉大學 黃珊 私立東海大學 

賴瀅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林潔 私立逢甲大學 賴翰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林萱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劉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翔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曾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莊博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徐淳 私立東海大學 

徐綾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程哲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陳儀 國立政治大學 

劉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程哲 國立中興大學 劉靜 國立交通大學 

何妘 國立政治大學 廖仟 私立逢甲大學 陳崴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張菱 國立高雄大學 張婷 國立清華大學 陳薏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張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游涵 私立亞洲大學 賴筠 私立亞洲大學 

陳晏 國立屏東大學 游荏 私立中原大學 廖凱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廖瑜 私立嘉南藥理大學 卓緯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黃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楊光 國立政治大學 朱君 私立仁德護專 張珊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張馨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黃瑜 私立輔仁大學 彭蓁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賴含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王雅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林傑 私立醒吾科技大學 

陳莊 國立中興大學 吳苡 國立成功大學 林霖 私立中山醫藥大學 

詹愷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謝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林安 私立中山醫藥大學 

祝軒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劉哲 國立政治大學 林君 國立台北大學 

蘇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李萱 私立中國醫學大學 施萱 國立清華大學 

葉瑄 國立政治大學 蔡霖 私立中國醫學大學 李瑾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翁鴻 國立政治大學 劉晴 國立政治大學 沈瑾 私立長庚大學 

盧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蒙楨 國立成功大學 蘇V玟 私立長庚科技大學 

林偉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廖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毛佐 私立逢甲大學 

陳成 國立嘉義大學 傅序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顏儒 私立大葉大學 

黃儒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吳綺 私立實踐大學 顏怡 私立亞洲大學 

廖信 私立明新科技大學 房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富 國立中興大學 

王玟 私立實踐大學 林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許涵 國立成功大學 

朱蓉 私立元智大學 林臻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郭宏 國立台灣大學 

江裕 國立中山大學 張瑜 國立中興大學 張勛 私立長庚大學 

毛      國立臺北政治大學 許文 私立長榮大學 賴文 私立慈濟大學 

張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戴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傅倫 私立中州科技大學 

梁禎 國立臺灣大學 林芳 國立成功大學 傅智 私立大葉大學 

黃穎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蔡羽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羅佑 國立中正大學 



 

楊鑫 國立中山大學 徐喬 私立南開科技大學 羅妡 私立亞洲大學 

羅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妤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賴良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曾誠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劉和 國立中興大學 黃盛 國立成功大學 

王群 國立台灣大學 黃玲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吳玫 國立嘉義大學 

劉瑀 國立台灣大學 廖慧 私立元智大學 楊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家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黃緯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黃宸 國立台灣大學 

柯蕎 私立嘉南藥理大學 陳文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林敏 國立台北大學 

高婷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廖廷 私立東吳大學 游上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王晴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林德 國立清華大學 林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胡誠 國立政治大學 黃婷 私立東吳大學 陳慧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胡賢 國立台灣大學 黃衧 私立大葉大學 陳瑜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范芃 國立台灣大學 廖緯 國立中興大學 陳佑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王暄 國立嘉義教育大學 林賢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安 私立台北醫藥大學 

江樺 國立政治大學 黃愷 國立陽明醫學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