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10年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培訓營－錄取名單 

【南區1/18-1/19】 

 

 

序位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正取1 鐘O予 文藻外語大學 

正取2 黃O儒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3 吳O霖 晃晃二手書店 

正取4 謝O笙 中山醫學大學 

正取5 賴O志 國立屏東大學 

正取6 林O良 國立臺南大學 

正取7 王O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正取8 楊O迪 高雄市立空大 

正取9 林O竹 輔英科技大學 

正取10 戚O涵 臺南大學 

正取11 黃O媗 國立政治大學 

正取12 王O雯 高雄醫學大學 

正取13 曾O菱 中山醫學大學 

正取14 曾O鈺 臺南大學 

正取15 曾O琦 臺中教育大學 

正取16 李O蓁 義守大學 

正取17 許O婷 嘉南藥理大學 

正取18 吳O嫺 文藻外語大學 

正取19 簡O雨 中山大學 

正取20 林O民 中正大學 

正取21 徐O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正取22 蘇O晴 高雄醫學大學 

正取23 陳O蓁 高雄師範大學 

正取24 陳O誠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正取25 王O喆 高雄醫學大學 

正取26 高O慈 得勝企業行 

正取27 鍾O萱 高雄醫學大學 

正取28 劉O彤 國立屏東大學 

正取29 許O卉 國立金門大學 

正取30 賴O榕 中央大學 

正取31 陳O蓉 義守大學 

正取32 蕭O雯 文藻外語大學 

正取33 董O哲 國立中山大學 

正取34 黃O瑛 國立金門大學 

正取35 林O汝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正取36 陳O陵 文藻外語大學 

正取37 王O懿 嘉義大學 

正取38 顏O齊 文藻外語大學 

正取39 邵O寧 屏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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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位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正取40 余O亮 暨南大學 

正取41 曾O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正取42 朱O維 國立中山大學 

正取43 彭O琇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正取44 李O國 文藻外語大學 

正取45 陳O宇 高雄科技大學 

正取46 陳O妤 國立中山大學 

正取47 石O臻 廣州暨南大學 

正取48 蔡O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正取49 蕭O薰 文藻外語大學 

正取50 吳O陵 文藻外語大學 

正取51 林O昕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正取52 許O慈 文藻外語大學 

正取53 楊O晴 東海大學 

正取54 劉O然 世新大學 

正取55 陳O梅 國立屏東大學 

正取56 許O予 成功大學 

正取57 蔡O達 國立成功大學 

正取58 林O祺 國立中山大學 

正取59 林O禛 屏東科技大學 

正取60 黃O穎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正取61 黃O靖 中國醫藥大學 

正取62 愉O 文藻外語大學 

正取63 胡O婷 國立政治大學 

正取64 林O聖 國立成功大學 

正取65 楊O如 成功大學 

正取66 温O婕 高雄科技大學 

正取67 黃O宣 國立臺北教育學系 

正取68 楊O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正取69 林O璇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正取70 蘇O琳 國立嘉義大學 

正取71 康O容 國立成功大學 

正取72 黃O曼 長榮大學 

正取73 黃O涵 屏東大學 

正取74 陳O君 臺南大學 

正取75 張O榆 外貿協會國企班 

正取76 王O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正取77 洪O娸 國立東華大學 

正取78 洪O琦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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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79 林O馡 國立中山大學 

正取80 何O恩 文藻外語大學 

正取81 龔O文 中山大學 

正取82 陳O岑 明翰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正取83 秦O雲 國立中興大學 

正取84 林O瑤 國立高雄大學 

正取85 吳O駿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正取86 簡O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正取87 廖O益 屏東科技大學 

正取88 黃O詅 屏東大學 

正取89 梁O筑 國立高雄大學 

正取90 梁O庭 靜宜大學 

正取91 胡O琳 屏東大學 

正取92 薛O婷 國立高雄大學/樂美館股份有限公司 

正取93 林O歆 東吳大學 

正取94 張O莛 寰安旅行社 

正取95 曾O泰 國立高雄師大 

正取96 王O穎 青年儲蓄體驗計畫 

正取97 李O婕 國立東華大學 

正取98 林O甄 國立中正大學 

正取99 黃O媛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正取100 劉O雅 國立中山大學 

正取101 鍾O愷 中央研究院 

正取102 林O安 時習教育有限公司 

正取103 彭O珊 國立屏東大學 

正取104 李O芸 國立交通大學 

正取105 林O潔 國立雄餐旅大學 

正取106 林O瑜 國立中正大學 

正取107 蘇O 文藻外語大學德文科 

正取108 陳O姍 中山大學 

正取109 吳O倫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正取110 許O瑀 高雄醫學大學 

正取111 林O萱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112 吳O玲 國立中正大學 

正取113 詹O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正取114 林O儀 文藻外語大學 

正取115 林O昀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正取116 柯O祈 樹德科技大學 

正取117 陳O葳 淡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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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118 吳O萱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119 陳O妏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正取120 劉O燁 暨南國際大學 

備取1 蘇O晴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備取2 林O容 政治大學 

備取3 謝O靜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備取4 許O熏 逢甲大學 

備取5 陳O琪 高雄科技大學 

備取6 陳O瑜 世新大學 

備取7 劉O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備取8 蔡O玄 臺中教育大學 

備取9 洪O瑄 國立嘉義大學 

備取10 林O亞 成功大學 

備取11 黃O湞 文藻外語大學 

備取12 白O君 臺灣師範大學 

備取13 刁O容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備取14 廖O佑 成功大學 

備取15 青木O子 國立中興大學 

備取16 張O瑜 銘傳大學 

備取17 林O凱 國立空中大學 

備取18 姜O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備取19 郭O吟 長榮大學 

備取20 蘇O緹 國立高雄大學 

備取21 林O忻 文藻外語大學 

備取22 孫O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備取23 王O暐 路博邁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備取24 潘O璇 屏東科技大學 

備取25 李O緗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備取26 吳O馨 OH Study Education Center 

備取27 丁O詔 國立臺灣大學 

備取28 陳O琳 文藻外語大學 

備取29 陳O霖 東海大學 

備取30 賴O安 國立中山大學 

備取31 王O儀 文藻外語大學 

備取32 李O恩 南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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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1 陳O昕 輔仁大學 

正取2 王O佐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3 詹O琪 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正取4 楊O瑄 中華HMT你好明天青年實踐協會 

正取5 余O芳 世新大學 

正取6 張O豪 文藻外語大學 

正取7 蔡O潔 文藻外語大學 

正取8 黃O雅 國立政治大學 

正取9 何O潔 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10 何O謀 臺北醫學大學 

正取11 葉O妏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12 潘O伃 高雄醫學大學 

正取13 蔡O庭 文化大學 

正取14 林O綺 國立東華大學 

正取15 張O瑄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16 段O羚 高雄醫學大學 

正取17 邱O綾 淡江大學 

正取18 陳O蒨 輔仁大學 

正取19 黃O亭 國立中央大學 

正取20 張O炫 輔仁大學 

正取21 游O蓓 國立交通大學 

正取22 江O諮 倫敦政經學院 

正取23 李O琪 輔大 

正取24 王O琪 銘傳大學 

正取25 張O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正取26 廖O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正取27 留O怡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正取28 林O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 

正取29 黃O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30 吳O漢 輔仁大學 

正取31 張O語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正取32 林O妤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33 謝O璇 文藻外語大學 

正取34 林O蓁 中山醫學大學 

正取35 蘇O萱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正取36 梁O 國立清華大學 

正取37 胡O瑜 國立宜蘭大學 

正取38 謝O瑾 國立交通大學 

正取39 胡O浩 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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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40 林O儀 臺北醫學大學 

正取41 蘇O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42 張O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43 許O云 新北市立實踐國民小學 

正取44 黃O德 北醫 

正取45 林O庭 國立中央大學 

正取46 謝O庭 中原大學 

正取47 蔡O妤 實踐大學 

正取48 林O涵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正取49 周O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正取50 趙O潔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正取51 徐O婕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52 周O維 國立清華大學 

正取53 彭O宜 新加坡商奧德利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正取54 林O汶 國立臺北大學/沐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正取55 吳O緹 東吳大學 

正取56 李O箴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57 何O臻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58 巫O萱 國立成功大學 

正取59 吳O緯 國立成功大學 

正取60 詹O儒 長庚科技大學 

正取61 黃O孜 國立中山大學 

正取62 張O婷 國立交通大學 

正取63 孫O褕 無 

正取64 郭O昇 均頭國際實驗教育機構 

正取65 潘O安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66 劉O涵 國立政治大學 

正取67 許O璉 遊穀契文化有限公司 

正取68 林O晏 實踐大學 

正取69 陳O言 淡江大學 

正取70 王O溏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71 陳O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正取72 黃O樺 國立政治大學 

正取73 劉O鑫 Aviagen Australia 

正取74 郭O甄 臺南土城高中 

正取75 林O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76 王O豪 輔仁大學 

正取77 黃O琁 臺北市立大學 

正取78 趙O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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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79 詹O晴 東吳大學 

正取80 劉O聰 中國醫藥大學 

正取81 葉O榆 國立清華大學 

正取82 鄒O秦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83 鍾O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84 鄒O靜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85 盧O庭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86 鄭O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正取87 許O妮 淡江大學 

正取88 李O霖 國立成功大學 

正取89 曾O俞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90 林O聰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91 許O菱 中央警察大學 

正取92 蔡O萱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93 蔡O禎 財團法人嘉宜社會福利基金會 

正取94 張O勻 國立交通大學 

正取95 郝O誠 交通大學 

正取96 張O瑋 實踐大學 

正取97 湯O柔 東吳大學 

正取98 張O璿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正取99 林O芬 陽明大學 

正取100 彭O雯 東吳大學 

正取101 郭O妤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102 蔡O宇 政治大學 

正取103 彭O惠 國立東華大學 

正取104 蔡O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正取105 張O嘉 文藻外語大學 

正取106 陳O豪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107 游O澔 中華電信 

正取108 楊O婷 智理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正取109 施O瑜 國立清華大學 

正取110 湯O鉉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111 朱O聆 輔仁大學 

正取112 顏O 東吳大學 

正取113 潘O婷 國立成功大學 

正取114 高O齡 臺北醫學大學 

正取115 李O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正取116 李O臻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117 吳O伶 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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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118 劉O均 國立政治大學 

正取119 劉O萱 國立政治大學 

正取120 吳O筠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備取1 劉O山 銘傳大學 

備取2 葉O均 銘傳大學 

備取3 陳O宏 世新大學 

備取4 李O瑄 國立清華大學 

備取5 于O玄 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備取6 楊O如 表演藝術聯盟 

備取7 林O肜 東吳大學 

備取8 夏O芸 東吳大學 

備取9 張O玟 EU Business School Munich 

備取10 蕭O建 淡江大學 

備取11 陳O駿 東吳大學 

備取12 李O 淡江大學 

備取13 陳O儒 國立臺灣大學 

備取14 許O愷 國立中山大學 

備取15 留O陞 國立政治大學 

備取16 嚴O綸 國立臺灣大學 

備取17 彭O淇 國立清華大學 

備取18 周O 慧智物業 

備取19 許O郡 致理科技大學 

備取20 李O芳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基金會 

備取21 吳O華 致理科技大學 

備取22 張O瑀 國立中央大學 

備取23 葉O芳 中原大學 

備取24 何O豪 國立政治大學 

備取25 蘇O晴 社會企業 

備取26 陳O霖 長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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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1 蘇O涵 國立宜蘭大學 

正取2 蔡O婷 教育/媒體自由工作者 

正取3 呂O蓁 中原大學 

正取4 楊O儒 輔仁大學 

正取5 劉O柔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正取6 黃O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正取7 朱O憫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8 古O翰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正取9 林O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10 龔O敬 宜糧行企業 

正取11 鍾O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12 許O晟 國立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正取13 高O瑄 淡江大學 

正取14 陳O皓 世新大學 

正取15 林O美 國立中正大學 

正取16 張O瑜 國立政治大學 

正取17 吳O芳 國立中山大學 

正取18 黃O玟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19 吳O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20 鄭O芬 僑鵬旅行社 

正取21 金O 高雄醫學大學 

正取22 薛O琦 環隆科技 

正取23 王O珊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24 謝O臻 國立政治大學 

正取25 鄭O嫻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26 胡O瑄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正取27 徐O為 西南大學 

正取28 廖O歆 國立中央大學 

正取29 黃O豪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正取30 徐O瑜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正取31 黃O瑜 世新大學 

正取32 陳O傑 國立清華大學 

正取33 陳O臻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34 蔣O瑋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35 張O芫 臺中科技大學 

正取36 吳O蓁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37 郭O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正取38 徐O瑄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39 林O誼 致理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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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位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正取40 鄭O玟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41 陳O祈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42 詹O婷 淡江大學 

正取43 陳O諭 亞洲大學 

正取44 陳O 新竹市政府 

正取45 謝O蓉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46 陳O蓁 長庚科技大學 

正取47 鄧O婷 輔仁大學 

正取48 孫O軒 新北市政府 

正取49 簡O竹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50 柯O羽 銘傳大學 

正取51 朱O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52 余O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正取53 文O翎 新北市政府新聞局 

正取54 唐O徽 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55 張O育 高雄科技大學 

正取56 陳O懿 國立成功大學 

正取57 溫O瑜 東吳大學 

正取58 蔡O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正取59 陳O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正取60 傅O德 逢甲大學 

正取61 江O葳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正取62 楊O澤 國立政治大學 

正取63 賴O 嘉義大學 

正取64 潘O萱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正取65 廖O淇 國立嘉義大學 

正取66 蔡O蓁 中原大學 

正取67 諶O彤 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正取68 陳O君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69 徐O軒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70 莊O緹 亞洲大學(畢) / 待業 

正取71 張O安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正取72 吳O和 國立政治大學 

正取73 向O軒 香港科技大學 

正取74 李O霓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正取75 楊O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正取76 王O鋮 國立東華大學 

正取77 王O伶 國立中央大學 

正取78 張O涵 國立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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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位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正取79 梁O君 國立交通大學 

正取80 曾O廷 豫亨科技有限公司 

正取81 王O蒲 新光人壽 

正取82 黃O 中國文化大學 

正取83 梅O萱 板橋高中 

正取84 葉O妤 國立中山大學 

正取85 蕭O良 世新大學 

正取86 黎O琳 國立宜蘭大學 

正取87 陳O如 國立臺灣大學/現職金融機構 

正取88 劉O瑋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89 張O承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正取90 陳O霖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正取91 傅O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正取92 李O鈺 臺中教育大學 

正取93 郭O妮 國立東華大學 

正取94 朱O哲 國立屏東大學 

正取95 林O君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96 鄧O廷 花旗銀行 

正取97 許O昇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正取98 陳O嵐 國立交通大學 

正取99 羅O秀 國立中正大學 

正取100 黃O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101 陳O予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102 洪O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103 林O嵋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正取104 陳O美 國立體育大學 

正取105 沈O琦 輔仁大學 

正取106 謝O瑩 東吳大學 

正取107 陳O菩 實踐大學 

正取108 毛O雯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正取109 黃O暄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110 謝O倫 文化大學 

正取111 謝O庭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112 高O珮 臺灣科技大學 

正取113 黃O媗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114 林O瑩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115 林O 國立政治大學 

正取116 劉O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正取117 黃O恩 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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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位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正取118 王O喬 長庚大學 

正取119 簡O信 國立陽明大學 

正取120 樓O威 國立成功大學 

正取121 楊O婷 世新大學 

正取122 許O珊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正取123 曾O霖 教育教學 

正取124 洪O翔 國立中山大學 

正取125 林O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126 陳O偉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127 廖O玲 國立中興大學 

正取128 江O儀 世新大學 

正取129 宋O澤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正取130 蔡O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131 許O棻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132 蔣O暘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正取133 陳O儒 東吳大學 

正取134 劉O瑄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135 柯O萱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136 郭O開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137 張O文 長庚科技大學 

正取138 張O筑 慈濟大學 

正取139 高O雯 國立成功大學 

正取140 張O琳 臺北醫學大學 

備取1 林O妤 國立清華大學 

備取2 程O瑄 銘傳大學 

備取3 盧O瑜 淡江大學 

備取4 張O蓁 高雄醫學大學 

備取5 賴O銘 臺北大學/嬌生 

備取6 余O宇 世順國際有限公司 

備取7 李O璇 世新大學 

備取8 游O瑜 致理科技大學 

備取9 賴O珺 國立成功大學 

備取10 林O 國立政治大學 

備取11 呂O恩 世新大學 

備取12 黃O輔 德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備取13 曾O菱 英文老師/家教 

備取14 林O婕 臺北市政府 

備取15 陳O宇 東吳大學 

備取16 宓O 國立金門大學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10年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培訓營－錄取名單 

【北2區1/25-1/26】 

 

 

序位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備取17 黃O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備取18 丁O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備取19 周O傑 國立政治大學 

備取20 王O可 長庚大學 

備取21 黃O瑜 東海大學 

備取22 張O芝 國立東華大學 

備取23 楊O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備取24 連O欣 國立政治大學 

備取25 邱O薇 彰化師範大學 

備取26 黃O芸 東吳大學 

備取27 邱O檠 國立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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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位 姓名 就讀學校/服務單位 

正取1 陳O軒 私立逢甲大學 

正取2 彭O欣 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正取3 簡O丞 國立清華大學 

正取4 王O安 Monash University 

正取5 商O真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正取6 李O耘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正取7 鄭O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8 顧O嘉 國立清華大學 

正取9 謝O云 國立臺灣大學 

正取10 易O霈 中山醫學大學 

正取11 張O清 國立高雄大學/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正取12 古O旂 臺中科技大學 

正取13 李O慧 柏瑞醫 

正取14 陳O妤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正取15 丘O竹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正取16 廖O慧 國立中興大學 

正取17 陳O威 逢甲大學 

正取18 曾O霆 逢甲大學 

正取19 林O範 高雄科技大學 - 第一校區 

正取20 郭O潔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正取21 李O瑗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正取22 張O倫 屏東科技大學 

正取23 洪O均 中原大學 

正取24 黃O雅 臺中二中 

正取25 林O亭 國立政治大學 

正取26 歐O璇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27 江O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正取28 張O曼 臺中二中 

正取29 劉O恩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正取30 馮O芊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31 陳O諭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32 李O葶 致理科技大學 

正取33 吳O琳 國立金門大學 

正取34 劉O豪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正取35 王O琪 國立政治大學 

正取36 徐O蔚 中原大學 

正取37 王O蓮 國立政治大學 

正取38 何O宜 南投縣新興國小附設幼兒園 

正取39 蔡O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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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40 蔡O涵 淡江大學 

正取41 王O瑄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正取42 鍾O芳 高雄市國立旗美高中 

正取43 賴O年 基隆市東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正取44 王O柔 中興大學 

正取45 陸O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正取46 李O儒 中原大學 

正取47 劉O秀 食我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正取48 吳O萱 臺南市國立新化高中 

正取49 余O祥 臺中一中 

正取50 林O筑 東海大學 

正取51 陳O如 桃園市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大園區中隊 

正取52 李O儒 東吳大學 

正取53 徐O涓 國立政治大學 

正取54 陳O慧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55 許O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56 楊O叡 國立中興大學 

正取57 蔡O渝 中山醫學大學 

正取58 張O今 彰化師範大學 

正取59 陳O琪 中興大學 

正取60 曹O珊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正取61 劉O蓁 臺中教育大學 

正取62 莊O翎 靜宜大學 

正取63 張O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64 曾O鈺 嘉義大學 

正取65 羅O安 國立中正大學 

正取66 謝O彤 中山醫學大學 

正取67 謝O耘 輔仁大學 

正取68 林O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正取69 邱O澄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正取70 陳O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正取71 紀O卉 臺北科技大學 

正取72 張O妮 國立中興大學 

正取73 江O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取74 黃O莛 東吳大學 

正取75 何O蓁 中山醫學大學 

正取76 白O亮 中山醫學大學 

正取77 沈O祥 中山醫學大學 

正取78 黃O涵 國立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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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79 黃O永 國立中央大學 

正取80 林O聿 中山醫學大學 

正取81 曾O暄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82 陳O妤 中山醫學大學 

正取83 王O錞 彰化師範大學 

正取84 趙O翰 國立臺北大學 

正取85 石O瑋 私立僑光科技大學 

正取86 陳O汝 臺中科技大學 

正取87 黃O諺 旗美高中 

正取88 洪O君 國立中山大學 

正取89 陳O方 國立東華大學 

正取90 陳O儒 輔仁大學 

正取91 盧O箖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正取92 張O渝 國立屏東大學 

正取93 吳O葳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正取94 鮑O安 國立金門大學 

正取95 賴O妏 臺灣電力公司 

正取96 葉O語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正取97 林O妤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正取98 陳O汝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正取99 黃O旋 國立清華大學 

正取100 黃O瑜 屏東大學 

正取101 陳O彤 逢甲大學 

正取102 鍾O堅 義守大學 

正取103 廖O宥 東海大學 

正取104 張O言 國立中央大學 

正取105 楊O岳 國立中央大學 

正取106 陳O汝 輔仁大學 

正取107 王O皓 國立金門大學 

正取108 曾O喬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正取109 管O岑 中興大學 

正取110 陳O瑜 私立靜宜大學 

正取111 陳O權 屏東科技大學 

正取112 蕭O蔚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正取113 謝O辰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正取114 何O祐 臺北醫學大學 

正取115 柯O榕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正取116 黃O蓁 國立苑裡高中 

正取117 周O柔 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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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118 林O婷 臺北科技大學 

正取119 林O誼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正取120 梁O涵 國立中央大學 

備取1 李O瑩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備取2 黃O晴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備取3 周O妤 東海大學 

備取4 袁O欣 國立政治大學 

備取5 李O庭 內壢高中 

備取6 洪O嘉 民富國小 

備取7 陳O君 國立金門大學 

備取8 郭O廷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國民小學 

備取9 林O平 國立清華大學 

備取10 蔡O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備取11 薛O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備取12 張O茹 東海大學 

備取13 許O婕 東海大學 

備取14 袁O芸 國立臺灣大學 

備取15 曹O榆 國立政治大學 

備取16 陳O 國立中央大學 

備取17 張O彥 臺北醫學大學 

備取18 陳O辰 臺中教育大學 

備取19 馬O瑜 輔仁大學 

備取20 許O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備取21 秦O綾 國立中正大學 

備取22 凌O誼 臺北市立大學 

備取23 謝O蓁 私立淡江大學 

備取24 陳O欣 國立金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