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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苑春風育英才

                                   第一類組

學校名稱 姓名 校系名稱

國立台灣大學 林O蓁 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 

國立清華大學 賴O婕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廖O君 人文社會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廖O雯 經濟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陳O媐 政治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童O嫺 英美語文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詹O宸 經濟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許O聆 法律學系法制組

國立中興大學 廖O臻 財務金融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許O欣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吳O秀 中國文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陳O竹 政治法律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李O維 法律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O謙 東亞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阮O雅 國文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O庭 特殊教育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彭O瑋 地理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胡O庭 揚鷹招生B組(文)

臺北市立大學 高O萱 心理與諮商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劉O旎 視覺藝術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陳O欣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王O言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林O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江O欽 國際企業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蔡O蟬 美術學系(公費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廖O婕 幼兒教育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楊O真 幼兒教育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陳O筑 教育學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徐O平 廣播電視學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黃O欽 戲劇學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陳O吟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詹O萱 應用音樂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陳O蓁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廖O羽 經濟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黃O祐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林O岑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林O嬅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樊O蓓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黃O丞 國際企業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高O鎰 管理學院學士班

國立臺南大學 林O柔 教育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陳O霆 應用經濟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廖O晴 幼兒教育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葉O如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郭O葦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林O葦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柯O翔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陳O寧 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聯合大學 李O蓁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曾O葳 企業管理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楊O蓁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張O筠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輔仁大學 曾O嘉 法律學系

輔仁大學 譚O真 社會學系

輔仁大學 葉O桐 新聞傳播學系

輔仁大學 歐O恩琪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

輔仁大學 林O儀 哲學系 

元智大學 廖O睿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國際企業)

中原大學 施O倫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中原大學 李O柔 財務金融學系

中原大學 游O蓁 財務金融學系 

中原大學 林O嫺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中原大學 蕭O庭 應用華語文學系

世新大學 賴O鳳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世新大學 蔡O恩 社會心理學系

世新大學 廖O杰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世新大學 馬O葳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世新大學 楊O嫺 觀光學系餐旅經營管理組 

東吳大學 梁O壖 中國文學系

東吳大學 林O誼 經濟學系

東吳大學 黃O宸 經濟學系

東吳大學 張O志 會計學系

東吳大學 張O辰 資訊管理學系

東吳大學 沈O霈 企業管理學系 

東吳大學 蔡O盈 法律學系 

東海大學 林O姍 社會工作學系

東海大學 林O姿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東海大學 林O閩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東海大學 湯O茗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東海大學 洪O妘 企業管理學系

東海大學 陳O勳 企業管理學系

東海大學 陳O緯 企業管理學系

東海大學 陳O璇 企業管理學系 

東海大學 金O恩 社會工作學系

東海大學 伍O萱 社會學系

東海大學 楊O雯 社會學系

東海大學 陳O琦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東海大學 李O祐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東海大學 林O睿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東海大學 施O逸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東海大學 鄭O涵 餐旅管理學系



逢甲大學 廖O煜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

逢甲大學 魏O凱 財務金融學系

逢甲大學 林O豐 會計學系

逢甲大學 蔡O甄 土地管理學系 

逢甲大學 李O婕 行銷學系

逢甲大學 蔡O諭 行銷學系

逢甲大學 高O瑜 會計學系

逢甲大學 許O喆 會計學系

逢甲大學 游O芹 經濟學系

逢甲大學 詹O翰 統計學系大數據分析與市場決策組

逢甲大學 陳O芸 統計學系商業大數據組

逢甲大學 楊O淳 統計學系商業大數據組

逢甲大學 盧O玉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亞洲大學 蔡O容 社會工作學系醫務社工與長期照顧雙專業組

亞洲大學 林O琳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亞洲大學 黃O心 財務金融學系投資理財組

亞洲大學 李O姍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淡江大學 黃O詠 運輸管理學系

淡江大學 洪O瑾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淡江大學 涂O苓 西班牙語文學系

淡江大學 彭O眉 俄國語文學系

淡江大學 楊O彤 財務金融學系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班 

實踐大學 林O苓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數位3D動畫設計組(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曾O妮 應用英語學系國際商務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馮O涓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數位3D動畫設計組(高雄校區)

銘傳大學 張O瑜 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詹O喬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桃園）

銘傳大學 羅O卉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保險金融與行銷組（臺北）

銘傳大學 汪O融 新聞學系（臺北）

靜宜大學 郝O筠 會計學系-一般組

靜宜大學 何O瑄 財務金融學系-一般組

靜宜大學 陳O璇 中國文學系-一般組

靜宜大學 吳O棨 觀光事業學系-一般組

靜宜大學 陳O璇 財務金融學系-一般組

靜宜大學 陳O瑄 日本語文學系-一般組

靜宜大學 余O慈 日本語文學系-類繁星組

靜宜大學 許O晴 西班牙語文學系

靜宜大學 呂O德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陳O宇 心理輔導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張O彬 法律學系法學組

中國文化大學 莊O宇 法律學系法學組

中國文化大學 黃O娟 法律學系法學組

中國文化大學 陳O弦 法律學系法學組 

中國文化大學 徐O偵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中國文化大學 周O菁 資訊傳播學系

義守大學 李O翔 大眾傳播學系

義守大學 張O睿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大葉大學 梁O熏 會計資訊學系(會計管理組)



南華大學 林O萱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數位設計組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陳O邦 金融管理學院學士班

第二類組

學校名稱 姓名 校系名稱

國立成功大學 林O緯 物理治療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廖O閔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林O穎 光電工程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蕭O廷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陳O浩 數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林O辰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國立高雄大學 王O鈞 資訊工程學系(願景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張O笙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温O芸 物理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曾O茗 揚鷹招生E組(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劉O翔 電子工程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王O翔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陶O齊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許O婷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曾O矅 河海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李O祐 河海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劉O安 河海工程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何O農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葉O瑋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胡O建 資訊工程學系(APCS組)

國立宜蘭大學 蔡O杰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巨O鑫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羅O翔 光電工程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熊O恆 電子工程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張O睿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賴O諺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賴O偉 資訊工程學系

元智大學 陳O楷 電機通訊學院英語學士班

元智大學 林O華 機械工程學系

長庚大學 吳O樺 電子工程學系

中原大學 楊O羽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工程組

中原大學 黃O齊 化學工程學系生化工程組

中原大學 江O宸 物理學系物理組

中原大學 施O仁 物理學系物理組

中原大學 林O丞 電機工程學系

中原大學 李O緯 電機工程學系

中原大學 劉O誠 電機工程學系

中原大學 劉O逢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中原大學 林O誠 機械工程學系

中原大學 廖O佑 應用數學系

東吳大學 張O辰 資訊管理學系

東海大學 鄭O融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自然A組)

東海大學 吳O璇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

東海大學 李O恩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東海大學 吳O真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生化工程組)

東海大學 鄭O筠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智慧經營與管理組乙組)

東海大學 張O綺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智慧經營與管理組)

逢甲大學 廖O祺 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逢甲大學 林O德 土木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林O雨 土木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張O庭 土木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吳O縉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逢甲大學 廖O棕 化學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王O皓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范O瑜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蔡O承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陳O霆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乙組

逢甲大學 廖O帆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王O立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廖O亦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逢甲大學 翁O睿 美國普渡大學電機資訊雙學士學位學程

逢甲大學 盧O彬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劉O哲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陳O妤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林O瑜 通訊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林O宇 資訊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鄭O成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逢甲大學 洪O賀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逢甲大學 吳O廷 電子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許O宏 電子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王O翔 電機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陳O叡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林O偉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黃O鈞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王O荃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林O豪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賴O禎 應用數學系

逢甲大學 房O任 應用數學系

逢甲大學 蔡O澤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逢甲大學 林O丞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逢甲大學 黃O軒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淡江大學 陳O忻 土木工程學系

淡江大學 賴O宏 土木工程學系

淡江大學 馬O希 物理學系應用物理組

淡江大學 張O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淡江大學 謝O庭 資訊工程學系

長庚大學 莊O杰 電子工程學系

長庚大學 陳O偉 電子工程學系

實踐大學 江O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銘傳大學 梁O皓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

銘傳大學 齊O勗 建築學系（桃園）

靜宜大學 黃O萊 化粧品科學系-一般組



靜宜大學 李O豪 資訊工程學系（APCS組）

靜宜大學 王O翰 資訊工程學系-一般組

義守大學 廖O誠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乙組

中國文化大學 曾O雯 景觀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方O璇 應用數學系

大同大學 鄒O中 電機工程學系

大同大學 黃O崙 機械與材料工程學系

大葉大學 王O右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大葉大學 賴O獻 電機工程學系

第三類組

學校名稱 姓名 校系名稱

中山醫學大學 楊O誠 醫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陳O諭 藥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許O珂 生命科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莊O枻 生命科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柯O妤 運動學系運動健康組

國立中正大學 馬O宣  運動競技系

國立中正大學 彭O芯  運動競技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陳O諺 技擊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邱O榤 球類競技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廖O邦 球類競技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蔣O宇 球類競技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羅O廷 競技運動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張O翔 體育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黃O榮 體育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楊O岳 體育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廖O翰 體育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廖O脩 體育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嚴O恩 體育學系

國立體育運動大學 詹O翰 球類競技系

國立體育運動大學 王O杰 競技系

國立體育大學 周O涵 體育推廣學系A

嘉義大學 黃O恩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 高O茵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陳O妤 香粧品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林O妤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中國醫藥大學 許O婷 運動醫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林O展 護理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廖O欣 護理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胡O曦 護理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黃O庭 心理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林O儒 視光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陳O函 營養學系

馬偕醫學院 劉O融 護理學系

馬偕醫學院 鄭O茵 護理學系

輔仁大學 曾O璽 護理學系

東海大學 陳O萱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東海大學 何O臻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亞洲大學 江O玲 職能治療學系

亞洲大學 王O儀 心理學系諮商與臨床心理組

亞洲大學 黃O程 心理學系諮商與臨床心理組

亞洲大學 李O蓁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生物技術組)

亞洲大學 陳O芸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食品營養組

亞洲大學 吳O瑩 視光學系

亞洲大學 王O諭 護理學系高齡長期照護組

亞洲大學 王O柔 護理學系臨床照護組

長庚大學 薛O昀 物理治療學系

長榮大學 劉O萱 健康心理學系

義守大學 廖O靚 職能治療學系

義守大學 陳O柔 護理學系

義守大學 劉O欣 護理學系

義守大學 黃O橙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大葉大學 江O軒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食品科學組)

長榮大學 蔡O恩 保健營養學系

長榮大學 伍O琳琳 護理學系A組

玄奘大學 彭O貞 應用心理學系

中華醫事大學 魏O燁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陸軍士官學校 黃O齊 運動科學系

科大

學校名稱 姓名 校系名稱

高苑科大 杜O逸 休閒運動管理系

高苑科大 高O礽 休閒運動管理系

高苑科大 詹O傑 高雄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崑山科大 巫O葳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崑山科大 張O嘉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崑山科大 楊O乾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