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序 系級 姓名 備註

1 觀光系 施品慈

2 語言四 楊書瑄

3 語言四 張妤庭

4 資創系 汪欣蓓

5 觀光四A 王沁瑜

6 觀光 許子芸

7 政經四 李嘉珊

8 語言四 葉靖彤

9 政經 林孟潔

10 資創應資三 陳淯潔

11 政經四 施茹心

12 觀光三A 李芳儀

13 語言三 林玲萍

14 觀光三B 王譽棋

15 語言三 田庭萱

16 政經三 蘇玫樺

17 觀光三B 王善儀

18 政經二 蔡沛恩

19 語言二 李嬡荻

20 資創三 王姝茵

21 資創應資三 劉兆敏

22 語言 謝佳娟

23 政經二 楊逸頎

24 觀光三 江沂柔

25 觀光 李昱萱

26 資創應資四 曹昕

27 語言三 華予暄

28 觀光四B 朱品諭

29 語言四 陳欣憶

30 觀光四B 崔伶

31 語言二 李依倢

32 政經三 林佐安

33 資創應資四 王宜清

34 觀光 陳妤婷

35 觀光系 胡景雯

36 觀光四A 陳宜杉

37 觀光 呂毓晅

38 觀光 劉育妏

39 觀光 吳育萱

40 資創四 鄭佳佳

41 語言三 張曉綸

42 觀光四 趙沛淇

43 觀光二B 吳旻庭

44 語言三 黃思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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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觀光 李庭瑜

46 語言三 劉書文

47 觀光 黃馨慧

48 觀光四B 施宜萱

49 資創軟工 劉曉薇

50 觀光三 郭竹瑾

51 觀光三A 洪睿璞

52 觀光2A 林典儀

53 語言四 池威羽

54 語言四 林倢廷 1

55 觀光四B 邱愛潔

56 語言二 郭芝瑄

57 資創應資四 郭俞含

58 語言三 葉琬婷

59 語言四 林欣儀

60 觀光四A 徐雅莉

61 觀光 盛韻庭

62 觀光二B 劉品君

63 觀光四B 劉家存

64 政經三 林宛諭

65 資創應資二 白芳宇

66 觀光四A 黃渝云

67 應資四 阮采縈

68 政經四 姜明姍

69 觀光四A 陳冠如

70 觀光三A 林品君

71 資創應資 陳盈庭

72 觀光A 王馨宜

73 政經三 涂硯晴

74 資創應資四 李芮瑩

75 資創軟工四 黃姮瑄

76 資創應資四 傅佩瑄

77 政經三 郭子綺

78 觀光三A 巫羽

79 資創軟工四 鄒亞微

80 語言 劉育辰

81 觀光三A 羅敏千

82 觀光三B 蘇祐萱

83 觀光 王喻

84 觀光系 呂予歆

85 政經四 李奕萱

86 語言四 程思瑀

87 資創系軟工四 王薏婷

88 語言三 張芸妮

89 政經三 陳姿吟

90 資創系 蘇家汝

91 語言四 陳虹儒



92 語言四 柯乃云

93 觀光四A 周藝璇

94 資創應資三 賴思瑜

95 觀光系3B 黃薇

96 資創應資二 李約昕

97 政經三 張瓊文

98 資創應資三 趙敏

99 觀光系 林錦蓮

100 觀光四B 廖浿庭

101 觀光三Ｂ 陳家平

102 觀光三A 林庭瑜

103 觀光二 廖緗翎

104 觀光四A 呂芝璇

105 觀光二B 章瑞芮

106 資創 陳彥蓁

107 政經二 倪千涵

108 觀光二A 黃法瑩

109 政經 黃予柔

110 觀光2B 朱思羽

111 觀光三A 林俐綺

112 觀光五 李昱瑩

113 觀光 呂林蓁

114 語言四 林倢廷

115 語言四 趙逸蘋

116 觀光四 許瓈文

117 資創應資四 呂昀儒

118 資創應資 李欣樺

119 觀光四A 簡薪蓁

120 觀光系 黃展辭

121 觀光三A 莊惠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