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序 系級 姓名 備註

1 政經二 何沛柔

2 觀光三Ａ 劉育妏

3 觀光二Ｂ 邱羿潔

4 政經二 高彩華

5 政經三 蔡羽婷

6 政經二 陳姿吟

7 觀光二Ａ 蔡昕璇

8 政經二 莊紫涵

9 語言二 王雅嫻

10 語言三 劉懿瑩

11 觀光三Ａ 林吟樺

12 觀光三Ａ 陳苡秀

13 語言二 陳庭歡

14 資創系應資三 曾品蓁

15 語言三 周芷伶

16 資創系軟工四 鄭涵今

17 資創系應資三 李約昕

18 觀光二Ａ 李汶霖

19 觀光三Ａ 王瑞渝

20 語言二 馬至晴

21 觀光四Ｂ 王敏如

22 語言三 李嬡荻

23 語言二 陳庭昀

24 政經二 黃竹君

25 政經二 陳昱閔

26 觀光二Ｂ 王儀媜

27 觀光二Ｂ 潘怡靜

28 語言三 郭芝瑄

29 觀光二Ａ 楊宛霖

30 資創系軟工三 陳存葳

31 觀光三Ｂ 史芮寧

32 觀光三Ｂ 黃韻潔

33 觀光二Ｂ 楊淳淇

34 觀光二Ｂ 邱嘉敏

35 觀光三Ｂ 蘇家榕

36 政經二 劉宛妮

37 語言二 王嘉瑩

38 語言三 廖雨蓉

39 資創系應資三 張文馨

40 觀光三Ａ 林佳

41 觀光二Ａ 蔣欣

42 觀光二Ｂ 魏雨柔

43 觀光二Ｂ 劉珈妤

44 政經三 盧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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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觀光二Ａ 王怡雯

46 政經三 吳湘渝

47 觀光三Ｂ 廖緗翎

48 政經三 曾昱菱

49 觀光三Ｂ 章瑞芮

50 觀光二Ｂ 林歆晏

51 政經二 田珆綸

52 資創系軟工三 王彤云

53 觀光二Ａ 賴曉音

54 觀光二Ａ 鄭孟婷 1

55 觀光三Ｂ 王培薰

56 觀光二Ａ 呂芷瑜

57 觀光二Ａ 張心瑋

58 觀光二Ａ 黃姿閔

59 政經三 陳品岑

60 觀光三Ａ 郭香伶

61 資創系軟工二 張凱妮

62 觀光三Ｂ 馬翊淇

63 政經三 陳筱淇

64 語言四 簡貝芸

65 觀光二Ａ 王孝琪

66 語言三 呂湘羚

67 觀光二Ａ 李雅婷

68 政經三 蔡祖芸

69 資創系軟工二 蔡馥璟

70 觀光四Ｂ 藍鈺齊

71 觀光二Ａ 方俐智

72 政經四 陳怡靜

73 觀光三Ａ 陳沛淇

74 觀光二Ｂ 簡良軒

75 政經二 張家菱

76 語言三 羅庭愉

77 觀光三Ａ 施品慈

78 資創系應資三 張文馨

79 觀光二Ａ 林曼姍

80 語言三 陳皖婷

81 觀光二Ａ 黃子襄

82 觀光三Ａ 黃鈺庭

83 語言二 賴佳貝

84 政經二 江宣儀

85 語言三 蘇柔安

86 觀光三Ｂ 熊云綺

87 觀光二Ｂ 印明芸

88 觀光三Ａ 陳彥云

89 資創系應資三 林名萱

90 資創系應資三 施文婷

91 語言二 林奕安



92 觀光三Ｂ 吳旻庭

93 政經三 游子萱

94 語言二 盧孟萱

95 資創系應資三 劉柔含

96 政經二 廖曼婷

97 語言二 張融

98 政經二 蔡沛蓁

99 觀光二Ｂ 黃子娗

100 資創系應資二 簡育湘

101 觀光二Ａ 李芸

102 觀光三Ｂ 林玉心

103 資創系應資四 徐翌芸

104 政經二 李旋菁

105 資創系應資三 白芳宇

106 政經三 林家妤

107 語言三 李依倢

108 政經三 李婉瑜

109 觀光三Ａ 簡靖渝

110 資創系軟工二 黃欣儀

111 資創系應資三 楊禾瀞

112 政經二 李芷彤

113 觀光三Ａ 詹心綺

114 語言二 莊佩慈

115 觀光三Ａ 黃亦萱 

116 政經三 沈以喬

117 語言四 劉育辰

118 觀光三Ｂ 陳凱昕

119 觀光二Ｂ 干義靜

120 語言二 王虹茹

121 政經二 陳羿彣

122 觀光四Ｂ 劉家存

123 觀光二Ｂ 吳婷蓉

124 觀光二Ｂ 余佩珊

125 觀光三Ａ 鍾雅庭

126 政經二 謝雅丞

127 觀光四Ｂ 陳梓倢

128 觀光二Ｂ 曹詠昀

129 觀光二Ｂ 蔡亞璇

130 語言三 董羽容

131 語言四 謝佳娟

132 資創系軟工三 陳泓伶

133 語言二 陳霈潔

134 資創系應資三 馮瑋晴

135 語言二 徐子淩

136 觀光三Ａ 劉釉齊

137 政經三 詹品瑄

138 觀光二Ａ 沈季蓁



139 觀光三Ａ 王苡宣

140 政經三 盧念暄

141 觀光二Ａ 鄭如珊

142 觀光二Ａ 卓怡萱

143 政經二 徐睦詞

144 觀光三Ａ 張憶蓉

145 語言三 羅翊綾

146 語言三 李芫蔓

147 政經二 林姵含

148 觀光四Ａ 曾毓琇

149 政經二 劉荃文

150 資創系軟工三 黃姮瑄

151 語言三 王瑋庭

152 觀光三Ａ 林典儀

153 語言三 呂鎔羽

154 政經二 范芸慈

155 語言二 戴思齊

156 觀光三Ｂ 朱思羽

157 語言三 彭咨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