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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南山菁英領袖夢想金得獎名單公告 

 

「2020 南山菁英領袖夢想金」本公司依合作學系組/活動組夢想金辦法評選

出優秀得獎學生，合作學系組合格名單共計 992 位，活動組得獎名單共計 200

位，已配置各得獎者出席所指定的獎學金頒獎典禮場次，請務必出席，並於頒獎典禮結

束後始發放獎學金，各得獎名單暨個人專屬活動網址如下。 

 

 

 

合作學系組 992 位學生，名單如下： 

編號 校名 科系 姓名 專屬網址 組別 

1 國立台灣大學 經濟學系 楊智傑 https://svy.do/nlz4e1nf 合作學系組 

2 國立台灣大學 經濟學系 羅紹博 https://svy.do/j4yjpv12 合作學系組 

3 國立台灣大學 經濟學系 申大昀 https://svy.do/u689vfsw 合作學系組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董智琳 https://svy.do/v57mnkcs 合作學系組 

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賴怡均 https://svy.do/d46pd3m4 合作學系組 

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李宜霈 https://svy.do/e4z6momu 合作學系組 

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施沐恩 https://svy.do/bf02p9fp 合作學系組 

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蕭鈺庭 https://svy.do/e1y4zh7l 合作學系組 

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陳冠廷 https://svy.do/izy9b61v 合作學系組 

10 國立陽明大學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 陳淨蓮 https://svy.do/lnnwgwyj 合作學系組 

11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郭芷璇 https://svy.do/96rbw20p 合作學系組 

12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李長鴻 https://svy.do/gg0l7oiy 合作學系組 

13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熊儀 https://svy.do/a0e1f5zd 合作學系組 

14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張庭語 https://svy.do/eaafe2qr 合作學系組 

15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黃玟君 https://svy.do/1tdbn8rt 合作學系組 

16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徐紹瑄 https://svy.do/1y92642h 合作學系組 

17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尹彤 https://svy.do/ume4k993 合作學系組 

18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楊子璇 https://svy.do/ujr2k7h0 合作學系組 

19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張詠 https://svy.do/egwzl0dn 合作學系組 

20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黃瀞瑩 https://svy.do/nceiusop 合作學系組 

21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詹力蓁 https://svy.do/6b586cr0 合作學系組 

22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林仲鋐 https://svy.do/6zwq6unz 合作學系組 

23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歐蕙瑄 https://svy.do/1vwoijyp 合作學系組 

24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陳宗翰 https://svy.do/tiq4plht 合作學系組 

快速查詢小秘訣:建議使用 pdf檔案上方功能列編輯搜尋功能（Ctrl+F），透過姓名查詢是否獲獎，

再點選「個人專屬活動網址」即可直接查詢所指定的頒獎典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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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校名 科系 姓名 專屬網址 組別 

25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楊人豪 https://svy.do/u4q2dwl0 合作學系組 

26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吳家弘 https://svy.do/fh8hiklg 合作學系組 

27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張家晉 https://svy.do/5cac5u2k 合作學系組 

28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劉鍾佑 https://svy.do/i8efbkww 合作學系組 

29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洪瑀含 https://svy.do/tk9fkcpc 合作學系組 

30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吳紫瑄 https://svy.do/quogo2sv 合作學系組 

3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許瑞嘉 https://svy.do/ruvm5ofz 合作學系組 

3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徐芷葳 https://svy.do/y3orwua2 合作學系組 

33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陳韻雯 https://svy.do/yzi36rc8 合作學系組 

3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 張心瑜 https://svy.do/kxf9urlw 合作學系組 

35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 黎恩慈 https://svy.do/e0592kjm 合作學系組 

36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 鄭敏敏 https://svy.do/oy3euc5e 合作學系組 

37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 許少瑜 https://svy.do/z6ij6xpe 合作學系組 

38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 黃閔琪 https://svy.do/gru8ge7w 合作學系組 

39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 吳采潔 https://svy.do/nd2eb1z4 合作學系組 

40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 陳冠維 https://svy.do/ckp6nhey 合作學系組 

4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 王品妮 https://svy.do/ig1isut8 合作學系組 

42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 張勝華 https://svy.do/whm9ok1d 合作學系組 

43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 謝沛儒 https://svy.do/pw8ejyy8 合作學系組 

4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 蔡秉諺 https://svy.do/77gqdqim 合作學系組 

45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 陳姿伃 https://svy.do/vfkr1cci 合作學系組 

46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彭竣煒 https://svy.do/ik44uso0 合作學系組 

47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余泓毅 https://svy.do/42llwcwy 合作學系組 

48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呂彥槿 https://svy.do/2wtuwbjl 合作學系組 

49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王晨渝 https://svy.do/1p80a5vh 合作學系組 

50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邱奕亨 https://svy.do/4vydwvox 合作學系組 

51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蘇琬晴 https://svy.do/7awzv3bf 合作學系組 

52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 吳多采 https://svy.do/7fz9tn4j 合作學系組 

53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 劉菁盈 https://svy.do/iibnxrn4 合作學系組 

54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 詹勛晏 https://svy.do/0a0pkii0 合作學系組 

55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 侯秉緯 https://svy.do/7jle74of 合作學系組 

56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 林哲甫 https://svy.do/9wvtiixd 合作學系組 

57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 劉佳欣 https://svy.do/dfsr0rkc 合作學系組 

58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鄭琦 https://svy.do/d9xmvjtl 合作學系組 

59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葉于瑄 https://svy.do/htjcj4l6 合作學系組 

60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郭洺秀 https://svy.do/ona6pg66 合作學系組 

61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李佳燁 https://svy.do/7zhh1w91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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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校名 科系 姓名 專屬網址 組別 

62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王蔓瑄 https://svy.do/sfxhu020 合作學系組 

63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陳興 https://svy.do/ce4rndfw 合作學系組 

64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林佑紜 https://svy.do/pjcv4urt 合作學系組 

65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蘇靖育 https://svy.do/6toaemha 合作學系組 

66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劉家瑄 https://svy.do/g949vxeg 合作學系組 

67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高嘉瑩 https://svy.do/t4yhiv5t 合作學系組 

68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陳雅凰 https://svy.do/y09gip95 合作學系組 

69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蕭寬銘 https://svy.do/rp8durdj 合作學系組 

70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李艾琳 https://svy.do/l4771nju 合作學系組 

71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謝秉霖 https://svy.do/kx3ac1gg 合作學系組 

72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楊心瑜 https://svy.do/4cwz0hv1 合作學系組 

73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游哲豪 https://svy.do/tg6ai95r 合作學系組 

74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高睿駿 https://svy.do/d35si5e2 合作學系組 

75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徐宜廷 https://svy.do/6rnerkrg 合作學系組 

76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謝采均 https://svy.do/z2fbrex6 合作學系組 

77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顏鈺玲 https://svy.do/g1rrad0v 合作學系組 

78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林若筠 https://svy.do/02jnogx7 合作學系組 

79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林宥彤 https://svy.do/v9xeijvr 合作學系組 

80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彭筠軒 https://svy.do/7w5fejux 合作學系組 

81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楊仁祺 https://svy.do/jorm4l51 合作學系組 

82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莊佳儒 https://svy.do/wmmxh1pn 合作學系組 

83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范霈瑜 https://svy.do/7gey1dmq 合作學系組 

84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林鈺庭 https://svy.do/z62o9zgl 合作學系組 

85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黃竑儒 https://svy.do/ox332cp9 合作學系組 

86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張閔涵 https://svy.do/1yj7hwlm 合作學系組 

87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陳子琦 https://svy.do/sdyjs3qu 合作學系組 

88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劉映妤 https://svy.do/69g83t2i 合作學系組 

89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姜品君 https://svy.do/28h6qzd8 合作學系組 

90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張鈞茹 https://svy.do/gkxf6upg 合作學系組 

91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呂圓明 https://svy.do/50i745mz 合作學系組 

92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徐珈勤 https://svy.do/avcw94nq 合作學系組 

93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鄒承恩 https://svy.do/ug9tc2yj 合作學系組 

94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系 林承漢 https://svy.do/1tmjmhgh 合作學系組 

95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系 許育誠 https://svy.do/smbixoh2 合作學系組 

96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系 張芷綺 https://svy.do/mkniek06 合作學系組 

97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系 許清祈 https://svy.do/ir3s36dz 合作學系組 

98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系 陳威宇 https://svy.do/zvo217ig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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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校名 科系 姓名 專屬網址 組別 

99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系 呂學儒 https://svy.do/eai4d9t1 合作學系組 

100 真理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李怡萱 https://svy.do/8k96pknw 合作學系組 

101 真理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吳憶玟 https://svy.do/58323j5x 合作學系組 

102 真理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楊至中 https://svy.do/9kxayb48 合作學系組 

103 真理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呂汶珊 https://svy.do/r57yt3z8 合作學系組 

104 真理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陳力綺 https://svy.do/eerzqi9c 合作學系組 

105 真理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林詩庭 https://svy.do/cok9yozq 合作學系組 

106 真理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吳尚樺 https://svy.do/pxytl4kv 合作學系組 

107 真理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葉威弘 https://svy.do/ftiztz1z 合作學系組 

108 真理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劉芳君 https://svy.do/vkzcmzcj 合作學系組 

109 真理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李孟珊 https://svy.do/9m9vup4i 合作學系組 

110 真理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謝琬婷 https://svy.do/0488xqld 合作學系組 

111 真理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王正輝 https://svy.do/f2sn671u 合作學系組 

112 真理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 咸汶莉 https://svy.do/f0jqgxqc 合作學系組 

113 真理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 李沁亞 https://svy.do/5zzue7ix 合作學系組 

114 真理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 洪煜淇 https://svy.do/f7j1d207 合作學系組 

115 真理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 張家華 https://svy.do/dw5wyf26 合作學系組 

116 真理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 李婕萱 https://svy.do/sxsf6f86 合作學系組 

117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蔡佳欣 https://svy.do/jl3zwj8q 合作學系組 

118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蔡聿淇 https://svy.do/yl8a2oki 合作學系組 

119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吉怡萱 https://svy.do/vo5iiz1m 合作學系組 

120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李家緯 https://svy.do/y5iborgt 合作學系組 

121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何敏瑜 https://svy.do/9r2iqt1k 合作學系組 

122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張倞菱 https://svy.do/iayttkug 合作學系組 

123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黃于晏 https://svy.do/zfmbagw5 合作學系組 

124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林芷瑜 https://svy.do/gqdg0gzj 合作學系組 

125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陳薇安 https://svy.do/d38qdl61 合作學系組 

126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李軒毅 https://svy.do/bjm05kmj 合作學系組 

127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施宇凡 https://svy.do/aezdsy3g 合作學系組 

128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簡廷逸 https://svy.do/dxdo8ox7 合作學系組 

129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廖孟翟 https://svy.do/rgcscbyv 合作學系組 

130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莊法慧 https://svy.do/jo6k1e8y 合作學系組 

131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羅郁淳 https://svy.do/5sq8kzkh 合作學系組 

132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林怡婷 https://svy.do/ttbt1vs1 合作學系組 

133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林子娟 https://svy.do/ba5prdci 合作學系組 

134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蔡詩涵 https://svy.do/feizwklv 合作學系組 

135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熊于瑩 https://svy.do/pci7with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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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韋晽 https://svy.do/ct51uakj 合作學系組 

137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李政峰 https://svy.do/swixmktj 合作學系組 

138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尚義 https://svy.do/d0borvzv 合作學系組 

139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王翊軒 https://svy.do/dosekhom 合作學系組 

140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曾品瑄 https://svy.do/8cfvz1pl 合作學系組 

141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黃大川 https://svy.do/qab1up7x 合作學系組 

142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呂亭霓 https://svy.do/smv30a38 合作學系組 

143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陳浥蕙 https://svy.do/iu3hksjh 合作學系組 

144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楊閔亘 https://svy.do/5k7m3c5s 合作學系組 

145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許凱婷 https://svy.do/21wwo8ns 合作學系組 

146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陳小蕎 https://svy.do/ogwwy25r 合作學系組 

147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 呂啓弘 https://svy.do/vimbr5df 合作學系組 

148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 許晏榕 https://svy.do/gbzn09j2 合作學系組 

149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 黃仁澤 https://svy.do/igs7af5u 合作學系組 

150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 劉書維 https://svy.do/gebbx88r 合作學系組 

151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 劉恩廷 https://svy.do/hohxuqkr 合作學系組 

152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 盧心怡 https://svy.do/2h9mb7rl 合作學系組 

153 東南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陳鼎元 https://svy.do/h97kz7iw 合作學系組 

154 東南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邱心慈 https://svy.do/bmmrnqwe 合作學系組 

155 東南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莊念婕 https://svy.do/sp2yx8kw 合作學系組 

156 東南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楊宗霖 https://svy.do/si9y9vyu 合作學系組 

157 東南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賴柏勳 https://svy.do/x71akysu 合作學系組 

158 東南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孔榆晴 https://svy.do/0k62t5ox 合作學系組 

159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彭淑宜 https://svy.do/cxvjttgl 合作學系組 

160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鄧舒云 https://svy.do/lxln7m3s 合作學系組 

161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曾仁杰 https://svy.do/8xk07zpo 合作學系組 

162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吳宜庭 https://svy.do/n3ef1k59 合作學系組 

163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林芷亘 https://svy.do/o4vvnl5v 合作學系組 

164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王文亨 https://svy.do/ieeuvc88 合作學系組 

165 中華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游智欽 https://svy.do/b8zpghua 合作學系組 

166 中華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林渝珺 https://svy.do/6j15rrz3 合作學系組 

167 中華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林和澄 https://svy.do/8ew48xfw 合作學系組 

168 中華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蕭煜恩 https://svy.do/c958p6vw 合作學系組 

169 中華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蔣綺璟 https://svy.do/suooywb9 合作學系組 

170 中華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吳采襄 https://svy.do/fus1mhpm 合作學系組 

171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林啟將 https://svy.do/hmflzmni 合作學系組 

172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石又華 https://svy.do/1lh58e0q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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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林毓湘 https://svy.do/v0i9gorx 合作學系組 

174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陳思羽 https://svy.do/e4z9o2zw 合作學系組 

175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蘇婉鄞 https://svy.do/hnofvwf0 合作學系組 

176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凌郁婷 https://svy.do/6rv1yy16 合作學系組 

177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吳明君 https://svy.do/gc9uqj18 合作學系組 

178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林暄 https://svy.do/lrm446s4 合作學系組 

179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陳楷芳 https://svy.do/2prv64mz 合作學系組 

180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葉孟琳 https://svy.do/6x5y6skn 合作學系組 

181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陳宥利 https://svy.do/x4bowhpl 合作學系組 

182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張琦 https://svy.do/cby5gyo5 合作學系組 

183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系 胡佩妏 https://svy.do/qj2n7mx0 合作學系組 

184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系 沈妤庭 https://svy.do/gewct2pc 合作學系組 

185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系 郭柏軒 https://svy.do/2ux5zpd6 合作學系組 

186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系 楊鎮宇 https://svy.do/9ino2e4x 合作學系組 

187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系 葉子瑄 https://svy.do/my7fdbjn 合作學系組 

188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系 許閔涵 https://svy.do/pr1fapwm 合作學系組 

189 亞東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學系 莊詠硯 https://svy.do/aqb437b3 合作學系組 

190 亞東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學系 葉鴻熙 https://svy.do/orl8hv4b 合作學系組 

191 亞東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學系 黃安頎 https://svy.do/q953spas 合作學系組 

192 亞東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學系 林芝瑋 https://svy.do/xdld4tq6 合作學系組 

193 亞東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學系 廖元黛 https://svy.do/kl8yqzvs 合作學系組 

194 亞東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學系 楊適全 https://svy.do/5y0qqord 合作學系組 

195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張羿萱 https://svy.do/79znt1a2 合作學系組 

196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吳育銘 https://svy.do/snxmtztx 合作學系組 

197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蔣振軒 https://svy.do/kvbcx29g 合作學系組 

198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王淑亭 https://svy.do/k8yfx1ts 合作學系組 

199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彭昱翔 https://svy.do/9e2cqsxc 合作學系組 

200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林文斌 https://svy.do/lwefvls5 合作學系組 

201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林育辰 https://svy.do/cw5239og 合作學系組 

202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施貝霓 https://svy.do/xi0gwsiq 合作學系組 

203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李懿勳 https://svy.do/jjye968k 合作學系組 

204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黃羿瑄 https://svy.do/qbm8ffe4 合作學系組 

205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江昀倢 https://svy.do/xff37vkv 合作學系組 

206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李沂蓁 https://svy.do/sse4dhue 合作學系組 

207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胡耀方 https://svy.do/n7zvfe1z 合作學系組 

208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張子涵 https://svy.do/ldlwnna1 合作學系組 

209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張以臻 https://svy.do/1ispm3ut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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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廖奕潔 https://svy.do/8s37wore 合作學系組 

211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蘇琬茜 https://svy.do/0m238sch 合作學系組 

212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柯奕丞 https://svy.do/i6agwga3 合作學系組 

21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王漢德 https://svy.do/66yztyvn 合作學系組 

21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吳翰 https://svy.do/s1lq1w5x 合作學系組 

21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葉瀚翔 https://svy.do/mbryagz2 合作學系組 

21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潘楷元 https://svy.do/tefpuurg 合作學系組 

21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林郁璇 https://svy.do/i7uk54tl 合作學系組 

21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林哲弘 https://svy.do/sh1zgfk7 合作學系組 

219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林怡廷 https://svy.do/oe95xf1m 合作學系組 

220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章騰允 https://svy.do/ab54xyfx 合作學系組 

221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陳世偉 https://svy.do/nvvdftlf 合作學系組 

222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黃博恩 https://svy.do/0uhddygy 合作學系組 

223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楊世謙 https://svy.do/kngumr0p 合作學系組 

224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楊湘文 https://svy.do/q2cwbhnj 合作學系組 

225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吳俐瑩 https://svy.do/w1i7m41s 合作學系組 

226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邵立瑜 https://svy.do/kpzh8dqs 合作學系組 

227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曹芸瑄 https://svy.do/vxn6krng 合作學系組 

228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陳映儒 https://svy.do/7qk7muzb 合作學系組 

229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戴維鮮 https://svy.do/sm40pi6u 合作學系組 

230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顏蘭懿 https://svy.do/oib7wozi 合作學系組 

231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江姿儀 https://svy.do/9o8e5jox 合作學系組 

232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秦瑞琪 https://svy.do/v5edboy9 合作學系組 

233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郭昀 https://svy.do/oxufl7hn 合作學系組 

234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陳威霖 https://svy.do/m3o7slha 合作學系組 

235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黃庭誼 https://svy.do/iaa0f4jt 合作學系組 

236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楊裕成 https://svy.do/wud3pfpn 合作學系組 

237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政稅務系 林承漢 https://svy.do/gv5sr0t0 合作學系組 

238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政稅務系 柯霓 https://svy.do/ed6j9vcq 合作學系組 

239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政稅務系 馬巧畇 https://svy.do/hxvvvoi2 合作學系組 

240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政稅務系 張安晴 https://svy.do/ikxnw7rt 合作學系組 

24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政稅務系 蔡衣品 https://svy.do/1g6m4trk 合作學系組 

242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政稅務系 鄭紫吟 https://svy.do/a60a7qcd 合作學系組 

243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洪雅筠 https://svy.do/5yzhct99 合作學系組 

24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徐湘媛 https://svy.do/kj00yt4e 合作學系組 

245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莊嘉慶 https://svy.do/jdze7f15 合作學系組 

246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郭小慈 https://svy.do/njjof3zc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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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費丞恩 https://svy.do/896b8f0n 合作學系組 

248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戴怡婷 https://svy.do/7j1sav5h 合作學系組 

249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余嘉淇 https://svy.do/xdr0udyw 合作學系組 

250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林鈺淇 https://svy.do/20mgg7fq 合作學系組 

251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陳柔君 https://svy.do/tt9xmw04 合作學系組 

252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黃佐甯 https://svy.do/y0hcma5b 合作學系組 

253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楊雅年 https://svy.do/emly933x 合作學系組 

254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蘇琬婷 https://svy.do/jrb79v03 合作學系組 

255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江欣倢 https://svy.do/tv39t663 合作學系組 

256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吳家民 https://svy.do/2nksne6r 合作學系組 

257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袁善牧 https://svy.do/qikrl9s3 合作學系組 

258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張軒誠 https://svy.do/e90dw3ey 合作學系組 

259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陳宜妏 https://svy.do/akllyjwh 合作學系組 

260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陳以家 https://svy.do/ybf19x6u 合作學系組 

261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洪子逸 https://svy.do/6gkx8e2g 合作學系組 

262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徐適宇 https://svy.do/ex9u72ov 合作學系組 

263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張煊煊 https://svy.do/a201v2h5 合作學系組 

264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黃羿寧 https://svy.do/e1j267dh 合作學系組 

265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賴幸昌 https://svy.do/de1krowc 合作學系組 

266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簡翊庭 https://svy.do/128g1bvq 合作學系組 

267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璟薰 https://svy.do/avkmz2l8 合作學系組 

268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邱曾萬鈞 https://svy.do/1xy7rcgt 合作學系組 

269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施冠瑀 https://svy.do/u301tph6 合作學系組 

270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游承儒 https://svy.do/8fnpln45 合作學系組 

271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蔡侑潔 https://svy.do/m1wjcg1y 合作學系組 

272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鄧亦翔 https://svy.do/0mz6xon7 合作學系組 

273 淡江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吳佩軒 https://svy.do/pdit2zlp 合作學系組 

274 淡江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李孟晴 https://svy.do/yrc5h7xw 合作學系組 

275 淡江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馬梓祐 https://svy.do/y14i9vcs 合作學系組 

276 淡江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陸欣慧 https://svy.do/ij1dzih5 合作學系組 

277 淡江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楊妤晴 https://svy.do/ztiygnj8 合作學系組 

278 淡江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劉力銘 https://svy.do/g6tcpdvp 合作學系組 

279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何婕妤 https://svy.do/ox7ti64e 合作學系組 

280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陳孟賢 https://svy.do/azrdoitg 合作學系組 

281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王炳堯 https://svy.do/phai03pk 合作學系組 

282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許承恩 https://svy.do/iecyby2u 合作學系組 

283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許程閔 https://svy.do/pbxlp5cj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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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冠妮 https://svy.do/4ooldvsr 合作學系組 

285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家悠 https://svy.do/4es4krno 合作學系組 

286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蕭珞妘 https://svy.do/o4z61iqk 合作學系組 

287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許純宜 https://svy.do/trcthum7 合作學系組 

288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吳梓萱 https://svy.do/0c69vqz0 合作學系組 

289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林佳霓 https://svy.do/q4tjnbs3 合作學系組 

290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陳維宇 https://svy.do/v9r2dcgt 合作學系組 

291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陳維佐 https://svy.do/g3169q3d 合作學系組 

292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顏韻芠 https://svy.do/bqgbbg05 合作學系組 

293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朱泓熹 https://svy.do/ne2s8bvt 合作學系組 

294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許如芸 https://svy.do/qd5ufs09 合作學系組 

295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盧詩婷 https://svy.do/zohg98wu 合作學系組 

296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顏巧媛 https://svy.do/y3fm5dax 合作學系組 

297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楊喻晴 https://svy.do/yb0uvtgh 合作學系組 

298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林澤幃 https://svy.do/80hivotq 合作學系組 

299 中國文化大學 經濟學系 吳威翰 https://svy.do/11z5ryow 合作學系組 

300 中國文化大學 經濟學系 張芳慈 https://svy.do/l88xvqtp 合作學系組 

301 中國文化大學 經濟學系 陳可馨 https://svy.do/v98zf7f4 合作學系組 

302 中國文化大學 經濟學系 詹婷珺 https://svy.do/d5teklyi 合作學系組 

303 中國文化大學 經濟學系 鍾明翰 https://svy.do/y153uwi3 合作學系組 

304 中國文化大學 經濟學系 蘇芝敏 https://svy.do/kas1rmo5 合作學系組 

305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李巧妤 https://svy.do/bqsnhv68 合作學系組 

306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佩樺 https://svy.do/bfzdukvj 合作學系組 

307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許芝瑋 https://svy.do/mvnzw43m 合作學系組 

308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陳書庭 https://svy.do/ms1ilvee 合作學系組 

309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羅月妮 https://svy.do/l2os0a3y 合作學系組 

310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何立勛 https://svy.do/qngyxbmu 合作學系組 

311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陳佳儀 https://svy.do/j186e66h 合作學系組 

312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黃靖傑 https://svy.do/3fz6exin 合作學系組 

313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趙伯輯 https://svy.do/6fgsnwfl 合作學系組 

314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歐思佑 https://svy.do/p1pnf72r 合作學系組 

315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賴姿蓉 https://svy.do/jbbvu0uu 合作學系組 

316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李仁凱 https://svy.do/ywhnno0p 合作學系組 

317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邱翊慈 https://svy.do/nl9bgzll 合作學系組 

318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曹妮可 https://svy.do/xrehyqxo 合作學系組 

319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陳婷婷 https://svy.do/y9kqx12s 合作學系組 

320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傅晨安 https://svy.do/te0wpt1y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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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曾筱筑 https://svy.do/yzclzvdi 合作學系組 

322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張祺萱 https://svy.do/dy8eqgaj 合作學系組 

323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陳妤婷 https://svy.do/hz0iuda3 合作學系組 

324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陳怡芯 https://svy.do/7klh0yup 合作學系組 

325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陸郁涵 https://svy.do/of9z8aai 合作學系組 

326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黃柏原 https://svy.do/4oazqkn0 合作學系組 

327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黃雪琦 https://svy.do/92kcuv0c 合作學系組 

328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吳桂芳 https://svy.do/lezarojf 合作學系組 

329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李宜錚 https://svy.do/gspjihip 合作學系組 

330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范博媛 https://svy.do/p83v5xxy 合作學系組 

331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馬淑靖 https://svy.do/my6jcfsq 合作學系組 

332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陳心慈 https://svy.do/xigrx2eb 合作學系組 

333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劉宣廷 https://svy.do/z9m35425 合作學系組 

334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吳靖 https://svy.do/kddpi7j8 合作學系組 

335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呂若晴 https://svy.do/o7cbxysj 合作學系組 

336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陳映婷 https://svy.do/5m2f2we3 合作學系組 

337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喻文菁 https://svy.do/he3vimgm 合作學系組 

338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黃韜 https://svy.do/ahficeek 合作學系組 

339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葛芝廷 https://svy.do/wmwsj4gy 合作學系組 

340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張惟晴 https://svy.do/w6ir87nc 合作學系組 

341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張喬淯 https://svy.do/4t7m42uh 合作學系組 

342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莊友和 https://svy.do/usnj85xf 合作學系組 

343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黃胤淇 https://svy.do/4uj9y1ka 合作學系組 

344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蕭于涵 https://svy.do/qns22yqs 合作學系組 

345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羅曉薇 https://svy.do/nw2scn5w 合作學系組 

346 銘傳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江勁融 https://svy.do/0pr7taw0 合作學系組 

347 銘傳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陳冠達 https://svy.do/xl6utltp 合作學系組 

348 銘傳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廖振佑 https://svy.do/ss0eg9km 合作學系組 

349 銘傳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劉明朱 https://svy.do/6old4p1w 合作學系組 

350 銘傳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謝欣倫 https://svy.do/8gdswkm8 合作學系組 

351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吳浚愷 https://svy.do/ui50gbqe 合作學系組 

352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莊岱恩 https://svy.do/nh7p0wki 合作學系組 

353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郭芷均 https://svy.do/56576djc 合作學系組 

354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詹凱淇 https://svy.do/gurnahd8 合作學系組 

355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蘇冠文 https://svy.do/7348fzay 合作學系組 

356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吳芊愛 https://svy.do/1j3dlqff 合作學系組 

357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何宗育 https://svy.do/dap5lei1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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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李佳璟 https://svy.do/3e21zeea 合作學系組 

359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沈玉芳 https://svy.do/gpp8ko93 合作學系組 

360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林侑霆 https://svy.do/co003tnr 合作學系組 

361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錢碩彬 https://svy.do/jqipm3yf 合作學系組 

362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張晏慈 https://svy.do/iw6wa67d 合作學系組 

363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張雅婷 https://svy.do/8v4yb5xx 合作學系組 

364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沈映嘉 https://svy.do/rl6vu726 合作學系組 

365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曾愉婷 https://svy.do/jg5mlqnz 合作學系組 

366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劉妤婕 https://svy.do/h8uffj6j 合作學系組 

367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簡亦君 https://svy.do/5u5um3o8 合作學系組 

368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林蔚伶 https://svy.do/2xdffqpl 合作學系組 

369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倪靜怡 https://svy.do/e6hgldeq 合作學系組 

370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朱珈妤 https://svy.do/jn8iclvr 合作學系組 

371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曹欣怡 https://svy.do/izt7rxhq 合作學系組 

372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羅晨芳 https://svy.do/qp0012z3 合作學系組 

373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留瑋駿 https://svy.do/yfsb422f 合作學系組 

374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許峻瑋 https://svy.do/t2c89n9g 合作學系組 

375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陳惠敏 https://svy.do/ueay2uly 合作學系組 

376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黃怡臻 https://svy.do/wi9gc4o3 合作學系組 

377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蘇婧瑜 https://svy.do/ff6r87h3 合作學系組 

378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楊創盛 https://svy.do/f6xmn80r 合作學系組 

379 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王瑋成 https://svy.do/8vwls8iq 合作學系組 

380 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孫靖雯 https://svy.do/qniwi5cy 合作學系組 

381 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張慈芳 https://svy.do/79d8hi06 合作學系組 

382 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張瓊錚 https://svy.do/nrfrom0o 合作學系組 

383 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劉語娟 https://svy.do/idtxdipa 合作學系組 

384 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蘇謙柔 https://svy.do/05swx2y4 合作學系組 

385 真理大學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 呂冠伶 https://svy.do/vfxau4bb 合作學系組 

386 真理大學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 李亭熙 https://svy.do/9cxbynzy 合作學系組 

387 真理大學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 林心昱 https://svy.do/vfe84gno 合作學系組 

388 真理大學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 郭家豪 https://svy.do/u4arrfag 合作學系組 

389 真理大學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 彭沛然 https://svy.do/2klsjfap 合作學系組 

390 真理大學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 鄭嘉萱 https://svy.do/k4c6yhhx 合作學系組 

391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王彩玲 https://svy.do/bd4cjqdi 合作學系組 

392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林芷筠 https://svy.do/zzwh44pi 合作學系組 

393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陳奕翔 https://svy.do/csf7d2dc 合作學系組 

394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葉子辰 https://svy.do/bb1fi79e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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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顏郁庭 https://svy.do/hxwzw3r1 合作學系組 

396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邱浩禎 https://svy.do/r19xbiqm 合作學系組 

397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范致維 https://svy.do/v6zcotub 合作學系組 

398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陳怡均 https://svy.do/xae8lfdc 合作學系組 

399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黃子瑜 https://svy.do/etgs400o 合作學系組 

400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廖翔偉 https://svy.do/fv0xagaz 合作學系組 

401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魏詩軒 https://svy.do/54n3pdww 合作學系組 

402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胡竣傑 https://svy.do/cyj8yqg1 合作學系組 

403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夏瀅瀅 https://svy.do/lb3vmzik 合作學系組 

404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游仲喆 https://svy.do/imzksfvq 合作學系組 

405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蔡政樺 https://svy.do/rue7ue0y 合作學系組 

406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萬立照 https://svy.do/btbt7z2a 合作學系組 

407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李昀虹 https://svy.do/erwtcts4 合作學系組 

408 蘭陽技術學院 健康休閒管理系 吳怡真 https://svy.do/c558hacz 合作學系組 

409 蘭陽技術學院 健康休閒管理系 李瑜萱 https://svy.do/xufin49e 合作學系組 

410 蘭陽技術學院 健康休閒管理系 卓佳儀 https://svy.do/uxv5kiiz 合作學系組 

411 蘭陽技術學院 健康休閒管理系 祝敬喬 https://svy.do/vi5mq2v5 合作學系組 

412 蘭陽技術學院 健康休閒管理系 陳宜吟 https://svy.do/jqc98ucc 合作學系組 

413 蘭陽技術學院 健康休閒管理系 羅博議 https://svy.do/6i2vrvm0 合作學系組 

414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視光學科 古怡諠 https://svy.do/izxz81p2 合作學系組 

415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視光學科 林沛緹 https://svy.do/cgguv5vp 合作學系組 

416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視光學科 徐詩涵 https://svy.do/17ad0mty 合作學系組 

417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視光學科 游平梅 https://svy.do/gn60z3co 合作學系組 

418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視光學科 鍾玟晏 https://svy.do/pmhi1nne 合作學系組 

419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視光學科 簡妏耘 https://svy.do/avvn0t03 合作學系組 

420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王嗣閔 https://svy.do/efesk42d 合作學系組 

421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林于淵 https://svy.do/a3g0u6ir 合作學系組 

422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林奇翰 https://svy.do/jedh6g17 合作學系組 

423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梁予綸 https://svy.do/clw9kg3w 合作學系組 

424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陳鈺安 https://svy.do/u72ju582 合作學系組 

425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鄭宇峻 https://svy.do/6g2ezl53 合作學系組 

426 臺北市立大學 水上運動學系 楊邵予 https://svy.do/daloyec2 合作學系組 

427 臺北市立大學 水上運動學系 張宇智 https://svy.do/vdodox00 合作學系組 

428 臺北市立大學 衛生福利學系 江靜涵 https://svy.do/5lbm8azw 合作學系組 

429 臺北市立大學 衛生福利學系 李依璇 https://svy.do/u1b3ru9d 合作學系組 

430 臺北市立大學 衛生福利學系 周嘉慧 https://svy.do/4gao0g2j 合作學系組 

431 臺北市立大學 衛生福利學系 張家瑀 https://svy.do/ggvhoeiw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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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臺北市立大學 衛生福利學系 謝淇安 https://svy.do/7tm79kz2 合作學系組 

433 臺北市立大學 衛生福利學系 羅勻 https://svy.do/frna2b4p 合作學系組 

434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劉玟儀 https://svy.do/9pc6e6jx 合作學系組 

435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廖子寧 https://svy.do/ucfj5og8 合作學系組 

436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林詰珊 https://svy.do/cvcnra61 合作學系組 

437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蘇元貞 https://svy.do/kd5ot83s 合作學系組 

438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林煖容 https://svy.do/rlzazkbd 合作學系組 

439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陳佳欣 https://svy.do/sw5bi1aj 合作學系組 

440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石珮毓 https://svy.do/uqlr21hu 合作學系組 

441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王文伶 https://svy.do/crohfs85 合作學系組 

442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杜佩純 https://svy.do/edl7d99m 合作學系組 

443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吳靖蓉 https://svy.do/pflsmes2 合作學系組 

444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郭又嘉 https://svy.do/4v8ajuzt 合作學系組 

445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翁兆樑 https://svy.do/soam7m3w 合作學系組 

446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劉祉岑 https://svy.do/rmsk0tum 合作學系組 

447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陳品翰 https://svy.do/e1cbnmhn 合作學系組 

448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煌棋 https://svy.do/t90yxsd1 合作學系組 

449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簡啟祥 https://svy.do/q9q00p9g 合作學系組 

450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黃彥綸 https://svy.do/vegxpswc 合作學系組 

451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鄭立儀 https://svy.do/8s5dtk1f 合作學系組 

45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吳東泰 https://svy.do/m5uzax8k 合作學系組 

45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張銘一 https://svy.do/6gzr5guz 合作學系組 

45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汪晏如 https://svy.do/06h3sa4m 合作學系組 

45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黃詠璘 https://svy.do/05s7g7up 合作學系組 

45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王薇綺 https://svy.do/989391oe 合作學系組 

45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楊芷嫣 https://svy.do/gud77zat 合作學系組 

45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劉育汝 https://svy.do/jmjiqqun 合作學系組 

45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李郁辰 https://svy.do/936cm76a 合作學系組 

46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蕭翌婷 https://svy.do/ogn8xw8d 合作學系組 

46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朱安琪 https://svy.do/1vfzzjzn 合作學系組 

46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張瑞樺 https://svy.do/f10vu0jv 合作學系組 

46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吳盼禛 https://svy.do/5sbq573y 合作學系組 

464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陳姵蓉 https://svy.do/zzs75eik 合作學系組 

465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湯程皓 https://svy.do/q6b60cu7 合作學系組 

466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陳乃宇 https://svy.do/rbnby42r 合作學系組 

467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賴奕婷 https://svy.do/3ho1rox7 合作學系組 

468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陳亭君 https://svy.do/0vael9q9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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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陳沛晴 https://svy.do/6smjet3v 合作學系組 

470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白郁綺 https://svy.do/db5d58ux 合作學系組 

47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林姿妤 https://svy.do/nu2j2kma 合作學系組 

47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蔣永琦 https://svy.do/ogcshv8r 合作學系組 

47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王文娟 https://svy.do/n7hslip3 合作學系組 

47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艾欣樺 https://svy.do/lo62t98l 合作學系組 

47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許承涵 https://svy.do/ozzsxm0c 合作學系組 

476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系 林玟秀 https://svy.do/7ymi0r6d 合作學系組 

477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系 魏鈺臻 https://svy.do/jrycby5e 合作學系組 

478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系 林芳羽 https://svy.do/9d4t309t 合作學系組 

479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系 鄧芸其 https://svy.do/vy3ixvao 合作學系組 

480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系 范雪琴 https://svy.do/poy2uaw3 合作學系組 

48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系 吳宜蓁 https://svy.do/b5r967we 合作學系組 

482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乃瑄 https://svy.do/05zmo4xu 合作學系組 

483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柔滋 https://svy.do/a2t245za 合作學系組 

484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薛悅伶 https://svy.do/izw42euj 合作學系組 

485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吳晨嫣 https://svy.do/ayj6fd0m 合作學系組 

486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楊學斌 https://svy.do/ujvpe04q 合作學系組 

487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吳忻穎 https://svy.do/o786ol5s 合作學系組 

488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邱可柔 https://svy.do/3px81s7l 合作學系組 

489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陳博揚 https://svy.do/sbumkk43 合作學系組 

490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黃金鳳 https://svy.do/17bn8f7x 合作學系組 

491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彭子晏 https://svy.do/yvee505l 合作學系組 

492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陳眉君 https://svy.do/gh2g3tyc 合作學系組 

493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劉又愷 https://svy.do/xxzbpawh 合作學系組 

494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柯媛蒨 https://svy.do/mclcpdk5 合作學系組 

495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彭琦雁 https://svy.do/1kng317v 合作學系組 

496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楊正成 https://svy.do/emcfge1i 合作學系組 

497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張登翔 https://svy.do/no2fvt2b 合作學系組 

498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張倪爵 https://svy.do/8pd5twrj 合作學系組 

499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邱慶家 https://svy.do/ike8cvqy 合作學系組 

500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戴嘉 https://svy.do/ib3fdkuz 合作學系組 

501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林念穎 https://svy.do/en1xthvy 合作學系組 

502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黃登威 https://svy.do/y3ze49af 合作學系組 

503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陳佳琳 https://svy.do/0hnm1y51 合作學系組 

504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江兆凱 https://svy.do/e6w2gyin 合作學系組 

505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劉康恩 https://svy.do/yy9r9g16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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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林慈靜 https://svy.do/1njs2cto 合作學系組 

507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江佩芝 https://svy.do/k5oyo99g 合作學系組 

508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張百岳 https://svy.do/w13odd3l 合作學系組 

509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王傳硯 https://svy.do/cevmrrf1 合作學系組 

510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莊詠婕 https://svy.do/4mxh4bq2 合作學系組 

51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許淑玲 https://svy.do/ysy3diew 合作學系組 

51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黃子軒 https://svy.do/nc6y7hql 合作學系組 

51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蔡浩洋 https://svy.do/x5qsilp4 合作學系組 

514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羅宇皓 https://svy.do/ra0olbw1 合作學系組 

515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蕭匯璇 https://svy.do/4fwd9u6u 合作學系組 

516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李晨瑜 https://svy.do/jv5m5ar1 合作學系組 

517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張筠婕 https://svy.do/t042r4vm 合作學系組 

518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陳雯萱 https://svy.do/oias1vcy 合作學系組 

519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熊妘庭 https://svy.do/euvufu21 合作學系組 

520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許旭銓 https://svy.do/y55jzocg 合作學系組 

52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吳欣芸 https://svy.do/4bqmjnsz 合作學系組 

52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張瑀容 https://svy.do/p6u48r3t 合作學系組 

52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陳孝宗 https://svy.do/2tgnn0aq 合作學系組 

524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李明娟 https://svy.do/jev10lhl 合作學系組 

525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雅慧 https://svy.do/sr2vso9p 合作學系組 

526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洪家欣 https://svy.do/k6x269k6 合作學系組 

527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傅筱芸 https://svy.do/j5c17qm2 合作學系組 

528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吳永成 https://svy.do/k4kiix06 合作學系組 

529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簡綾箴 https://svy.do/fksxmdxv 合作學系組 

530 逢甲大學 商學進修系 李嘉仁 https://svy.do/i5vb3g9d 合作學系組 

531 逢甲大學 商學進修系 黃巧莉 https://svy.do/6g7ltjc4 合作學系組 

532 逢甲大學 商學進修系 吳若宇 https://svy.do/9pe0y751 合作學系組 

533 逢甲大學 商學進修系 黃義婷 https://svy.do/xkivzwmj 合作學系組 

534 逢甲大學 商學進修系 周家楹 https://svy.do/nlyidq4e 合作學系組 

535 逢甲大學 商學進修系 林佳蓉 https://svy.do/kyxa2r6w 合作學系組 

536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陳思妤 https://svy.do/l4ny1ejx 合作學系組 

537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許珈華 https://svy.do/zqlhlpn5 合作學系組 

538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沈采妮 https://svy.do/7duwq5yk 合作學系組 

539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吳進堂 https://svy.do/0u7kj0sb 合作學系組 

540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戴昆豫 https://svy.do/9n6prq4x 合作學系組 

541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蔡雅淇 https://svy.do/te0kuruv 合作學系組 

542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周柏言 https://svy.do/zgy1aftt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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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賴信銓 https://svy.do/9tifubpx 合作學系組 

544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魏昶泰 https://svy.do/z03dr158 合作學系組 

545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楊千慧 https://svy.do/22k5azq9 合作學系組 

546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陳佳佑 https://svy.do/aoj030t1 合作學系組 

547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張翊晟 https://svy.do/of1w550f 合作學系組 

548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蘇暐勛 https://svy.do/aairmehg 合作學系組 

549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簡柏旻 https://svy.do/oaql3fcx 合作學系組 

550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龐舒勻 https://svy.do/3i64ltd5 合作學系組 

551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江沛盈 https://svy.do/svmovtdr 合作學系組 

552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鍾沂錚 https://svy.do/gdc23gw9 合作學系組 

553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蔡家汸 https://svy.do/un5ce1dt 合作學系組 

554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張太龍 https://svy.do/fk7wetje 合作學系組 

555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林明燕 https://svy.do/ju74se31 合作學系組 

556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王珮軒 https://svy.do/vi5jbymi 合作學系組 

557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邱兆緯 https://svy.do/vxg77tcq 合作學系組 

558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顏嘉儒 https://svy.do/98nvr5ky 合作學系組 

559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廖昱翔 https://svy.do/gd7sfugf 合作學系組 

560 靜宜大學 財務工程學系 盧怡如 https://svy.do/qris2hgf 合作學系組 

561 靜宜大學 財務工程學系 楊雅淇 https://svy.do/k89f4eye 合作學系組 

562 靜宜大學 財務工程學系 陳廷誌 https://svy.do/06kwrcl8 合作學系組 

563 靜宜大學 財務工程學系 劉建廷 https://svy.do/tvlhu3bt 合作學系組 

564 靜宜大學 財務工程學系 鄭惟心 https://svy.do/k1jw7iof 合作學系組 

565 靜宜大學 財務工程學系 蔡慧娟 https://svy.do/8vavmbyr 合作學系組 

566 靜宜大學 資料科學暨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學系 章雅婷 https://svy.do/6i34w3jz 合作學系組 

567 靜宜大學 資料科學暨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學系 鄧安淇 https://svy.do/vn2h390z 合作學系組 

568 靜宜大學 資料科學暨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學系 張煒峻 https://svy.do/kyy3r781 合作學系組 

569 靜宜大學 資料科學暨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學系 袁彩萍 https://svy.do/swfwu79p 合作學系組 

570 靜宜大學 資料科學暨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學系 江蕙如 https://svy.do/vjo97imz 合作學系組 

571 靜宜大學 資料科學暨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學系 鍾佳靜 https://svy.do/ev3oh0gi 合作學系組 

572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王子勻 https://svy.do/vuv4pbaw 合作學系組 

573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黃秀慧 https://svy.do/1ndj8z4v 合作學系組 

574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胡靜如 https://svy.do/uzjkfxaz 合作學系組 

575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廖珮雯 https://svy.do/twj37xbw 合作學系組 

576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吳霈緹 https://svy.do/w98r1obm 合作學系組 

577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簡翌倩 https://svy.do/dwwpo2dr 合作學系組 

578 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周佩瑜 https://svy.do/gbwha9pg 合作學系組 

579 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温瑞屏 https://svy.do/2f34bzbo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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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楊淨淳 https://svy.do/43dj73tn 合作學系組 

581 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黃郁閔 https://svy.do/g95qpk74 合作學系組 

582 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江子涵 https://svy.do/cjkbkrfa 合作學系組 

583 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蔡彩騏 https://svy.do/681u3ugi 合作學系組 

584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詹嘉軒 https://svy.do/p6in8jha 合作學系組 

585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蔡岳真 https://svy.do/px4hdwva 合作學系組 

586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張群翊 https://svy.do/lk9j4usx 合作學系組 

587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柯婉婷 https://svy.do/udpkh9nn 合作學系組 

588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謝儀欣 https://svy.do/2ilpsahb 合作學系組 

589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林宗憲 https://svy.do/wzaypwvk 合作學系組 

590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陳怡廷 https://svy.do/8wnecob0 合作學系組 

591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吳惠琪 https://svy.do/kxri7sqz 合作學系組 

592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李育萱 https://svy.do/54rwh81j 合作學系組 

593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魏簡玉如 https://svy.do/j5ykrjwi 合作學系組 

594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林怡伶 https://svy.do/d03wa3gx 合作學系組 

595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黃子芸 https://svy.do/swrmxmcw 合作學系組 

596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褚芸瑄 https://svy.do/58iusirf 合作學系組 

597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陳奕蓓 https://svy.do/v08u1cuz 合作學系組 

598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曾雨歡 https://svy.do/nv89328b 合作學系組 

599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李姿儀 https://svy.do/mdgvat6j 合作學系組 

600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王芮嘉 https://svy.do/gkb8vadn 合作學系組 

601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黃立杰 https://svy.do/z0cxlm8i 合作學系組 

602 朝陽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陳佳禎 https://svy.do/rzzg1qdt 合作學系組 

603 朝陽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王思華 https://svy.do/fq2vt6u2 合作學系組 

604 朝陽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張育禎 https://svy.do/nlwkbevy 合作學系組 

605 朝陽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楊欣諭 https://svy.do/9yuy82co 合作學系組 

606 朝陽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温翊婷 https://svy.do/r3uzky96 合作學系組 

607 朝陽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李慧玲 https://svy.do/17hbwdab 合作學系組 

608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廖珮雯 https://svy.do/0ny2n0ps 合作學系組 

609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林俞均 https://svy.do/gw8y8668 合作學系組 

610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梁心芸 https://svy.do/ds4ionfj 合作學系組 

611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賴育琪 https://svy.do/2h62l98w 合作學系組 

612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凃博荃 https://svy.do/n08wp6rv 合作學系組 

613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林怡君 https://svy.do/52qpmr27 合作學系組 

614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翁一峯 https://svy.do/n9glh7rx 合作學系組 

615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許淯琇 https://svy.do/qu9m817b 合作學系組 

616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李品儀 https://svy.do/c3lxbuge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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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謝承佑 https://svy.do/gph3qnpo 合作學系組 

618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郭昱呈 https://svy.do/qixs2le1 合作學系組 

619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徐佳岑 https://svy.do/5hq273kb 合作學系組 

620 南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鍾桂茹 https://svy.do/kkd530zb 合作學系組 

621 南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楊郁慈 https://svy.do/sa9km1q6 合作學系組 

622 南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高芷涵 https://svy.do/g1zvtvcy 合作學系組 

623 南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沈冠妤 https://svy.do/kt1ugr4c 合作學系組 

624 南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陳婕妤 https://svy.do/h8bkwo09 合作學系組 

625 南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夏儷純 https://svy.do/opjmcmua 合作學系組 

626 弘光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系 彭詩芸 https://svy.do/hmc27jo9 合作學系組 

627 弘光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系 何芝穎  https://svy.do/dbwms669 合作學系組 

628 弘光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系 林苡辰 https://svy.do/c4rnliv3 合作學系組 

629 弘光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系 張純婉 https://svy.do/g4kkf46h 合作學系組 

630 弘光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系 黃沚勻 https://svy.do/s568so4n 合作學系組 

631 弘光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系 范文馨 https://svy.do/jw7smnd6 合作學系組 

632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詹郁暄 https://svy.do/35mzhp37 合作學系組 

633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楊芊芷 https://svy.do/neueofcx 合作學系組 

634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張睿宸 https://svy.do/6uwbtkb4 合作學系組 

635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蔡沛霖 https://svy.do/5tcc2fj2 合作學系組 

636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楊晴雅 https://svy.do/m4g76crt 合作學系組 

637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李婕寧 https://svy.do/1pufjasz 合作學系組 

638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林婷榆 https://svy.do/ybfaguth 合作學系組 

639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程仲毅 https://svy.do/5wgf0t45 合作學系組 

640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李文瑄 https://svy.do/5gm3t4ee 合作學系組 

641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陳莉筠 https://svy.do/umi12za5 合作學系組 

642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陳勝豪 https://svy.do/gjvt9pt8 合作學系組 

643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林政輝 https://svy.do/w9l59ltx 合作學系組 

644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劉佳欣 https://svy.do/q3zo8x6f 合作學系組 

645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邱純禎 https://svy.do/qd8h4w0i 合作學系組 

646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張姿瑩 https://svy.do/ahxjkids 合作學系組 

647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周煒 https://svy.do/7ni7dw0i 合作學系組 

648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葉俐君 https://svy.do/kdkcdmg8 合作學系組 

649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彭雯君 https://svy.do/x0aefbkd 合作學系組 

650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塗鈺瑄 https://svy.do/6u4jiv0v 合作學系組 

651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李修慧 https://svy.do/5gfatecn 合作學系組 

652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洪意婷 https://svy.do/1mg7tblg 合作學系組 

653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傅崑展 https://svy.do/o4o3lyhe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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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張皓宜 https://svy.do/a96jqjmf 合作學系組 

655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張鑫 https://svy.do/aqmfauln 合作學系組 

656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林彩微 https://svy.do/7g7b25ad 合作學系組 

657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張景筑 https://svy.do/28q9p4iy 合作學系組 

658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林芳如 https://svy.do/kz0yiscu 合作學系組 

659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蘇靖翔 https://svy.do/ohwmy3ao 合作學系組 

660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楊翔茹 https://svy.do/ewpa0gu0 合作學系組 

661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蔡沛肜 https://svy.do/r69l3ctt 合作學系組 

662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許家瑜 https://svy.do/na35p9ep 合作學系組 

663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鄧懿辰 https://svy.do/eusyxrp0 合作學系組 

664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陳俞安 https://svy.do/4z9xozht 合作學系組 

665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陳子靜 https://svy.do/rglr4jod 合作學系組 

666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劉彥岑 https://svy.do/53wxqkkf 合作學系組 

667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鄭傳學 https://svy.do/m9xs0uqh 合作學系組 

668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胡家銘 https://svy.do/tvffz2x9 合作學系組 

669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毛嘉宜 https://svy.do/druxr0p7 合作學系組 

670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陳怡璇 https://svy.do/g30df5yx 合作學系組 

671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育成 https://svy.do/n0v9w9ap 合作學系組 

672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豊維 https://svy.do/09b3kf0t 合作學系組 

673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吳雅婷 https://svy.do/kk2mp880 合作學系組 

674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王子姸 https://svy.do/r8h5m2oi 合作學系組 

675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蘇鈺茹 https://svy.do/kf06dk67 合作學系組 

676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曾佩淳 https://svy.do/27ptzddv 合作學系組 

677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羅孟宣 https://svy.do/x9ds2a17 合作學系組 

678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陳俊任 https://svy.do/rx16qv3m 合作學系組 

679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劉家寧 https://svy.do/k8ujokq8 合作學系組 

680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吳孟玲 https://svy.do/q3st9gz3 合作學系組 

681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賴亭妤 https://svy.do/jqo5mf65 合作學系組 

682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張桂鵑 https://svy.do/6t8u84os 合作學系組 

683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盧維濬 https://svy.do/gwlzwkue 合作學系組 

684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侯翔文 https://svy.do/uo8ahj1d 合作學系組 

685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尤尹廷 https://svy.do/582repiq 合作學系組 

686 環球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張家佳 https://svy.do/ndx87rqb 合作學系組 

687 環球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沈永騰 https://svy.do/1dlntpx4 合作學系組 

688 環球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張瀞心 https://svy.do/p69yq33n 合作學系組 

689 環球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何玟琳 https://svy.do/abyfqpi3 合作學系組 

690 環球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許涵茜 https://svy.do/xfkhx2ma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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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 環球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洪振齊 https://svy.do/d04uhhdc 合作學系組 

692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香淇 https://svy.do/vejaqyv1 合作學系組 

693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李依臻 https://svy.do/e6zjvep4 合作學系組 

694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蔡佩伶 https://svy.do/m94hs55g 合作學系組 

695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欣柔 https://svy.do/wuelj7yr 合作學系組 

696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建兌 https://svy.do/g594cs5l 合作學系組 

697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劉君萍 https://svy.do/9tbiyny5 合作學系組 

698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美容保健科 沈珈薇 https://svy.do/xn5dcf6m 合作學系組 

699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美容保健科 林祜妃 https://svy.do/t3t8d947 合作學系組 

700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美容保健科 莊嘉恩 https://svy.do/gpgg4ujm 合作學系組 

701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美容保健科 朱家禾 https://svy.do/bk71sssw 合作學系組 

702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美容保健科 陳書巧 https://svy.do/mspyem62 合作學系組 

703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美容保健科 章書瑜 https://svy.do/antrad68 合作學系組 

704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郭郁婷 https://svy.do/xcud70gn 合作學系組 

705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蔡曼婷 https://svy.do/ujli3i3b 合作學系組 

706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何宛庭 https://svy.do/2w3po0vp 合作學系組 

707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愷懿 https://svy.do/gv4ixid1 合作學系組 

708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王晨妍 https://svy.do/cs6flwph 合作學系組 

709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楊宗翰 https://svy.do/3rkfmxob 合作學系組 

710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邱聖軒 https://svy.do/81jpfwms 合作學系組 

711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王鈺翔 https://svy.do/1wqc3d6r 合作學系組 

712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許茗傑 https://svy.do/pzqlb1fb 合作學系組 

713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鄭淇云 https://svy.do/r0xf86b8 合作學系組 

714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黃盈華 https://svy.do/j2xveewn 合作學系組 

715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王慧雯 https://svy.do/olc5si6n 合作學系組 

716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凱輝 https://svy.do/kn4m2iqf 合作學系組 

717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羅元辰 https://svy.do/9rk03lo5 合作學系組 

718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杜佳耘 https://svy.do/159cga81 合作學系組 

719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巫翌蓁 https://svy.do/kyab20g6 合作學系組 

720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林辰効 https://svy.do/8v9tahu5 合作學系組 

721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李湘湄 https://svy.do/epaubnxs 合作學系組 

722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顏妙慎 https://svy.do/6hq19dwl 合作學系組 

723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曾佳盈 https://svy.do/9hqzorrh 合作學系組 

724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林姿筠 https://svy.do/d7q26psz 合作學系組 

725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許芳欣 https://svy.do/igp72uoq 合作學系組 

726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岑怡忻 https://svy.do/8ghx2t82 合作學系組 

727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黃伯智 https://svy.do/z128k3vr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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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王薇琳 https://svy.do/5j0ihcdz 合作學系組 

729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廖七分 https://svy.do/dh2xoj43 合作學系組 

730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王新賦 https://svy.do/dfx475ac 合作學系組 

731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張芷菱 https://svy.do/ye2eqn96 合作學系組 

732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王郁婷 https://svy.do/1d6xl5t5 合作學系組 

733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林方瑜 https://svy.do/ewx110z8 合作學系組 

73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刁筠容 https://svy.do/tll7aqzl 合作學系組 

73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李珮綸 https://svy.do/0nfemojs 合作學系組 

73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歐陽慶輝 https://svy.do/xqzsats3 合作學系組 

73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陳思妤 https://svy.do/eoa0wig1 合作學系組 

738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劉芷含 https://svy.do/8mk0y3bu 合作學系組 

73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黃玉清 https://svy.do/h7yvp9bp 合作學系組 

740 國立屏東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陳韡承 https://svy.do/7f1rh6im 合作學系組 

741 國立屏東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張雅婕 https://svy.do/sl3y9wub 合作學系組 

742 國立屏東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歐悅晴 https://svy.do/ufn6talm 合作學系組 

743 國立屏東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何俊傑 https://svy.do/045phobw 合作學系組 

744 國立屏東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羅曼萍 https://svy.do/y30eu12u 合作學系組 

745 國立屏東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李易鴻 https://svy.do/tx76zanf 合作學系組 

746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金融資訊系 張亞恩 https://svy.do/72zft2eq 合作學系組 

747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金融資訊系 陳茹玉 https://svy.do/itjd1v1c 合作學系組 

748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金融資訊系 賴冠博 https://svy.do/8s850ffo 合作學系組 

749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金融資訊系 張心怡 https://svy.do/4b8y9drd 合作學系組 

750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金融資訊系 邱泓慈 https://svy.do/2q5x1z9q 合作學系組 

75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金融資訊系 林幸儀 https://svy.do/w5duvgd7 合作學系組 

752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 潘玟晴 https://svy.do/c5fi40dj 合作學系組 

75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 施欣佑 https://svy.do/nmwevjrm 合作學系組 

75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 廖春暉 https://svy.do/itxh3pf2 合作學系組 

75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 修佑晴 https://svy.do/stwig6s3 合作學系組 

756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 陳宥蓁 https://svy.do/wtqyo9or 合作學系組 

757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 劉沛晴 https://svy.do/la4no6e3 合作學系組 

758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曾湘淨 https://svy.do/xsyntllu 合作學系組 

759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劉名峰 https://svy.do/iv7y8876 合作學系組 

760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劉晏姍 https://svy.do/pdboogvu 合作學系組 

76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呂怡祺 https://svy.do/5nr2gztx 合作學系組 

762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冠宇 https://svy.do/gz0ufh44 合作學系組 

76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温子昀 https://svy.do/qg2mc2tj 合作學系組 

764 義守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黃祈瑄 https://svy.do/f2coam8a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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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 義守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藍雯雯 https://svy.do/m27m05bv 合作學系組 

766 義守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陳誼倫 https://svy.do/ty1b66jd 合作學系組 

767 義守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莊晴儒 https://svy.do/l7lnnp6u 合作學系組 

768 義守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謝雅麗 https://svy.do/ez9gf38n 合作學系組 

769 義守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張逢恩 https://svy.do/z4me5bk1 合作學系組 

770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 蔡亦婷 https://svy.do/er4abfxc 合作學系組 

771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 趙晏君 https://svy.do/ag7f3dgq 合作學系組 

772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 黃儀琳 https://svy.do/ewrni03a 合作學系組 

773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 黃耀弘 https://svy.do/416dfofl 合作學系組 

774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 林修萍 https://svy.do/jqev4cyi 合作學系組 

775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 莊賀程 https://svy.do/b2xs26m4 合作學系組 

776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 黃祺翔 https://svy.do/j4e5pam9 合作學系組 

777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 林翊媗 https://svy.do/rmnb5wbw 合作學系組 

778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 葉明駿 https://svy.do/9za1ett8 合作學系組 

779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 張珊菱 https://svy.do/8doa3k5b 合作學系組 

780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 許佳瑩 https://svy.do/isqek425 合作學系組 

781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 柯家閎 https://svy.do/1sl1efz0 合作學系組 

782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蘇筠晴 https://svy.do/nr6kromk 合作學系組 

783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廖曼彤 https://svy.do/9k78lfcx 合作學系組 

784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劉宸妤 https://svy.do/11zgw1ls 合作學系組 

785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陳妤郡 https://svy.do/a2khrzij 合作學系組 

786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李尚真 https://svy.do/semxwciv 合作學系組 

787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林郁如 https://svy.do/dysh32g6 合作學系組 

788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鄭舒文 https://svy.do/tmuql91v 合作學系組 

789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劉冠宏 https://svy.do/uooethw1 合作學系組 

790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林芹伊 https://svy.do/tabcq599 合作學系組 

791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簡雅玲 https://svy.do/kho9tsj1 合作學系組 

792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梁襄鈴 https://svy.do/c6qlo5sy 合作學系組 

793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黃俊達 https://svy.do/l1fre0mx 合作學系組 

794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邱惠敏 https://svy.do/sqfed0vx 合作學系組 

795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曹喻琦 https://svy.do/0njy88zv 合作學系組 

796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陳美茹 https://svy.do/2wufvupg 合作學系組 

797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林珈嬿 https://svy.do/7hsgrude 合作學系組 

798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崔峻豪 https://svy.do/71tpeqr6 合作學系組 

799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張秝榕 https://svy.do/vao42b29 合作學系組 

800 崑山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楊慈恩 https://svy.do/wl49002r 合作學系組 

801 崑山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蔡沛彤 https://svy.do/oxl6xnuu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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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 崑山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林育亘 https://svy.do/xmzyg1mk 合作學系組 

803 崑山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張舒涵 https://svy.do/jtjk5e9j 合作學系組 

804 崑山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傅姿綺 https://svy.do/u60b11yz 合作學系組 

805 崑山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蔡幸芸 https://svy.do/yp8ahvxh 合作學系組 

806 嘉南藥理大學 醫務管理系 蕭朝全 https://svy.do/2eqkry5t 合作學系組 

807 嘉南藥理大學 醫務管理系 薛宇哲 https://svy.do/oq0f9d84 合作學系組 

808 嘉南藥理大學 醫務管理系 葉欣純 https://svy.do/jbpih97c 合作學系組 

809 嘉南藥理大學 醫務管理系 陳憶玟 https://svy.do/sp7czaef 合作學系組 

810 嘉南藥理大學 醫務管理系 賈彥祺 https://svy.do/c3kmw48x 合作學系組 

811 嘉南藥理大學 醫務管理系 許晏滋 https://svy.do/3e1ngu10 合作學系組 

812 嘉南藥理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陳楷崴 https://svy.do/y2eoua5f 合作學系組 

813 嘉南藥理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黃歆純 https://svy.do/ck2cuic2 合作學系組 

814 嘉南藥理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陳婉君 https://svy.do/tq4wut6k 合作學系組 

815 嘉南藥理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陳昱潼 https://svy.do/m5q7ory7 合作學系組 

816 嘉南藥理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林美娟 https://svy.do/uabavo1h 合作學系組 

817 嘉南藥理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黃秋萍 https://svy.do/xeat4vce 合作學系組 

818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方俐文 https://svy.do/eicr2mzf 合作學系組 

819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林君洋 https://svy.do/2h7a4fpe 合作學系組 

820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林宥杉 https://svy.do/hcitx086 合作學系組 

821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羅文均 https://svy.do/0quanlds 合作學系組 

822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蘇怡萱 https://svy.do/y6calejc 合作學系組 

823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林百惠 https://svy.do/1cto0x0r 合作學系組 

824 樹德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盧玉芳 https://svy.do/xkytg407 合作學系組 

825 樹德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賴唯仁 https://svy.do/62pqn8m1 合作學系組 

826 樹德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齊孝軒 https://svy.do/362apd6r 合作學系組 

827 樹德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林哲玄 https://svy.do/z2cx61wn 合作學系組 

828 樹德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魏士程 https://svy.do/d0zj3k1e 合作學系組 

829 樹德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楊凱傑 https://svy.do/xo80nnmr 合作學系組 

830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許銘珊 https://svy.do/qbwa71p9 合作學系組 

831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蔣佳侑 https://svy.do/2hl1czgy 合作學系組 

832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林冠呈 https://svy.do/5rpxk8s0 合作學系組 

833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彭若絹 https://svy.do/zby8h14c 合作學系組 

834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劉宥辰 https://svy.do/px4ezgq8 合作學系組 

835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梁晏姈 https://svy.do/g97pdkeo 合作學系組 

836 樹德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林新儒 https://svy.do/513po9s4 合作學系組 

837 樹德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鄭尚璩 https://svy.do/pkczh7u3 合作學系組 

838 樹德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蘇戴媛 https://svy.do/9lh58kye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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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 樹德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張凱鈞 https://svy.do/gxilhxz9 合作學系組 

840 樹德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陳識閎 https://svy.do/n6jeokun 合作學系組 

841 樹德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黃品豪 https://svy.do/7hiar8qe 合作學系組 

842 長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施翔文 https://svy.do/322vsvwv 合作學系組 

843 長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黃雁蓁 https://svy.do/1umnzs8b 合作學系組 

844 長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黃柏叡 https://svy.do/vworymlj 合作學系組 

845 長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吳思璇 https://svy.do/i6xiiu4h 合作學系組 

846 長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劉叡瑄 https://svy.do/3ldp3hik 合作學系組 

847 長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天貴 https://svy.do/6n00clra 合作學系組 

848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張美莛 https://svy.do/u3r350e7 合作學系組 

849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蘭美華 https://svy.do/0wkg38m1 合作學系組 

850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林姸妏 https://svy.do/0kgr5q75 合作學系組 

851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楊沂瑋 https://svy.do/46bwika3 合作學系組 

852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翁嘉呈 https://svy.do/c7nwnjkk 合作學系組 

853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黃百嘉 https://svy.do/ils184tc 合作學系組 

854 正修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陳文駿 https://svy.do/ndns1xq3 合作學系組 

855 正修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陳品宏 https://svy.do/w9jyzbc4 合作學系組 

856 正修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洪雅筑 https://svy.do/gcbyw3rj 合作學系組 

857 正修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許馨如 https://svy.do/3d5dr6fi 合作學系組 

858 正修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莊佳瑜 https://svy.do/l6jgcelh 合作學系組 

859 正修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胡湘桾 https://svy.do/xdnw5k4q 合作學系組 

860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養生休閒管理學位學程 鄭庭瑜 https://svy.do/yrj1y35x 合作學系組 

86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養生休閒管理學位學程 蘇暄涵 https://svy.do/sjhvo8w6 合作學系組 

862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養生休閒管理學位學程 謝昀諮 https://svy.do/h5m4mjlv 合作學系組 

863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養生休閒管理學位學程 林思伶 https://svy.do/pzqsmm9z 合作學系組 

86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養生休閒管理學位學程 陳澔韋 https://svy.do/1hct4ws8 合作學系組 

865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養生休閒管理學位學程 林宜熾 https://svy.do/za8ncnb7 合作學系組 

866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蘇煒中 https://svy.do/hoi0tsxi 合作學系組 

867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黃彥綾 https://svy.do/wjeg7w3q 合作學系組 

868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吳承祐 https://svy.do/w94m3jxt 合作學系組 

869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莊佩穎 https://svy.do/982bcyrm 合作學系組 

870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楊淑婷 https://svy.do/5w9ub29n 合作學系組 

87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林宸羽 https://svy.do/8l2caleh 合作學系組 

872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林巧雯 https://svy.do/yf8ps5ma 合作學系組 

873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買郁欣 https://svy.do/163mhb6g 合作學系組 

87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卓玟廷 https://svy.do/plm27dn2 合作學系組 

875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葉晏淩 https://svy.do/c6qn1o78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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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林雅芬 https://svy.do/ykfxd3hc 合作學系組 

877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翁詩芹 https://svy.do/vl2yo1bq 合作學系組 

878 美和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林詩涵 https://svy.do/gjcbq415 合作學系組 

879 美和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鄭柏哖 https://svy.do/d2t9imnb 合作學系組 

880 美和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曾鈺珊 https://svy.do/2btvqjp2 合作學系組 

881 美和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高昊祖 https://svy.do/wpivg6ak 合作學系組 

882 美和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林海燕 https://svy.do/i76gs8li 合作學系組 

883 美和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温子毅 https://svy.do/fni4u9oz 合作學系組 

884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 陳怡葳 https://svy.do/hi8jsqyh 合作學系組 

885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 林明瑾 https://svy.do/m5zmhfik 合作學系組 

886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 張惠萍 https://svy.do/madhgw3t 合作學系組 

887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 王邦榆 https://svy.do/7xffvn2d 合作學系組 

888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 廖昱翔 https://svy.do/c2s9xy4g 合作學系組 

889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 陳鈺珊 https://svy.do/4t1a6t4w 合作學系組 

890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朱恩嫻 https://svy.do/qnqsg16g 合作學系組 

891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鄭期元 https://svy.do/xsylsy0d 合作學系組 

892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李姿穎 https://svy.do/tmiqjo6p 合作學系組 

893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高逢澧 https://svy.do/t7dx3h9c 合作學系組 

894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冀安元 https://svy.do/811djwdt 合作學系組 

895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佑蓉 https://svy.do/gs8tf2p0 合作學系組 

896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劉欣華 https://svy.do/lmexmka3 合作學系組 

897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鄭民鴻 https://svy.do/1jf5beta 合作學系組 

898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方柔舜 https://svy.do/cyo5ce7h 合作學系組 

899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曾景郁 https://svy.do/40z8nwfq 合作學系組 

900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蔡沛慈 https://svy.do/ru09te79 合作學系組 

901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許于娟 https://svy.do/2vumbwda 合作學系組 

902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胡雅媛 https://svy.do/9j2kbg8x 合作學系組 

903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李一諺 https://svy.do/k3proskm 合作學系組 

904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楊博欽 https://svy.do/em5tw8oh 合作學系組 

905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蘇欣鈺 https://svy.do/yn6fofzm 合作學系組 

906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賴宸笙 https://svy.do/y202d0rs 合作學系組 

907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戴沁晞 https://svy.do/57jlt82s 合作學系組 

908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林欐瑛 https://svy.do/3ksphk3x 合作學系組 

909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江姿穎 https://svy.do/5lzraro1 合作學系組 

910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張庭愷 https://svy.do/2zpnuxsa 合作學系組 

911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游祐寧 https://svy.do/oow71tzh 合作學系組 

912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許怡婷 https://svy.do/7up8t72j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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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郎冠儒 https://svy.do/ela66v8j 合作學系組 

914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徐鈺珊 https://svy.do/0rcidpws 合作學系組 

915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游婕安 https://svy.do/04vltvgg 合作學系組 

916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胡英雅 https://svy.do/dv8xervs 合作學系組 

917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洪英惠 https://svy.do/8zzkrtlu 合作學系組 

918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蔡念妤 https://svy.do/cg1gzsxp 合作學系組 

919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林瀅榆 https://svy.do/zpw3oztm 合作學系組 

920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黃郁倫 https://svy.do/7abxnb92 合作學系組 

921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楊珺堯 https://svy.do/yrn8ig8e 合作學系組 

922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陳冠廷 https://svy.do/22mwiyp0 合作學系組 

923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游棕覲 https://svy.do/kgxg6v77 合作學系組 

924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陳宥銨 https://svy.do/66s8oq8e 合作學系組 

925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洪于婷 https://svy.do/mmdakqjm 合作學系組 

926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張云 https://svy.do/fh0ndgq1 合作學系組 

927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洪郡澤 https://svy.do/ajnw743b 合作學系組 

928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莊子德 https://svy.do/2mtdvmgj 合作學系組 

929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林大洋 https://svy.do/9jixtoat 合作學系組 

930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吳浩誠 https://svy.do/emrofx99 合作學系組 

931 開南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賴彥妤 https://svy.do/p94siv0i 合作學系組 

932 開南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黃筱甯 https://svy.do/gjofy29l 合作學系組 

933 開南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馮瑞 https://svy.do/ofhff1iy 合作學系組 

934 開南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蔣瓊儀 https://svy.do/14zl55sb 合作學系組 

935 開南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沈云淇 https://svy.do/rzdweg2g 合作學系組 

936 開南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陳圓圓 https://svy.do/hclhtea9 合作學系組 

937 醒吾科技大學 理財經營管理系 張宜茹 https://svy.do/xochc8c2 合作學系組 

938 醒吾科技大學 理財經營管理系 羅劍琴 https://svy.do/uemwjzgg 合作學系組 

939 醒吾科技大學 理財經營管理系 石錦娟 https://svy.do/fvsm7g1r 合作學系組 

940 醒吾科技大學 理財經營管理系 羅庭萱 https://svy.do/5tyn334w 合作學系組 

941 醒吾科技大學 理財經營管理系 曹郁婕 https://svy.do/uugiqfg6 合作學系組 

942 醒吾科技大學 理財經營管理系 施佩君 https://svy.do/x7qqtc93 合作學系組 

943 健行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 李易蓉 https://svy.do/8oyyerg4 合作學系組 

944 健行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 彭怡靜 https://svy.do/bsa8yubp 合作學系組 

945 健行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 邱莉媛 https://svy.do/ltgsprmc 合作學系組 

946 健行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 王欣曄 https://svy.do/98wx9wci 合作學系組 

947 健行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 蔡淳宇 https://svy.do/thyaam5x 合作學系組 

948 健行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 黃品涵 https://svy.do/2rs9zlq9 合作學系組 

949 健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張子翔 https://svy.do/mwbn5tug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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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 健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陳琬羚 https://svy.do/1xhj8o7b 合作學系組 

951 健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沈沛汎 https://svy.do/xe91n1ig 合作學系組 

952 健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胡俊偉 https://svy.do/ekjuy6wt 合作學系組 

953 健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林民翔 https://svy.do/6jsyufja 合作學系組 

954 健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徐政齊 https://svy.do/ppxsg9jm 合作學系組 

955 健行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吳盈萱 https://svy.do/203q7w1c 合作學系組 

956 健行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黃安琪 https://svy.do/1khew86s 合作學系組 

957 健行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陳亦辰 https://svy.do/t9ii1vsh 合作學系組 

958 健行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孟慶宇 https://svy.do/ajqxiih9 合作學系組 

959 健行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周浩汶 https://svy.do/niu8faca 合作學系組 

960 健行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李冠學 https://svy.do/8a8jdhg7 合作學系組 

961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王博萱 https://svy.do/02xadyjh 合作學系組 

962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簡欣美 https://svy.do/qmmirijp 合作學系組 

96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魏嘉萱 https://svy.do/ehuo29ce 合作學系組 

964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林芷亭 https://svy.do/zev23cr8 合作學系組 

965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董雨軒 https://svy.do/7oxr84gu 合作學系組 

966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楊哲宇 https://svy.do/1ro89396 合作學系組 

967 育達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劉佩吟 https://svy.do/gvb2f6rd 合作學系組 

968 育達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馮韋中 https://svy.do/plw1jpkz 合作學系組 

969 育達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廖呈豪 https://svy.do/unb17ouk 合作學系組 

970 明新科技大學 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 何佩軒 https://svy.do/p3mhc9re 合作學系組 

971 明新科技大學 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 江嘉瑜 https://svy.do/btdfgpbf 合作學系組 

972 明新科技大學 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 陳亭羽 https://svy.do/46ppxyb5 合作學系組 

973 明新科技大學 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 黃安怡 https://svy.do/i13xq5ix 合作學系組 

974 明新科技大學 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 賴嘉玟 https://svy.do/ewpgi05g 合作學系組 

975 明新科技大學 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 林征緯 https://svy.do/88lhahjn 合作學系組 

976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戴家馨 https://svy.do/v3s0fzrj 合作學系組 

977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徐雅汶 https://svy.do/357l1o46 合作學系組 

978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潘旻均 https://svy.do/dim9vv1t 合作學系組 

979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倪沛廷 https://svy.do/dqoctwjn 合作學系組 

980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李鈺婷 https://svy.do/olv32l4t 合作學系組 

981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湘婷 https://svy.do/r62zc0v1 合作學系組 

982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黃蓉 https://svy.do/7p76nd0u 合作學系組 

98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翁郁媗 https://svy.do/wo4qdfqu 合作學系組 

984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李怡庭 https://svy.do/mc37xvui 合作學系組 

985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楊育樺 https://svy.do/uylustnj 合作學系組 

986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田聿廷 https://svy.do/nzlueynd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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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鍾鍾明蓁 https://svy.do/ec0ykqu3 合作學系組 

988 育達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王鈺昕 https://svy.do/q5jwkixa 合作學系組 

989 育達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劉庭雅 https://svy.do/vhm52vtv 合作學系組 

990 育達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朱玉珊 https://svy.do/9bop9he7 合作學系組 

991 育達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邱樹玉 https://svy.do/ldnuxd5j 合作學系組 

992 育達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子琇 https://svy.do/iiizlgd3 合作學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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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組 200 位學生，名單如下： 

編號 校名 科系 姓名 個人專屬活動網址 組別 

1 大葉大學 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 陳晋泰 https://svy.do/p271m9ll 活動組 

2 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魏鈺家 https://svy.do/1az9njzl 活動組 

3 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趙定 https://svy.do/xt2yi561 活動組 

4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蕭梓恩 https://svy.do/t6ovxhte 活動組 

5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吳彥輝 https://svy.do/mwstd3t0 活動組 

6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尤怡蒨 https://svy.do/x2q7wa6d 活動組 

7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曾雅頎 https://svy.do/ggdyq4rd 活動組 

8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謝宇杰 https://svy.do/nygkadhi 活動組 

9 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廖芷筠 https://svy.do/8c3te4ie 活動組 

10 中原大學 人文與教育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林忠竑 https://svy.do/unzzvmy3 活動組 

11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方鈺晏 https://svy.do/rdw5oter 活動組 

12 中原大學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陳品豪 https://svy.do/0ip5wd8h 活動組 

13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廖怡珊 https://svy.do/d7zgolm8 活動組 

14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古琇君 https://svy.do/fj01kctr 活動組 

15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王怡涵 https://svy.do/hy0e2tui 活動組 

16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王書惟 https://svy.do/knk9d66d 活動組 

17 中國文化大學 舞蹈學系 陳意茹 https://svy.do/9ksh651s 活動組 

18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余亮君 https://svy.do/ke7h50j1 活動組 

19 中國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陳羿伃 https://svy.do/ncm5l3iw 活動組 

20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蕭宇凡 https://svy.do/5rutbpzq 活動組 

21 元智大學 企業管理系 李姸慧 https://svy.do/1m31v85q 活動組 

22 元智大學 財務金融系 王璽量 https://svy.do/5cdcee8u 活動組 

23 元智大學 財務金融系 陳家亮 https://svy.do/d9s2kr6q 活動組 

24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事務系 蔡紫涵 https://svy.do/a80f51ex 活動組 

25 文藻外語大學 德國語文系 蘇靖岑 https://svy.do/k45iub3d 活動組 

26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張若薇 https://svy.do/7fkzr19v 活動組 

27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黃惟伸 https://svy.do/h8l2hi96 活動組 

28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余湘茵 https://svy.do/k25uw7nf 活動組 

29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蔡宜庭 https://svy.do/a9e90h69 活動組 

30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胡人尹 https://svy.do/pe5pts1d 活動組 

31 世新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呂佩倫 https://svy.do/4r8r6yia 活動組 

32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術系 劉品悅 https://svy.do/kkwze05u 活動組 

33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楊育華 https://svy.do/uug0j9fx 活動組 

34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黃名妤 https://svy.do/m4x75ur0 活動組 

35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康斐琇 https://svy.do/j61cnf6l 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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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正修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許竣程 https://svy.do/dw75ryyn 活動組 

37 正修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黃建文 https://svy.do/eqzwsc4m 活動組 

38 正修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科系 戚鳳庭 https://svy.do/gyv0ifao 活動組 

39 亞東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高浩智 https://svy.do/6tw8eqyk 活動組 

40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杜珮慈 https://svy.do/8vlrj5rg 活動組 

41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高婧琍 https://svy.do/olhmaz4a 活動組 

42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藍立倫 https://svy.do/2arczb8w 活動組 

43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吳彗綾 https://svy.do/ostnh64g 活動組 

44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顏潔湄 https://svy.do/gjsv5in3 活動組 

45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謝宛臻 https://svy.do/thpueeus 活動組 

46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顏子馨 https://svy.do/7gpv51ym 活動組 

47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蔡怡安 https://svy.do/q52mjlqg 活動組 

48 東海大學 會計系 顏于婷 https://svy.do/vz10v8cs 活動組 

49 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 余佳琪 https://svy.do/eky308up 活動組 

50 長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蔡和原 https://svy.do/tk51r0cw 活動組 

51 南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林子婷 https://svy.do/f7q3mcr4 活動組 

52 屏東大學 資訊工程 陳柏廷 https://svy.do/gp3weyqg 活動組 

53 建國科技大學 資訊與網路通訊系 張雅琦 https://svy.do/om9oto5s 活動組 

54 致理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劉怡琇 https://svy.do/8gi36qlo 活動組 

55 致理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賴玉秀 https://svy.do/s7rtlm2r 活動組 

56 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王宣㦤 https://svy.do/2ed2mmqi 活動組 

57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蘇綺安 https://svy.do/cgr2zebp 活動組 

58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郭詠佳 https://svy.do/odhty658 活動組 

59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蔡欣儒 https://svy.do/31a9tu45 活動組 

60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歐陽昱弘 https://svy.do/biqbxsz4 活動組 

61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趙宇涵 https://svy.do/agvv8l3x 活動組 

62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陳志韋 https://svy.do/5lvk2d2s 活動組 

63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王浩平 https://svy.do/gy9joy8v 活動組 

64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楊雅婷 https://svy.do/ifd8z13r 活動組 

65 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林承佑 https://svy.do/z488vrp9 活動組 

66 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王仲宜 https://svy.do/umlm2fv1 活動組 

67 國立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盧玠安 https://svy.do/yblav0tc 活動組 

68 國立成功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潘彥叡 https://svy.do/s5c09934 活動組 

69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楊沛樺 https://svy.do/e563ccoq 活動組 

70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管理 劉祐鑫 https://svy.do/8u2veser 活動組 

71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王巽雍 https://svy.do/m5ety8w2 活動組 

72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李郁晨 https://svy.do/ddex2nx8 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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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謝家馨 https://svy.do/xw5motod 活動組 

7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吳芫謦 https://svy.do/9788aulr 活動組 

7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金融系 陳宜卿 https://svy.do/2hju9ig3 活動組 

76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金融系 黃昱霖 https://svy.do/h2k9xvfh 活動組 

77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金融系 陳健皓 https://svy.do/nsp75dc3 活動組 

78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金融資訊系 陳靖昀 https://svy.do/5pcycwgg 活動組 

79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智慧商務系 吳佩娟 https://svy.do/ituqn57c 活動組 

80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林重儀 https://svy.do/7l2w8cmz 活動組 

81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 劉佳媖 https://svy.do/0bexdirv 活動組 

8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薛孟宸 https://svy.do/iyaruewh 活動組 

8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奕傑 https://svy.do/93h6olms 活動組 

8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周瑀婕 https://svy.do/tdr6dtpn 活動組 

85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黃綵婕 https://svy.do/gp09djiy 活動組 

86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潘瑜諠 https://svy.do/wsktcpgx 活動組 

87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賴宗晟 https://svy.do/9ii78tf3 活動組 

88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與經營學系 李佳 https://svy.do/xe5cxi9x 活動組 

89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與經營學系 吳雪綺 https://svy.do/j7ygc37e 活動組 

90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鄭沛淇 https://svy.do/sa0t4yqj 活動組 

91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劉政廷 https://svy.do/r0wyc0op 活動組 

92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林屴洋 https://svy.do/3q12xhhm 活動組 

93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林宥辰 https://svy.do/ddt0fe53 活動組 

94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連紹言 https://svy.do/eua4iua1 活動組 

95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趙家蓁 https://svy.do/bv12i0tu 活動組 

96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邵韋智 https://svy.do/4qfqkqpo 活動組 

97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林則安 https://svy.do/bdb1i3lu 活動組 

98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許柏威 https://svy.do/mk8xmkxr 活動組 

99 國立臺北大學 財政學系 林宜萱 https://svy.do/2qgxn2ql 活動組 

100 國立臺北大學 財政學系 賴玟辰 https://svy.do/6xrpq7fw 活動組 

101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黃靖雅 https://svy.do/jwb3i5e4 活動組 

102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魏靖芳 https://svy.do/zdpts9bm 活動組 

103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賴宥君 https://svy.do/b6aod4nz 活動組 

104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楊家昀 https://svy.do/z7ca80c6 活動組 

105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謝明儒 https://svy.do/04qmjv14 活動組 

106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林彥君 https://svy.do/l2t9zrwb 活動組 

107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王翊蘋 https://svy.do/j17oqmm8 活動組 

108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劉沁霖 https://svy.do/ektfxia1 活動組 

109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鄔奇聖 https://svy.do/fgw8qu0l 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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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林佳築 https://svy.do/kt5u8bfh 活動組 

111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陳蓁 https://svy.do/u3pmfiux 活動組 

112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陳子軒 https://svy.do/l9cmjov3 活動組 

113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張葳喬 https://svy.do/i7aqdzhf 活動組 

114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施皓翔 https://svy.do/p7ymg093 活動組 

115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彭于真 https://svy.do/9nphtovk 活動組 

116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周德倫 https://svy.do/yy4r37oe 活動組 

117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程義閎 https://svy.do/xrir0rvq 活動組 

118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黃禎晨 https://svy.do/1f66trlk 活動組 

119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陳嘉珮 https://svy.do/3c6nxp3m 活動組 

120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姜稟毅 https://svy.do/n6xam2kk 活動組 

121 國立臺北大學 歷史學系 顏采褕 https://svy.do/n84i5c9u 活動組 

122 國立臺北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舒稚庭 https://svy.do/opax8710 活動組 

12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陳冠瑋 https://svy.do/enxyvf6b 活動組 

12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 范家菱 https://svy.do/f6a8jl6l 活動組 

125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 周亞璇 https://svy.do/dtu2y5s8 活動組 

126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 林鼎智 https://svy.do/9rbpbmqh 活動組 

127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 陳聖文 https://svy.do/5r4h225s 活動組 

128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 張江瑜 https://svy.do/dop904ou 活動組 

129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張玉靜 https://svy.do/dsl1j1a9 活動組 

130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張維聿 https://svy.do/2h2vqp6n 活動組 

13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黃品豪 https://svy.do/r222tqmw 活動組 

132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陳立朋 https://svy.do/74fpe57n 活動組 

133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 郭加于 https://svy.do/bmp9l82w 活動組 

13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 楊淯絨 https://svy.do/f55y8kr4 活動組 

13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楊峻杰 https://svy.do/06z02co6 活動組 

13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劉庭瑄 https://svy.do/wlbty741 活動組 

13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 黃詩文 https://svy.do/eyqlghi6 活動組 

13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李佳駿 https://svy.do/jmmtie6l 活動組 

13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系 張亦琁 https://svy.do/gtwzu15i 活動組 

14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林采慧 https://svy.do/li822oq3 活動組 

141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彭琳惠 https://svy.do/9yynr892 活動組 

142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吳邦碩 https://svy.do/fx5igw0t 活動組 

143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陳韋豪 https://svy.do/jbg4vwdc 活動組 

144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美容保健科 高靜汶 https://svy.do/ng3ycyl8 活動組 

145 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 鐘雅淇 https://svy.do/okk4mnr9 活動組 

146 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 林恆蔚 https://svy.do/8cbqlpsz 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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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張祐華 https://svy.do/lt4lb9ua 活動組 

148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莊秉芸 https://svy.do/mptvzf4a 活動組 

149 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 張育銓 https://svy.do/pxxzb6sz 活動組 

150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詹家如 https://svy.do/vlks0sfd 活動組 

151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陳欣妤 https://svy.do/nageio1n 活動組 

152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林冠吟 https://svy.do/m6qypw9w 活動組 

153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吳泰佑 https://svy.do/2nqyzpnf 活動組 

154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洪翊瑄 https://svy.do/k5cvwawi 活動組 

155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賴威愷 https://svy.do/51xpm8ez 活動組 

156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謝之捷 https://svy.do/rmo65j29 活動組 

157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系 張祐誠 https://svy.do/6bveckkt 活動組 

158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系 陳宛萱 https://svy.do/tvdk3gfn 活動組 

159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系 陳敬和 https://svy.do/unw4rzuc 活動組 

160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系 曾信翰 https://svy.do/105daol5 活動組 

161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余泇葳 https://svy.do/sdb3qrbs 活動組 

162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歐建成 https://svy.do/hc9zfdxm 活動組 

163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陳柏文 https://svy.do/5aomc188 活動組 

164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薛琬融 https://svy.do/bbhporot 活動組 

165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沛瑩 https://svy.do/h5q5f4ub 活動組 

166 逢甲大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楊茗婷 https://svy.do/akb6bmrz 活動組 

167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賴羿妘 https://svy.do/vbzvvxn7 活動組 

168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吳奕萱 https://svy.do/c8rmr5hc 活動組 

169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黃曉筠 https://svy.do/ck96m8if 活動組 

170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高永芳 https://svy.do/sh0mwv6s 活動組 

171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徐于婷 https://svy.do/2v0jzlhx 活動組 

172 義守大學 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邢溓馹 https://svy.do/lb2l7an7 活動組 

173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 李漢笙 https://svy.do/qlkqufsl 活動組 

174 萬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龔軒弘 https://svy.do/9rv6y8tr 活動組 

175 嘉南藥理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柯俊佑 https://svy.do/yfzkbmr4 活動組 

176 嘉南藥理大學 餐旅管理系 郭泫邑 https://svy.do/fubxy595 活動組 

177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 張淯婷 https://svy.do/p7eoy2k8 活動組 

178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張鈺菱 https://svy.do/9s8753h7 活動組 

179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劉姿汎 https://svy.do/dvaeoqqr 活動組 

180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許菁卉 https://svy.do/05kuyxev 活動組 

181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張永妍 https://svy.do/t7memegl 活動組 

182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蔡明潔 https://svy.do/tpin0bz0 活動組 

183 銘傳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陳潁竹 https://svy.do/rch07g5j 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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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銘傳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賴令宜 https://svy.do/z6u9budj 活動組 

185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系 林凌 https://svy.do/kq8j2j7u 活動組 

186 銘傳大學 新媒體傳播管理學系 顏品羽 https://svy.do/yyayd0w1 活動組 

187 銘傳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張孟緹 https://svy.do/yjceyzfs 活動組 

188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黃郁淳 https://svy.do/kw8wt39v 活動組 

189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洪靖湣 https://svy.do/5kdrlu6z 活動組 

190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系 于宗平 https://svy.do/rib77ppq 活動組 

191 靜宜大學 財務工程學系 姚惠馨 https://svy.do/o11tqbba 活動組 

192 靜宜大學 財務工程學系 王俐云 https://svy.do/e0zk5p3v 活動組 

193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劉羽晏 https://svy.do/82radzl3 活動組 

194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孔令彤 https://svy.do/mu394at3 活動組 

195 靜宜大學 應用化學系 陳佑瑋 https://svy.do/hc8ua20l 活動組 

196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趙子雲 https://svy.do/tymhq4s6 活動組 

197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史佳真 https://svy.do/y7tmrs4j 活動組 

198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江至斌 https://svy.do/l291677z 活動組 

199 嶺東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羅雨凡 https://svy.do/te20w2st 活動組 

200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許子涵 https://svy.do/t9nxq2i2 活動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