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校名 中文姓名

1 當然理事 何沛芫

2 當然理事 孫華翊

3 當然理事 廖天輪

4 當然理事 陳啟志

5 當然理事 張元松

6 當然理事 黃崇飛

7 當然理事 陳蓓蓓

8 陸軍官校 王聖階

9 陸軍官校 陳京四

10 陸軍官校 陳飛虎

11 政治大學 郭秀梅

12 政治大學 楊仲男

13 政治大學 吳承先

14 政治大學 高政弘

15 政治大學 魏   莊

16 中興大學 趙書琦

17 中興大學 蔡志亮

18 中興大學 吳玉敏

19 中興大學 王本祥

20 中興大學 辜琳雅

21 中正理工學院 邱有從

22 中正理工學院 葉能逸

23 中山醫學大學 毛金餘

24 中山醫學大學 陳加進



25 中央大學 朱嶠

26 中央大學 戴之台

27 中央警大 陳偉平

28 中央警大 陳茂欣

29 中山大學 吳堯堂

30 中山大學 余國柱

31 交通大學 邵   莹

32 交通大學 肖強

33 交通大學 蔣建良

34 文化大學 顧紫妍

35 文化大學 趙韻梅

36 文化大學 洪美蕊

37 文化大學 秦力勝

38 中原大學 邱墨菊

39 中原大學 郭銘時

40 中原大學 唐棣

41 中原大學 胡以緯

42 中原大學 鄭蓮雲

43 國防醫學院 葉福滿

44 國防醫學院 韓寧一

45 逢甲大學 馮作君

46 逢甲大學 須國勇

47 逢甲大學 徐和生

48 輔仁大學 郭文斌

49 輔仁大學 劉煥君



50 輔仁大學 陳玲華

51 輔仁大學 徐菡美

52 輔仁大學 劉文賢

53 國民大學 鄧蘇齡

54 國民大學 趙華育

55 廣州大學
朱匡時

56 廣州大學 譚慧陵

57 銘傳大學 湯容肅

58 銘傳大學 李妙麗

59 銘傳大學 徐洸玲

60 銘傳大學 李黛萍

61 海洋大學 溫弘道

62 海洋大學 黃禾青

63 海洋大學 張祖炎

64 海軍官校 陸一忠

65 海軍官校 徐士坦

66 靜宜大學 葉慧玲

67 靜宜大學 梁蓁蓁

68 實踐大學 羅瑞華

69 實踐大學 伍映美

70 實踐大學 張美德

71 實踐大學 曲興華

72 東吳大學 陳鳳桃

73 東吳大學 于仁豪



74 東吳大學 石力生

75 台藝大學 劉  涓

76 台藝大學 陳恬璧

77 台藝大學 戰臨凱

78 大同大學 陶筑君

79 大同大學 費宗元

80 清華大學 毛泰健

81 清華大學 李錦新

82 科技大學 楊勝全

83 科技大學 林聯忠

84 科技大學 張耀先

85 淡江大學 程平

86 淡江大學 江盛德

87 淡江大學 袁德嵐

88 淡江大學 劉宏德

89 淡江大學 段相蜀

90 淡江大學 謝中丞

91 東海大學 吳惟慈

92 東海大學 葉銘太

93 東海大學 汪光中

94 世新大學 羅煥瑜

95 世新大學 朱碧雲

96 世新大學 馮聖芬

97 珠海大學 葉保東

98 珠海大學 林繼鳴



99 師範大學 李亞棣

100 師範大學 趙善儀

101 師範大學 侯微月

102 師範大學 黃美月

103 師範大學 牟美雲

104 空軍官校 周平之

105 空軍官校 李思信

106 元培醫大 陳靜璧

107 元培醫大 黃敏

108 復  興  崗 張開仁

109 復  興  崗 楊震南

110 基督學院 陳美華

111 基督學院 鄭葆美

112 明志科技大學 蔣亞魯

113 明志科技大學 謝明威

114 正修科技大學 楊先麟

115 正修科技大學 高弘倉

116 台南大學 魏純潔

117 台南大學 顏文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