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 社團名稱 獎項
開南大學 開南大學鋼琴社 特優
東海大學 千陽管樂社 特優

中國文化大學 彩妝研習社 特優

逢甲大學 黑客社 優等
大同大學 大智佛學社 優等

高雄醫學大學 河洛學社 優等
長庚大學 中國醫學研究社 優等

國立成功大學 濟命學社 甲等
東吳大學 管樂社 甲等

國立屏東大學 暖暖天文社 甲等
元智大學 新世紀領袖培育計畫團 甲等

國立中山大學 電影社 甲等

義守大學 群誠社 佳作
淡江大學 微光現代詩社 佳作

國立高雄大學 竹風弦語國樂社 佳作
國立空中大學 高雄學習指導中心課業研討社 佳作
國立中央大學 美食社 佳作

真理大學 資訊教學研習社 佳作
國立清華大學 自然保育社 佳作
國立中正大學 表演藝術社 佳作

中華大學 領袖研習社 佳作

學校 社團名稱 獎項
高雄醫學大學 坩堝社 特優
國立臺東大學 仁愛服務社 特優

淡江大學 種子課輔社 特優
國立宜蘭大學 快活林康輔社 特優

佛光大學 甲上志工服務隊 優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志工團 優等

大同大學 科學創意服務社 優等
中國文化大學 華岡社會服務隊 優等

慈濟大學 人本醫療社 優等
銘傳大學 朝陽社會工作團 甲等

臺北市立大學 鳴鐸教育服務團 甲等
中國醫藥大學 杏服醫學服務隊 甲等
國立高雄大學 希望種籽社 甲等

世新大學 社會服務團 甲等
國立陽明大學 十字軍社 甲等

玄奘大學 玄奘大學四季服務團 甲等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服務團 佳作
長庚大學 狗醫師社 佳作

國立臺南大學 愛心社 佳作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際紅豆社 佳作

元智大學 形象大使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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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國際親善大使 佳作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服務社 佳作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北藝大藝術服務隊 佳作
國立嘉義大學 特教志工隊 佳作

實踐大學 基層文化服務社 佳作
中原大學 中原大學慈暉社 佳作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治療研習社 佳作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志願服務隊 佳作

中山醫學大學 惠群社 佳作
國立聯合大學 彰化地區校友會 佳作
國立清華大學 清華之愛社 佳作
國立中興大學 關懷生命社 佳作

學校 社團名稱 獎項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樂水社 特優

國立聯合大學 雲漢國術社 優等
亞洲大學 黑泡泡熱舞社 甲等

開南大學 體驗與冒險活動社 佳作
慈濟大學 登山社 佳作

馬偕醫學院 熱舞社 佳作

學校 社團名稱 獎項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J&C 鋼琴社 特優

輔仁大學 鋼琴社 特優
逢甲大學 琴韻吉他社 優等
銘傳大學 布利歐管樂團 優等

國立臺南大學 海鷗社 優等
南華大學 吉他社 甲等

國立宜蘭大學 海韻國際民俗舞蹈社 甲等
東海大學 廚藝文化社 甲等

靜宜大學 雅音國樂團 甲等

國立中興大學 調酒社 佳作
長榮大學 知音吉他社 佳作
實踐大學 弦語吉他社 佳作
世新大學 世新合唱團 佳作

國立嘉義大學 漱音國樂社 佳作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白沙心言手語社 佳作

國立東華大學 東華烏克幫 佳作

學校 社團名稱 獎項
淡江大學 彰化校友會 特優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系學會 特優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學會 特優

國立屏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系學會 優等
中國文化大學 生活應用科學系系學會 優等

輔仁大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系學會 優等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系學會 優等
高雄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系學生會 優等

自治性、綜合性

體能（育）性

康樂性



靜宜大學 會計學系系學會 甲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系學會 甲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系學會 甲等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系學會 甲等
東吳大學 柚芳樓生活勵進會 甲等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進修學士班系學會 甲等

國立嘉義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系學會 佳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學會 佳作

長榮大學 護理學系系學會 佳作
佛光大學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系學會 佳作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僑生聯誼會 佳作
義守大學 彰友會 佳作

國立中正大學 僑生聯誼會 佳作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學生會 佳作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僑外生聯誼會 佳作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系學會 佳作

臺北市立大學 衛生福利學系系學會 佳作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系系學會 佳作
國立陽明大學 熱舞社 佳作

真理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系學會 佳作
中國醫藥大學 醫務管理系系學會 佳作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系學會 佳作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系學會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