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 社團名稱 獎項

慈濟科技大學 管樂社 特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攝影社 特優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廣播社 優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傳神攝影社 優等

醒吾科技大學 瑪嘎巴嗨社 優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花式調酒社 甲等

弘光科技大學 國際餐旅青年學習社 甲等

聖約翰科技大學 風華攝影社 甲等

亞東技術學院 FUN 馨服務社 甲等

正修科技大學 環保先鋒隊 佳作

學校 社團名稱 獎項

長庚科技大學 玩具世界社 特優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聆韻社 特優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親善大使團 特優

大仁科技大學 藥事服務隊 特優

明新科技大學 山嵐社會服務隊 優等

朝陽科技大學 基層文化服務隊 優等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社會服務社 優等

致理科技大學 豔陽國際志工社 優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懿馨社 優等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親善服務社 優等

醒吾科技大學 健康大使服務隊 甲等

南臺科技大學 基層文化服務社 甲等

修平科技大學 社會服務隊 甲等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紅十字社區服務隊 甲等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親善大使社 甲等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救護保健服務社 甲等

僑光科技大學 慈幼社 甲等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青年領袖社 甲等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不一樣青年志工隊 佳作

文藻外語大學 山地服務社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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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性、學藝性

服務性



中國科技大學 禮儀大使社 佳作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紫錐花社 佳作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志願服務隊 佳作

東南科技大學 親善大使團 佳作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社會服務團 佳作

萬能科技大學 親善大使社 佳作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保健服務社 佳作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親善大使 佳作

黎明技術學院 崇德志工社 佳作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春暉社 佳作

正修科技大學 青年服務志工團 佳作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賢德青年服務社 佳作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澎科大四健會 佳作

環球科技大學 壁虎視角社 佳作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樹芽子志工團 佳作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窩新社 佳作

學校 社團名稱 獎項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休閒社 特優

建國科技大學 綠崗羽球社 優等

嶺東科技大學 綠動社 優等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舞蹈研習社 甲等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運動推廣社 甲等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獨箭社 佳作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莒光跆拳道社 佳作

大同技術學院 有氧空手道社 佳作

龍華科技大學 龍韻鼓陣社 佳作

學校 社團名稱 獎項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熱帶魚康輔社 特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康樂輔導研習社(建工校區) 特優

景文科技大學 向陽康輔社 優等

明志科技大學 熱舞社 優等

育達科技大學 舞蹈研究社 優等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康輔研習社 甲等

明新科技大學 室內樂演奏社 甲等

體能（育）性

康樂性



樹德科技大學 吉他公社 甲等

中臺科技大學 微笑吉他社 佳作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絃韻吉他社 佳作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屏瘋吉他社 佳作

嶺東科技大學 桌上遊戲社 佳作

中華科技大學 魔術社 佳作

遠東科技大學 原住民青年 佳作

學校 社團名稱 獎項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系學會 特優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系學會 特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系學會 特優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系學會 特優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 優等

僑光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系學會 優等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科)學會 優等

明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系學會 優等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系學會 優等

景文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系系學會 優等

慈濟科技大學 護理系系學會 甲等

遠東科技大學 畢業生聯誼會 甲等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系學會 甲等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科學會 甲等

南臺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系學會 甲等

致理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系學會 甲等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學會 甲等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社團聯合委員會 甲等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系學會 佳作

南亞技術學院 幼兒保育系系學會 佳作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系學會 佳作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幼保科科學會 佳作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幼兒保育科科學會 佳作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系學會 佳作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科學會 佳作

崑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系學會 佳作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科學生會 佳作

文藻外語大學 外語教學系系學會 佳作

自治性、綜合性



健行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系學會 佳作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物理治療科科學會 佳作

育達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系學會 佳作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系學會 佳作

環球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系學會 佳作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系學會 佳作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餐旅系學會 佳作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科學會 佳作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幼兒保育系系學會 佳作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學會 佳作

中華科技大學 國際商務與行銷系系學會 佳作

美和科技大學 觀光系系學會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