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11年度電子書暨資料庫使用情況與滿意度調查 

技專校院得獎名單（依獎別排序） 

獎別 獎品名稱 學校 姓名 email 

首獎 HomePod mini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李○聖 p***on900518@gmail.com 

二獎 智能眼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張○茹 g***e91822@gmail.om 

三獎-1 超商商品卡 1000元 長庚科技大學 黃○鈺 F***529@mail.cgust.edu.tw 

三獎-2 超商商品卡 1000元 致理科技大學 李○穎 5***8123@mail.chihlee.edu.tw 

三獎-3 超商商品卡 1000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江○純 C***135122@nkust.edu.tw 

三獎-4 超商商品卡 1000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陳○樺 C***164118@nkust.edu.tw 

三獎-5 超商商品卡 1000元 朝陽科技大學 李○柏 3***441211benny@gmail.com 

四獎 自動噴霧消毒機 僑光科技大學 林○姍 l***9814299@gmail.com 

五獎-1 超商商品卡 500 元 中臺科技大學 蔡○珊 1***61@ctust.edu.tw 

五獎-2 超商商品卡 500 元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黃○香 k***c16@gmail.com 

五獎-3 超商商品卡 500 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吳○如 w***20191@gmail.com 

五獎-4 超商商品卡 500 元 南臺科技大學 劉○芳 j***iu96@stust.edu.tw 

五獎-5 超商商品卡 500 元 致理科技大學 魏○鈴 s***2116@gmail.com 

五獎-6 超商商品卡 500 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郭○晃 J***283107@gmail.com 

五獎-7 超商商品卡 500 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李○蓁 b***36033@gemail.yuntech.edu.tw 

五獎-8 超商商品卡 500 元 景文科技大學 蘇○琳 t***edepadm@gmail.com 

五獎-9 超商商品卡 500 元 華夏科技大學 盧○瑋 l***88c@yahoo.com.tw 

五獎-10 超商商品卡 500 元 輔英科技大學 陸○心 q***10129@gmail.com 

六獎 藍牙耳機 輔英科技大學 蔡○穎 p***ie0614@gmail.com 

七獎 泰迪熊 樹德科技大學 隋○涵 s***19224@stu.edu.tw 

八獎-1 無線充電盤 大仁科技大學 陳○萍 p***@tajen.edu.tw 

八獎-2 無線充電盤 大仁科技大學 黃○屏 t***10064@student.tajen.edu.tw 

八獎-3 無線充電盤 正修科技大學 陳○叡 a***3586137@gmail.com 

八獎-4 無線充電盤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黃○凱 c***133143@nkust.edu.tw 

八獎-5 無線充電盤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劉○晴 C***126116@nkust.edu.tw 

八獎-6 無線充電盤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謝○庭 a***22008@gemail.yuntech.edu.tw 

八獎-7 無線充電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吳○君 c***517 @mail.ntust.edu.tw 

九獎-1 Mini-Speaker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陳○汶 1***2077@gm.jente.edu.tw 

九獎-2 Mini-Speaker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張○嬌 r***0013@yahoo.com.tw 

九獎-3 Mini-Speaker 南臺科技大學 林○安 a***i88@gmail.com 

九獎-4 Mini-Speaker 景文科技大學 賴○諭 m***ku0819@gmail.com 

九獎-5 Mini-Speaker 華夏科技大學 陳○菁 t***chen888@gmail.com 

十獎-1 亮燈三合一充電線 文藻外語大學 紀○萱 1***203103@gap.wzu.edu.tw 

十獎-2 亮燈三合一充電線 長庚科技大學 張○真 e***076@mail.cgust.edu.tw 

十獎-3 亮燈三合一充電線 美和科技大學 許○萍 z***478901@gmail.com 

十獎-4 亮燈三合一充電線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許○銘 t***p005@yahoo.com.tw 

十獎-5 亮燈三合一充電線 朝陽科技大學 郭○綸 s***0102@cyut.edu.tw 

十一獎-1 超商商品卡 100 元 正修科技大學 郭○萱 4***3130@gcloud.c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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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獎-2 超商商品卡 100 元 南開科技大學 黃○綺 a***e200025@gmail.com 

十一獎-3 超商商品卡 100 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賴○慈 y***u2011@gmail.com 

十一獎-4 超商商品卡 100 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邱○旼 a***0635671@gmail.com 

十一獎-5 超商商品卡 100 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許○新 a***712511@gmail.com 

十一獎-6 超商商品卡 100 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蘇○梅 C***125101@nkust.edu.tw 

十一獎-7 超商商品卡 100 元 朝陽科技大學 傅○宣 a***0084525@gmail.com 

十一獎-8 超商商品卡 100 元 朝陽科技大學 洪○達 s***22609@gm.cyut.edu.tw 

十一獎-9 超商商品卡 100 元 輔英科技大學 陳○玉 w***u.chen@gmail.com 

十一獎-10 超商商品卡 100 元 輔英科技大學 柯○億 a***7@fy.edu.tw 

十二獎-1 全聯禮券 100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盧○羽 l***lu20011116@gmail.com 

十二獎-2 全聯禮券 100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陳○翰 C***284109@nkust.edu.tw 

十二獎-3 全聯禮券 100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張○涵 C***107119@nkust.edu.tw 

十二獎-4 全聯禮券 100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林○雯 c***20000723@gmail.com 

十二獎-5 全聯禮券 100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邱○妤 c***hyu99@gmail.com 

十二獎-6 全聯禮券 100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邱○誠 b***13157@gemail.yuntech.edu.tw 

十二獎-7 全聯禮券 100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王○俐 l***890129@gmail.com 

十二獎-8 全聯禮券 100元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林○琇 5***1290@gm.mhchcm.edu.tw 

十二獎-9 全聯禮券 100元 朝陽科技大學 吳○鳯 s***feng1214@gmail.com 

十二獎-10 全聯禮券 100元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許○宣 x***925@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