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 學校
1 首獎 New iPad WiFi版 16GB 610***003@ems.ndhu.edu.tw 國立東華大學
2 二獎 彩色電腦辭典 eil***0119040.fl01@nctu.edu.tw 國立交通大學
3 三獎-1 耳罩式立體聲耳機 dor***in@nccu.edu.tw 國立政治大學
4 三獎-2 耳罩式立體聲耳機 lil***i@tea.ntue.edu.tw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5 四獎-1 拍立得 s11***1014@stu.ntue.edu.tw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6 四獎-2 拍立得 610***037@ems.ndhu.edu.tw 國立東華大學
7 四獎-3 拍立得 s10***97@pu.edu.tw 靜宜大學
8 五獎-1 iPod Shuffle d09***3001@mail.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9 五獎-2 iPod Shuffle 110***5306@kuas.edu.tw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0 五獎-3 iPod Shuffle mei***@mail.oit.edu.tw 亞東技術學院
11 六獎-1 參佰元超商禮卷 s10***10@pu.edu.tw 靜宜大學
12 六獎-2 參佰元超商禮卷 s10***86@pu.edu.tw 靜宜大學
13 六獎-3 參佰元超商禮卷 100***07@mail.ntou.edu.tw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4 六獎-4 參佰元超商禮卷 s10***79@pu.edu.tw 靜宜大學
15 六獎-5 參佰元超商禮卷 am***@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16 六獎-6 參佰元超商禮卷 do***@saturn.yzu.edu.tw 元智大學
17 六獎-7 參佰元超商禮卷 698***021@tku.edu.tw 淡江大學
18 六獎-8 參佰元超商禮卷 u99***32@smail.nuu.edu.tw 國立聯合大學
19 六獎-9 參佰元超商禮卷 w10***6012@mail.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20 六獎-10 參佰元超商禮卷 g10***6005@mail.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21 六獎-11 參佰元超商禮卷 w10***1024@mail.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22 六獎-12 參佰元超商禮卷 B00***03@ms.niu.edu.tw 國立宜蘭大學
23 六獎-13 參佰元超商禮卷 tcw***@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24 六獎-14 參佰元超商禮卷 D10***2001@mail.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25 六獎-15 參佰元超商禮卷 b01***030@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26 六獎-16 參佰元超商禮卷 610***009@ems.ndhu.edu.tw 國立東華大學
27 六獎-17 參佰元超商禮卷 f24***023@mail.ncku.edu.tw 國立成功大學
28 六獎-18 參佰元超商禮卷 g10***01@pu.edu.tw 靜宜大學
29 六獎-19 參佰元超商禮卷 898***076@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0 六獎-20 參佰元超商禮卷 b00***041@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31 六獎-21 參佰元超商禮卷 499***789@s99.tku.edu.tw 淡江大學
32 六獎-22 參佰元超商禮卷 win***@mail.usc.edu.tw 實踐大學
33 六獎-23 參佰元超商禮卷 B01***1012@student.nsysu.edu.tw 國立中山大學
34 六獎-24 參佰元超商禮卷 yup**@mail.nsysu.edu.tw 國立中山大學
35 六獎-25 參佰元超商禮卷 b01***0024@student.nsysu.edu.tw 國立中山大學
36 六獎-26 參佰元超商禮卷 3mb***0030@live.fy.edu.tw 輔英科技大學
37 六獎-27 參佰元超商禮卷 410***013@ntunhs.edu.tw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38 六獎-28 參佰元超商禮卷 che***9@kuas.edu.tw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39 六獎-29 參佰元超商禮卷 B10***029@yuntech.edu.tw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40 六獎-30 參佰元超商禮卷 B10***019@yuntech.edu.tw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41 七獎-1 壹佰元超商禮卷 bea***@pu.edu.tw 靜宜大學
42 七獎-2 壹佰元超商禮卷 D99***06@pu.edu.tw 靜宜大學
43 七獎-3 壹佰元超商禮卷 whc***g@mail.npue.edu.tw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44 七獎-4 壹佰元超商禮卷 100***008@nccu.edu.tw 國立政治大學
45 七獎-5 壹佰元超商禮卷 ce1***14@mail.npue.edu.tw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46 七獎-6 壹佰元超商禮卷 902***03@mail.ntou.edu.tw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47 七獎-7 壹佰元超商禮卷 u99***53@ems.ndhu.edu.tw 國立東華大學

得獎者
獎品獎別

得獎

編號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2年大專校院電子書與資料庫使用情況及滿意度調查

得獎名單



48 七獎-8 壹佰元超商禮卷 992***42@nccu.edu.tw 國立政治大學
49 七獎-9 壹佰元超商禮卷 499***635@mail.fju.edu.tw 輔仁大學
50 七獎-10 壹佰元超商禮卷 g10***3017@mail.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51 七獎-11 壹佰元超商禮卷 U02***15@smail.nuu.edu.tw 國立聯合大學
52 七獎-12 壹佰元超商禮卷 u99***42@ems.ndhu.edu.tw 國立東華大學
53 七獎-13 壹佰元超商禮卷 g10***4016@mail.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54 七獎-14 壹佰元超商禮卷 d98***11@mail.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55 七獎-15 壹佰元超商禮卷 s09***3054@mail.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56 七獎-16 壹佰元超商禮卷 s10***2107@mail.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57 七獎-17 壹佰元超商禮卷 s10***1024@mail.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58 七獎-18 壹佰元超商禮卷 c54***734@mail.ncku.edu.tw 國立成功大學
59 七獎-19 壹佰元超商禮卷 b01***043@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60 七獎-20 壹佰元超商禮卷 d02***007@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61 七獎-21 壹佰元超商禮卷 d96***0006@student.nsysu.edu.tw 國立中山大學
62 七獎-22 壹佰元超商禮卷 s09***0326@mail.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63 七獎-23 壹佰元超商禮卷 s19***044@ym.edu.tw 國立陽明大學
64 七獎-24 壹佰元超商禮卷 u99***32@ems.ndhu.edu.tw 國立東華大學
65 七獎-25 壹佰元超商禮卷 410***323@ems.ndhu.edu.tw 國立東華大學
66 七獎-26 壹佰元超商禮卷 810***002@ems.ndhu.edu.tw 國立東華大學
67 七獎-27 壹佰元超商禮卷 410***034@ems.ndhu.edu.tw 國立東華大學
68 七獎-28 壹佰元超商禮卷 aa0***06@au.edu.tw 真理大學
69 七獎-29 壹佰元超商禮卷 lit**@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70 七獎-30 壹佰元超商禮卷 602***31s@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71 七獎-31 壹佰元超商禮卷 501***101@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72 七獎-32 壹佰元超商禮卷 tu**@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73 七獎-33 壹佰元超商禮卷 d01***007@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74 七獎-34 壹佰元超商禮卷 shh***o@tea.ntue.edu.tw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75 七獎-35 壹佰元超商禮卷 602***24e@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76 七獎-36 壹佰元超商禮卷 p02***010@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77 七獎-37 壹佰元超商禮卷 S00***3067@mail.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78 七獎-38 壹佰元超商禮卷 499***162@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79 七獎-39 壹佰元超商禮卷 r02***002@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80 七獎-40 壹佰元超商禮卷 r01***012@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81 七獎-41 壹佰元超商禮卷 hyc***g8932@cyut.edu.tw 朝陽科技大學
82 七獎-42 壹佰元超商禮卷 110***5136@kuas.edu.tw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83 七獎-43 壹佰元超商禮卷 b99***33@stmail.chna.edu.tw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84 七獎-44 壹佰元超商禮卷 B10***031@yuntech.edu.tw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85 七獎-45 壹佰元超商禮卷 B10***010@yuntech.edu.tw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86 七獎-46 壹佰元超商禮卷 598***50@cc.hwh.edu.tw 華夏技術學院
87 七獎-47 壹佰元超商禮卷 100***130@mail.oit.edu.tw 亞東技術學院
88 七獎-48 壹佰元超商禮卷 598***01@go.hwh.edu.tw 華夏技術學院
89 七獎-49 壹佰元超商禮卷 991***114@stu.nkmu.edu.tw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90 七獎-50 壹佰元超商禮卷 401***356@student.tajen.edu.tw 大仁科技大學
91 七獎-51 壹佰元超商禮卷 702***11@stu.nkuht.edu.tw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92 七獎-52 壹佰元超商禮卷 s13***002@nutc.edu.tw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93 七獎-53 壹佰元超商禮卷 b99***99@stmail.chna.edu.tw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94 七獎-54 壹佰元超商禮卷 402***13@gm.nfu.edu.tw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95 七獎-55 壹佰元超商禮卷 500***06@stu.nkuht.edu.tw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96 七獎-56 壹佰元超商禮卷 t10***0047@ntut.edu.tw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97 七獎-57 壹佰元超商禮卷 t10***7327@ntut.edu.tw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98 七獎-58 壹佰元超商禮卷 gam***@tccn.edu.tw 慈濟技術學院
99 七獎-59 壹佰元超商禮卷 401***13@cc.hwh.edu.tw 華夏技術學院

100 七獎-60 壹佰元超商禮卷 109***2131@kuas.edu.tw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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