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 學校

1 頭獎 iPad mini 2 WiFi版 16GB s10***610@gm.cycu.edu.tw 朝陽科技大學

2 二獎 Hello Kitty無線智慧迷你相機 t10***8072@ntut.edu.tw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3 三獎 無線防水隨身聽 402***132@mail.fju.edu.tw 輔仁大學

4 四獎 索爾雷神之鎚LED行動電源 jas***uang@ntu.edu.tw 國立臺灣大學

5 五獎 美國隊長USB3.0隨身碟8GB s10***21@pu.edu.tw 靜宜大學

6 六獎-01 伍佰元超商禮卷 U10***029@go.utaipei.edu.tw 臺北市立大學

7 六獎-02 伍佰元超商禮卷 s10***29@mail.yzu.edu.tw 元智大學

8 六獎-03 伍佰元超商禮卷 s10***41@mail.yzu.edu.tw 元智大學

9 六獎-04 伍佰元超商禮卷 gbr***er800925.eo02g@nctu.edu.tw國立交通大學

10 六獎-05 伍佰元超商禮卷 yiy***nhu.edu.tw 南華大學

11 六獎-06 伍佰元超商禮卷 s10***64@mail.ncyu.edu.tw 國立嘉義大學

12 六獎-07 伍佰元超商禮卷 803***01s@ntnu.edu.tw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3 六獎-08 伍佰元超商禮卷 r03***001@ntu.edu.tw 國立臺灣大學

14 六獎-09 伍佰元超商禮卷 R56***321@mail.ncku.edu.tw 國立成功大學

15 六獎-10 伍佰元超商禮卷 103***27@mail.fgu.edu.tw 佛光大學

16 六獎-11 伍佰元超商禮卷 B03***0035@student.nsysu.edu.tw 國立中山大學

17 六獎-12 伍佰元超商禮卷 s10***87@pu.edu.tw 靜宜大學

18 六獎-13 伍佰元超商禮卷 chi***@mail.ypu.edu.tw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19 六獎-14 伍佰元超商禮卷 s10***128@cyut.edu.tw 朝陽科技大學

20 六獎-15 伍佰元超商禮卷 403***068@student.tajen.edu.tw 大仁科技大學

21 七獎-01 壹佰元超商禮卷 d84***293@mail.ncku.edu.tw 國立成功大學

22 七獎-02 壹佰元超商禮卷 s10***88@pu.edu.tw 靜宜大學

23 七獎-03 壹佰元超商禮卷 s10***29@mail.yzu.edu.tw 元智大學

24 七獎-04 壹佰元超商禮卷 011***35@ms.toko.edu.tw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25 七獎-05 壹佰元超商禮卷 s10***65@mail.yzu.edu.tw 元智大學

26 七獎-06 壹佰元超商禮卷 s10***18@thu.edu.tw 東海大學

27 七獎-07 壹佰元超商禮卷 u10***304@mail.nhcue.edu.tw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28 七獎-08 壹佰元超商禮卷 az0***726.eed03g@nctu.edu.tw 國立交通大學

29 七獎-09 壹佰元超商禮卷 rut***ail.nctu.edu.tw 國立交通大學

30 七獎-10 壹佰元超商禮卷 s10***46@thu.edu.tw 東海大學

31 七獎-11 壹佰元超商禮卷 u10***1412@cmu.edu.tw 中國醫藥大學

32 七獎-12 壹佰元超商禮卷 lxc***taff.pccu.edu.tw 中國文化大學

33 七獎-13 壹佰元超商禮卷 s10***48@mail.ncyu.edu.tw 國立嘉義大學

34 七獎-14 壹佰元超商禮卷 u10***055@ms.ttu.edu.tw 大同大學

35 七獎-15 壹佰元超商禮卷 yiy***en@ntu.edu.tw 國立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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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七獎-16 壹佰元超商禮卷 s10***99@mail.ncyu.edu.tw 國立嘉義大學

37 七獎-17 壹佰元超商禮卷 B98***60@stmail.cgu.edu.tw 長庚大學

38 七獎-18 壹佰元超商禮卷 g10***4006@mail.nchu.edu.tw 國立中興大學

39 七獎-19 壹佰元超商禮卷 g10***9034@mail.nchu.edu.tw 國立中興大學

40 七獎-20 壹佰元超商禮卷 g10***5011@mail.nchu.edu.tw 國立中興大學

41 七獎-21 壹佰元超商禮卷 g10***9015@mail.nchu.edu.tw 國立中興大學

42 七獎-22 壹佰元超商禮卷 hua***hichi@ntnu.edu.tw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43 七獎-23 壹佰元超商禮卷 403***13l@ntnu.edu.tw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44 七獎-24 壹佰元超商禮卷 tcl***nhu.edu.tw 南華大學

45 七獎-25 壹佰元超商禮卷 601***22f@ntnu.edu.tw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46 七獎-26 壹佰元超商禮卷 iri***o2@ntnu.edu.tw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47 七獎-27 壹佰元超商禮卷 oma***mail.cmu.edu.tw 中國醫藥大學

48 七獎-28 壹佰元超商禮卷 adn***231@ntnu.edu.tw 國立臺灣大學

49 七獎-29 壹佰元超商禮卷 s10***222@cycu.edu.tw 中原大學

50 七獎-30 壹佰元超商禮卷 s10***84@pu.edu.tw 靜宜大學

51 七獎-31 壹佰元超商禮卷 s12***6009@just.edu.tw 景文科技大學

52 七獎-32 壹佰元超商禮卷 401***056@s01.tku.edu.tw 淡江大學

53 七獎-33 壹佰元超商禮卷 shw***st.edu.tw 景文科技大學

54 七獎-34 壹佰元超商禮卷 t10***8053@ntut.edu.tw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55 七獎-35 壹佰元超商禮卷 B10***023@yuntech.edu.tw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56 七獎-36 壹佰元超商禮卷 B10***018@mail.ntust.edu.tw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57 七獎-37 壹佰元超商禮卷 kan***@csu.edu.tw 正修科技大學

58 七獎-38 壹佰元超商禮卷 100***2048@mail.ypu.edu.tw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59 七獎-39 壹佰元超商禮卷 401***26@cc.hwh.edu.tw 華夏科技大學

60 七獎-40 壹佰元超商禮卷 700***28@stu.nkuht.edu.tw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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