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 姓名 學校

1 頭獎 iPad Air 2 WiFi版 16GB pin***g336.ac03@nctu.edu.tw 陳Ｏ怡 國立交通大學

2 二獎 ZenPad 8.0 404***11I@ntnu. edu. tw 黃Ｏ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 三獎 迷你運動攝影機 B10***043@uch.edu.tw 李Ｏ蓉 健行科技大學

4 四獎 1TB2.5吋USB3.0外接硬碟 s10***4510@m104.nthu.edu.tw 李Ｏ毅 國立清華大學

5 五獎 藍芽 NFC 拇指喇叭 b04***39@ms.niu.edu.tw 林Ｏ慧 國立宜蘭大學

6 六獎-01 參佰元超商禮卷 ft1***03@stmail.nptu.edu.tw 黃Ｏ淵 國立屏東大學

7 六獎-02 參佰元超商禮卷 fiv***shes.ie04g@nctu.edu.tw 吳Ｏ羽 國立交通大學

8 六獎-03 參佰元超商禮卷 401***22@gm.nfu.edu.tw 施Ｏ承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9 六獎-04 參佰元超商禮卷 404***01@gm.nfu.edu.tw 李Ｏ瑜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 六獎-05 參佰元超商禮卷 DLR***0009@live.fy.edu.tw 黃Ｏ琳 輔英科技大學

11 六獎-06 參佰元超商禮卷 403***10S@ntnu.edu.tw 林Ｏ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2 六獎-07 參佰元超商禮卷 cba***055@stmail.nptu.edu.tw 陳Ｏ嘉 國立屏東大學

13 六獎-08 參佰元超商禮卷 604***16L@ntnu.edu.tw 吳Ｏ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4 六獎-09 參佰元超商禮卷 b02***067@ntu.edu.tw 陳Ｏ賓 國立臺灣大學

15 六獎-10 參佰元超商禮卷 d01***022@ems.npu.edu.tw 黃Ｏ真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6 六獎-11 參佰元超商禮卷 s10***100@cyut.edu.tw 張Ｏ誠 朝陽科技大學

17 六獎-12 參佰元超商禮卷 ta8***012@mail.ncku.edu.tw 廖Ｏ圻 國立成功大學

18 六獎-13 參佰元超商禮卷 B10***015@yuntech.edu.tw 蔡Ｏ恬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9 六獎-14 參佰元超商禮卷 che***ei@mail.ncku.edu.tw 周Ｏ偉 國立成功大學

20 六獎-15 參佰元超商禮卷 ljo***eng.cv03@nctu.edu.tw 曾Ｏ穎 國立交通大學

21 六獎-16 參佰元超商禮卷 604***282@s04.tku.edu.tw 薛Ｏ元 淡江大學

22 六獎-17 參佰元超商禮卷 cek***235@stmail.nptu.edu.tw 劉Ｏ樺 國立屏東大學

23 六獎-18 參佰元超商禮卷 mcw***@dragon.nchu.edu.tw 王Ｏ真 國立中興大學

24 六獎-19 參佰元超商禮卷 110***6120@gm.kuas.edu.tw 李Ｏ桓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25 六獎-20 參佰元超商禮卷 s10***4129@mail.nchu.edu.tw 王Ｏ元 國立中興大學

26 六獎-21 參佰元超商禮卷 h04***7@mail.cgust.edu.tw 袁Ｏ倚 長庚科技大學

27 六獎-22 參佰元超商禮卷 jin***lib.pu.edu.tw 姜Ｏ臺 靜宜大學

28 六獎-23 參佰元超商禮卷 s10***2231@m103.nthu.edu.tw 陳Ｏ軒 國立清華大學

29 六獎-24 參佰元超商禮卷 s10***81@mail.ncyu.edu.tw 林Ｏ宇 國立嘉義大學

30 六獎-25 參佰元超商禮卷 104***007@nccu.edu.tw 鍾Ｏ華 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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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六獎-26 參佰元超商禮卷 103***3109@stu.nkmu.edu.tw 張Ｏ涵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32 六獎-27 參佰元超商禮卷 wan***n@ym.edu.tw 邱Ｏ君 國立陽明大學

33 六獎-28 參佰元超商禮卷 104***016@live.asia.edu.tw 劉Ｏ賢 亞洲大學

34 六獎-29 參佰元超商禮卷 s10***2044@mail.nchu.edu.tw 陳Ｏ伶 國立中興大學

35 六獎-30 參佰元超商禮卷 M10***021@uch.edu.tw 葉Ｏ廷 健行科技大學

36 七獎-01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s10***04@pu.edu.tw 詹Ｏ辰 靜宜大學

37 七獎-02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k40***305@gcloud.csu.edu.tw 黃Ｏ霖 正修科技大學

38 七獎-03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s10***026@stumail.nutn.edu.tw 陳Ｏ瑄 國立臺南大學

39 七獎-04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t10***0037@ntut.edu.tw 王Ｏ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40 七獎-05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bcb***010@stmail.nptu.edu.tw 王Ｏ慧 國立屏東大學

41 七獎-06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cba***035@stmail.nptu.edu.tw 陳Ｏ耀 國立屏東大學

42 七獎-07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110***2127@gm.kuas.edu.tw 陳Ｏ宇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43 七獎-08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604***05s@ntnu.edu.tw 蔡Ｏ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4 七獎-09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ce2***mail.ncku.edu.tw 王Ｏ怡 國立成功大學

45 七獎-10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syl***@cc.hwh.edu.tw 江Ｏ惠 華夏科技大學

46 七獎-11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403***33L@ntnu.edu.tw 朱Ｏ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7 七獎-12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b10***076@uch.edu.tw 張Ｏ萁 健行科技大學

48 七獎-13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110***2114@gm.kuas.edu.tw 陳Ｏ熏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49 七獎-14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b01***0049@student.nsysu.edu.tw 黃Ｏ庭 國立中山大學

50 七獎-15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s10***31@mail.ncyu.edu.tw 許Ｏ汝 國立嘉義大學

51 七獎-16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s10***01@mail.ncyu.edu.tw 羅Ｏ錡 國立嘉義大學

52 七獎-17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u10***519@mail.nhcue.edu.tw 白Ｏ宣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53 七獎-18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n10***006@yuntech.edu.tw 林Ｏ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54 七獎-19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401***511@mail.tku.edu.tw 黃Ｏ儒 淡江大學

55 七獎-20 壹佰元超商商品卡 602***53s@ntnu.edu.tw 賴Ｏ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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