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獎別排序）

得獎者

獎別 獎品 學校 姓名 身分 email

一獎 iPad新9.7吋Wi-Fi 32G 國立中興大學 徐O妍 大學生 s1**052127@mail.nchu.edu.tw

二獎 觸控數位拍立得相印合一 國立中央大學 陳O捷 研究生 10**54021@cc.ncu.edu.tw

三獎-1 無線折疊鍵盤 南臺科技大學 戴O煌 教師 sh**i@stust.edu.tw

三獎-2 無線折疊鍵盤 國立聯合大學 鐘O彤 大學生 U0**3048@smail.nuu.edu.tw

三獎-3 無線折疊鍵盤 國立成功大學 馬O慶 大學生 F8**56142@mail.ncku.edu.tw

四獎-1 郵政禮券1000元 東海大學 宋O殷 大學生 s0**32015@thu.edu.tw

四獎-2 郵政禮券1000元 龍華科技大學 朱O婷 大學生 D1**4431034@gm.lhu.edu.tw

四獎-3 郵政禮券1000元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吳O准 大學生 d0**07058@ems.npu.edu.tw

五獎-1 迷你藍芽喇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鄭O媗 大學生 30**1046@mail.ntou.edu.tw

五獎-2 迷你藍芽喇叭 健行科技大學 許O碧 大學生 B1**33147@gapps.uch.edu.tw

五獎-3 迷你藍芽喇叭 國立東華大學 廖O文 大學生 41**87010@gms.ndhu.edu.tw

五獎-4 迷你藍芽喇叭 大仁科技大學 吳O慧 教師 wu**@tajen.edu.tw

五獎-5 迷你藍芽喇叭 國立臺北大學 楊O而 研究生 s7**631125@webmail.ntpu.edu.tw

五獎-6 迷你藍芽喇叭 東海大學 王O熙 大學生 S0**30078@thu.edu.tw

五獎-7 迷你藍芽喇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余O宏 研究生 g1**537016@grad.ntue.edu.tw

五獎-8 迷你藍芽喇叭 國立成功大學 陳O潔 研究生 n7**51097@mail.ncku.edu.tw

五獎-9 迷你藍芽喇叭 佛光大學 朱O儀 大學生 10**5218@mail.fgu.edu.tw

五獎-10 迷你藍芽喇叭 國立聯合大學 李O霖 大學生 u0**4128@nuu.edu.tw

六獎-1 500元隨行卡 國立中興大學 趙O宇 大學生 s1**064102@mail.nchu.edu.tw

六獎-2 500元隨行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何O志 研究生 60**8018i@ntnu.edu.tw

六獎-3 500元隨行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李O樺 職員 en**hhua@nkust.edu.tw

六獎-4 500元隨行卡 國立東華大學 王O 大學生 41**33038@gms.ndhu.edu.tw

六獎-5 500元隨行卡 國立屏東大學 陳O安 大學生 pa**05018@stmail.nptu.edu.tw

七獎-1 300元超商禮卷 樹德科技大學 曾O宸 研究生 s1**32108@stu.edu.tw

七獎-2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成功大學 林O民 研究生 n1**64802@mail.ncku.edu.tw

七獎-3 300元超商禮卷 健行科技大學 鄭O安 大學生 D1**36061@gapps.uch.edu.tw

七獎-4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O羽 研究生 60**0032l@ntnu.edu.tw

七獎-5 300元超商禮卷 靜宜大學 郭O真 職員 ja**kuo@pu.edu.tw

七獎-6 300元超商禮卷 銘傳大學 范O瑄 大學生 03**1592@me.mcu.edu.tw

七獎-7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邱O卿 職員 li**a@cc.ncue.edu.tw

七獎-8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蔡O哲 研究生 m1**45007@yuntech.edu.tw

七獎-9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林O慈 大學生 10**0631@mail.ntua.edu.tw

七獎-10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嘉義大學 陳O汕 教師 ji**n@mail.ncyu.edu.tw

七獎-11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李O儒 大學生 10**0832@mail.ntua.edu.tw

七獎-12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蘇O賢 大學生 u0**2093@nkfust.edu.tw

七獎-13 300元超商禮卷 靜宜大學 沈O雅 職員 re**y022@pu.edu.tw

七獎-14 300元超商禮卷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呂O祈 大學生 10**402019@stu.ypu.edu.tw

七獎-15 300元超商禮卷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簡O美 大學生 10**403026@stu.ypu.edu.tw

七獎-16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政治大學 高O婷 大學生 10**07331@nccu.edu.tw

七獎-17 300元超商禮卷 元智大學 李O珊 大學生 s1**1829@yzu.edu.tw

七獎-18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盧O均 大學生 S0**4033@gm.ncue.edu.tw

七獎-19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黃O能 大學生 d0**08057@ems.n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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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獎-20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林O鳳 職員 ka**y@cc.ncue.edu.tw

七獎-21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O言 大學生 40**2056l@ntnu.edu.tw

七獎-22 300元超商禮卷 亞洲大學 呂O軒 大學生 10**17035@live.asia.edu.tw

七獎-23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中正大學 黃O維 大學生 u0**15095@ccu.edu.tw

七獎-24 300元超商禮卷 嘉南藥理大學 林O燻 大學生 M0**2029@stmail.cnu.edu.tw

七獎-25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洪O賢 研究生 u0**1810@nkfust.edu.tw

七獎-26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郭O辰 大學生 s1**0303019@nutc.edu.tw

七獎-27 300元超商禮卷 明新科技大學 張O文 教師 tu**wen@must.edu.tw

七獎-28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潘O哲 大學生 00**6035@mail.ntou.edu.tw

七獎-29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陳O平 研究生 10**4011@mail.ntou.edu.tw

七獎-30 300元超商禮卷 健行科技大學 藍O琪 大學生 B1**35066@uch.edu.tw

七獎-31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莊O雯 大學生 60**4019I@ntnu.edu.tw

七獎-32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符O琪 大學生 u0**1069@nkfust.edu.tw

七獎-33 300元超商禮卷 靜宜大學 梁O維 大學生 s1**3806@pu.edu.tw

七獎-34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宋O心 研究生 60**3011S@ntnu.edu.tw

七獎-35 300元超商禮卷 國立成功大學 黃O翔 研究生 p4**61445@mail.ncku.edu.tw

呼朋引伴獎-1 電影雙人票 實踐大學 黃O珊 大學生 a0**1074@g2.usc.edu.tw

呼朋引伴獎-2 電影雙人票 靜宜大學 梁O維 大學生 s1**3806@pu.edu.tw

呼朋引伴獎-3 電影雙人票 國立交通大學 廖O晨 研究生 ss**01023.eo05g@nctu.edu.tw

呼朋引伴獎-4 電影雙人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黃O舜 研究生 60**5007E@ntnu.edu.tw

呼朋引伴獎-5 電影雙人票 慈濟大學 黃O庭 大學生 10**12125@gms.tcu.edu.tw

呼朋引伴獎-6 電影雙人票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劉O萱 職員 tt**tss2000@nutc.edu.tw

呼朋引伴獎-7 電影雙人票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柯O均 大學生 40**2214@gm.nfu.edu.tw

呼朋引伴獎-8 電影雙人票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莊O涵 大學生 u0**2046@nkfust.edu.tw

呼朋引伴獎-9 電影雙人票 國立中興大學 牛O鵬 研究生 g1**040509@mail.nchu.edu.tw

呼朋引伴獎-10 電影雙人票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鍾O雲 職員 li**in@cc.ncue.edu.tw

呼朋引伴獎-11 電影雙人票 長庚大學 貝O穎 大學生 b0**9131@cgu.edu.tw

呼朋引伴獎-12 電影雙人票 慈濟大學 王O瑄 大學生 10**12114@gms.tcu.edu.tw

呼朋引伴獎-13 電影雙人票 逢甲大學 陳O茹 大學生 d0**3158@fcu.edu.tw

呼朋引伴獎-14 電影雙人票 明新科技大學 徐O翹 大學生 ty**gkiu@must.edu.tw

呼朋引伴獎-15 電影雙人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劉O珊 大學生 40**9015E@ntnu.edu.tw

呼朋引伴獎-16 電影雙人票 國立中山大學 蔡O達 研究生 m0**020003@student.nsysu.edu.tw

呼朋引伴獎-17 電影雙人票 東海大學 盧O萱 大學生 s0**20133@thu.edu.tw

呼朋引伴獎-18 電影雙人票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張O筠珊 研究生 m0**2106@gm.ncue.edu.tw

呼朋引伴獎-19 電影雙人票 亞洲大學 羅O秀 大學生 10**42016@live.asia.edu.tw

呼朋引伴獎-20 電影雙人票 國立清華大學 林O儀 大學生 s1**072108@m104.nthu.edu.tw

呼朋引伴獎-21 電影雙人票 國立臺南大學 張O 大學生 s1**22079@stumail.nutn.edu.tw

呼朋引伴獎-22 電影雙人票 國立聯合大學 黃O誠 大學生 U0**2048@nuu.edu.tw

呼朋引伴獎-23 電影雙人票 國立成功大學 黃O翔 研究生 p4**61445@mail.ncku.edu.tw

呼朋引伴獎-24 電影雙人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楊O涵 大學生 40**0206S@ntnu.edu.tw

呼朋引伴獎-25 電影雙人票 國立中興大學 楊O翰 研究生 g1**062317@mail.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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