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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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

編號 
奬別 獎 品 

得獎者 

e-mail 學校 

1 一獎-1 平板電腦 16G 版 tor***t1217@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 二獎-1 1TB2.5 吋 USB3.0 行動硬碟 tw***o@gmail.com 東海大學 

3 二獎-2 1TB2.5 吋 USB3.0 行動硬碟 min***igi@yahoo.com.tw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4 三獎-1 64GB 隨身碟 r99***054@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5 三獎-2 64GB 隨身碟 aaa***55@yahoo.com.tw 亞東技術學院 

6 三獎-3 64GB 隨身碟 min***ye0620@hotmail.com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7 四獎-1 32GB 隨身碟 dis***945@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8 四獎-2 32GB 隨身碟 s99***59@pu.edu.tw 靜宜大學 

9 四獎-3 32GB 隨身碟 lee***4m@yahoo.com.tw 國立中興大學 

10 四獎-4 32GB 隨身碟 400***286@stmail.tajen.edu.tw 大仁科技大學 

11 五獎-1 16GB 隨身碟 dom***lve04@hotmail.com 國立成功大學 

12 五獎-2 16GB 隨身碟 ale***patty@gmail.com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3 五獎-3 16GB 隨身碟 oed***sjim@gmail.com 朝陽科技大學 

14 五獎-4 16GB 隨身碟 s99***506@mail1.ncnu.edu.tw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5 五獎-5 16GB 隨身碟 s99***13@pu.edu.tw 靜宜大學 

16 五獎-6 16GB 隨身碟 i7**z@hotmail.com 崑山科技大學 

17 五獎-7 16GB 隨身碟 saian***ng2@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8 五獎-8 16GB 隨身碟 au1***@mail.au.edu.tw 真理大學 

19 五獎-9 16GB 隨身碟 rob***00811@hot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 五獎-10 16GB 隨身碟 a05***@hotmail.com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1 六獎-1 8GB 隨身碟 mye***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2 六獎-2 8GB 隨身碟 a59***49@yahoo.com.tw 國立宜蘭大學 

23 六獎-3 8GB 隨身碟 wi***9@gmail.com 輔英科技大學 

24 六獎-4 8GB 隨身碟 wsc***thscience@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5 六獎-5 8GB 隨身碟 s98***0@gmail.com 元智大學 

26 六獎-6 8GB 隨身碟 fu9***2@hotmai.com 國立臺南大學 

27 六獎-7 8GB 隨身碟 s92***51@yahoo.com.tw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8 六獎-8 8GB 隨身碟 f98***25@yahoo.com.tw 東方設計學院 

29 六獎-9 8GB 隨身碟 sem***ao@gmail.com 國立成功大學 

30 六獎-10 8GB 隨身碟 u98***08@yuntech.edu.tw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31 六獎-11 8GB 隨身碟 kao***130@hotmail.com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32 六獎-12 8GB 隨身碟 one***cejvc@gmail.com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33 六獎-13 8GB 隨身碟 sim***7@gmail.com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34 六獎-14 8GB 隨身碟 bow***412@yahoo.com.tw 景文科技大學 



35 六獎-15 8GB 隨身碟 vcz***35@yahoo.com.tw 崑山科技大學 

36 六獎-16 8GB 隨身碟 rjl**u@mx.nthu.edu.tw 國立清華大學 

37 六獎-17 8GB 隨身碟 ben***928@hotmail.com 大同大學 

38 六獎-18 8GB 隨身碟 bir***rday@hotmail.com 國立中興大學 

39 六獎-19 8GB 隨身碟 rp.***0@hotmail.com 國立臺南大學 

40 六獎-20 8GB 隨身碟 iam***enofthewor@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1 六獎-21 8GB 隨身碟 gcs***s1119@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2 六獎-22 8GB 隨身碟 a85***9229@gmail.com.tw 大同大學 

43 六獎-23 8GB 隨身碟 s50***4@yahoo.com.tw 龍華科技大學 

44 六獎-24 8GB 隨身碟 hen***55231@hotmail.com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45 六獎-25 8GB 隨身碟 st9***7@yahoo.com.tw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46 六獎-26 8GB 隨身碟 r01***004@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47 六獎-27 8GB 隨身碟 wu_***me@yahoo.com.tw 崑山科技大學 

48 六獎-28 8GB 隨身碟 t01***102@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49 六獎-29 8GB 隨身碟 b02***9111@hotmail.com 國立中山大學 

50 六獎-30 8GB 隨身碟 ama***2163@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1 七獎-1 壹佰元超商禮券 994***56@ydu.edu.tw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52 七獎-2 壹佰元超商禮券 b09***108@cc.chu.edu.tw 中華大學 

53 七獎-3 壹佰元超商禮券 u99***17@smail.nuu.edu.tw 國立聯合大學 

54 七獎-4 壹佰元超商禮券 k60***2000@yahoo.com 國立中興大學 

55 七獎-5 壹佰元超商禮券 fis***ip@gmail.com 國立中興大學 

56 七獎-6 壹佰元超商禮券 cly***@mail.fcu.edu.tw 逢甲大學 

57 七獎-7 壹佰元超商禮券 s10***40@pu.edu.tw 靜宜大學 

58 七獎-8 壹佰元超商禮券 i**yf@yahoo.com.tw 國立成功大學 

59 七獎-9 壹佰元超商禮券 499***51@stust.edu.tw 南臺科技大學 

60 七獎-10 壹佰元超商禮券 jua***0724@yahoo.com.tw 國立中興大學 

61 七獎-11 壹佰元超商禮券 ton***8.lai@gmail.com 國立中興大學 

62 七獎-12 壹佰元超商禮券 kei***0801@hotmail.com 東海大學 

63 七獎-13 壹佰元超商禮券 son***273@nfu.edu.tw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64 七獎-14 壹佰元超商禮券 109***3114@kuas.edu.tw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65 七獎-15 壹佰元超商禮券 emm***068@hotmail.com 淡江大學 

66 七獎-16 壹佰元超商禮券 ops***7@hot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67 七獎-17 壹佰元超商禮券 mon***_2598@hotmail.com.tw 國立中興大學 

68 七獎-18 壹佰元超商禮券 hen***268@hotmail.com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69 七獎-19 壹佰元超商禮券 dsf***@yahoo.com.tw 大同大學 

70 七獎-20 壹佰元超商禮券 995***51@me.mcu.edu.tw 銘傳大學 

71 七獎-21 壹佰元超商禮券 sav***510@yahoo.com.tw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72 七獎-22 壹佰元超商禮券 joa***07302000@yahoo.com.tw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73 七獎-23 壹佰元超商禮券 cha***vivian@hotmail.com 國立聯合大學 



74 七獎-24 壹佰元超商禮券 w54***4776666@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75 七獎-25 壹佰元超商禮券 s**@hotmail.com.tw 開南大學 

76 七獎-26 壹佰元超商禮券 yay***c@cc.cust.edu.tw 中華科技大學 

77 七獎-27 壹佰元超商禮券 w**ee@cc.cust.edu.tw 中華科技大學 

78 七獎-28 壹佰元超商禮券 che***0cheng40@hot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79 七獎-29 壹佰元超商禮券 she***48694062@gmail.com 東海大學 

80 七獎-30 壹佰元超商禮券 hua***m@cc.ncue.edu.tw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81 七獎-31 壹佰元超商禮券 kun***ome@hotmail.com.tw 長榮大學 

82 七獎-32 壹佰元超商禮券 zax***345@yahoo.com.tw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83 七獎-33 壹佰元超商禮券 s69***000@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84 七獎-34 壹佰元超商禮券 r**y@gate.sinica.edu.tw 中央研究院 

85 七獎-35 壹佰元超商禮券 g.5***l4@gmail.com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86 七獎-36 壹佰元超商禮券 699***102@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87 七獎-37 壹佰元超商禮券 joe***ne@msa.hinet.net 元培科技大學 

88 七獎-38 壹佰元超商禮券 gyt***2@gmail.com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89 七獎-39 壹佰元超商禮券 joh***0480@yahoo.com.tw 崑山科技大學 

90 七獎-40 壹佰元超商禮券 indi6****cs97g@g2.nctu.edu.tw 國立交通大學 

91 七獎-41 壹佰元超商禮券 443***708@qq.com 國立中興大學 

92 七獎-42 壹佰元超商禮券 qwe***5623@yahoo.com.tw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93 七獎-43 壹佰元超商禮券 bao***e_82221@yahoo.com.tw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94 七獎-44 壹佰元超商禮券 asf***23@gmail.com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95 七獎-45 壹佰元超商禮券 hsn***iu@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96 七獎-46 壹佰元超商禮券 d01***007@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97 七獎-47 壹佰元超商禮券 x83***0250@yahoo.com.tw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98 七獎-48 壹佰元超商禮券 bla***at160@yahoo.com.tw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99 七獎-49 壹佰元超商禮券 seg***410077@hotmail.com 國立清華大學 

100 七獎-50 壹佰元超商禮券 iva***06tw@hotmail.com 國立中興大學 

101 七獎-51 壹佰元超商禮券 ad1***1008@hotmail.com 國立中興大學 

102 七獎-52 壹佰元超商禮券 mob***6@gmail.com 國立中山大學 

103 七獎-53 壹佰元超商禮券 sha***arnish@gmail.com 國立臺灣大學 

104 七獎-54 壹佰元超商禮券 chi***in8@gmail.com 中國文化大學 

105 七獎-55 壹佰元超商禮券 hjl***w@pu.edu.tw 靜宜大學 

106 七獎-56 壹佰元超商禮券 kev***90930@gmail.com 靜宜大學 

107 七獎-57 壹佰元超商禮券 ros***ejing@hotmail.com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08 七獎-58 壹佰元超商禮券 698***210@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9 七獎-59 壹佰元超商禮券 gin***0518@hotmail.com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10 七獎-60 壹佰元超商禮券 sur***3@cc.hwh.edu.tw 華夏技術學院 

111 七獎-61 壹佰元超商禮券 st9***6202000@hotmail.com.tw 中國文化大學 

112 七獎-62 壹佰元超商禮券 fan***220@yahoo.com.tw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13 七獎-63 壹佰元超商禮券 dap***lu0535@hotmail.com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14 七獎-64 壹佰元超商禮券 b00***110@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115 七獎-65 壹佰元超商禮券 hsu***lu@ms19.hinet.net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6 七獎-66 壹佰元超商禮券 g01***072@thu.edu.tw 東海大學 

117 七獎-67 壹佰元超商禮券 out***a17@hot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8 七獎-68 壹佰元超商禮券 gua***eed0205@gmail.com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19 七獎-69 壹佰元超商禮券 sel***1214@gmail.com 元培科技大學 

120 七獎-70 壹佰元超商禮券 tse***0124@hotmail.com 國立中興大學 

121 七獎-71 壹佰元超商禮券 210***2114@kuas.edu.tw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22 七獎-72 壹佰元超商禮券 w10***6021@mail.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123 七獎-73 壹佰元超商禮券 eij***ris@gmail.com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24 七獎-74 壹佰元超商禮券 gs3***59@gmail.com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25 七獎-75 壹佰元超商禮券 s99***07@pu.edu.tw 靜宜大學 

126 七獎-76 壹佰元超商禮券 p48***03@mail.ncku.edu.tw 國立成功大學 

127 七獎-77 壹佰元超商禮券 yen***n@hcu.edu.tw 玄奘大學 

128 七獎-78 壹佰元超商禮券 s33***2019@just.com.tw 景文科技大學 

129 七獎-79 壹佰元超商禮券 arr***23789@hot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30 七獎-80 壹佰元超商禮券 shi***y_fairy115@yahoo.com.hk 輔仁大學 

131 七獎-81 壹佰元超商禮券 m02***7@yahoo.com.tw 國立中興大學 

132 七獎-82 壹佰元超商禮券 cut***nlove1022@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33 七獎-83 壹佰元超商禮券 phi***28358@hotmail.com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34 七獎-84 壹佰元超商禮券 hy***9@hotmail.com 國立中興大學 

135 七獎-85 壹佰元超商禮券 sum***lib@gmail.com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36 七獎-86 壹佰元超商禮券 lig***tart@hotmail.com 淡江大學 

137 七獎-87 壹佰元超商禮券 myp***rlove@hotmail.com 大同大學 

138 七獎-88 壹佰元超商禮券 blu***ic13@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39 七獎-89 壹佰元超商禮券 day***n@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40 七獎-90 壹佰元超商禮券 dyh***g@tpcu.edu.tw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141 七獎-91 壹佰元超商禮券 twi***0206@hot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42 七獎-92 壹佰元超商禮券 eil***tseng@gmail.com 中華科技大學 

143 七獎-93 壹佰元超商禮券 pig***852lk@yahoo.com.tw 華夏技術學院 

144 七獎-94 壹佰元超商禮券 cho***ate0398@gmail.com 國立嘉義大學 

145 七獎-95 壹佰元超商禮券 zzz***21@hot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46 七獎-96 壹佰元超商禮券 s10***51@pu.edu.tw 靜宜大學 

147 七獎-97 壹佰元超商禮券 kib***09@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48 七獎-98 壹佰元超商禮券 lc***8@yahoo.com.tw 開南大學 

149 七獎-99 壹佰元超商禮券 p**eu@hotmail.com 東海大學 

150 七獎-100 壹佰元超商禮券 tin***n392@gmail.com 國立成功大學 

151 普獎-1 伍拾元超商禮券 s10***13@mail.yzu.edu.tw 元智大學 



152 普獎-2 伍拾元超商禮券 lin***ee1112@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53 普獎-3 伍拾元超商禮券 la**ta@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54 普獎-4 伍拾元超商禮券 hel***05226@gmail.com 淡江大學 

155 普獎-5 伍拾元超商禮券 fen***11@hotmail.com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56 普獎-6 伍拾元超商禮券 109***5137@kuas.edu.tw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57 普獎-7 伍拾元超商禮券 f22***923@yahoo.com.tw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58 普獎-8 伍拾元超商禮券 m10***204@mail.ntust.edu.tw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59 普獎-9 伍拾元超商禮券 fum***109@gmail.com 國立臺灣大學 

160 普獎-10 伍拾元超商禮券 g10***97@pu.edu.tw 靜宜大學 

161 普獎-11 伍拾元超商禮券 s29***823@hot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62 普獎-12 伍拾元超商禮券 jem***xsilence@hotmail.com 國立中興大學 

163 普獎-13 伍拾元超商禮券 s99***31@pu.edu.tw 靜宜大學 

164 普獎-14 伍拾元超商禮券 a78***31@yahoo.com.tw 大仁科技大學 

165 普獎-15 伍拾元超商禮券 ton***t516@yahoo.com.tw 元培科技大學 

166 普獎-16 伍拾元超商禮券 mac***ly@ms52.hinet.net 玄奘大學 

167 普獎-17 伍拾元超商禮券 v98***33@smail.nuu.edu.tw 國立聯合大學 

168 普獎-18 伍拾元超商禮券 a95***98@yahoo.com.tw 中華科技大學 

169 普獎-19 伍拾元超商禮券 may**n@mail.npue.edu.tw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70 普獎-20 伍拾元超商禮券 109***7140@kuas.edu.tw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71 普獎-21 伍拾元超商禮券 hua***52@gmail.com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72 普獎-22 伍拾元超商禮券 p01***011@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173 普獎-23 伍拾元超商禮券 wcl**o@tpcu.edu.tw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174 普獎-24 伍拾元超商禮券 and***720s@hotmail.com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75 普獎-25 伍拾元超商禮券 yo8***6@yahoo.com.tw 國立中興大學 

176 普獎-26 伍拾元超商禮券 lig***inghiei@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77 普獎-27 伍拾元超商禮券 sun***ne07220622@yahoo.com.tw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78 普獎-28 伍拾元超商禮券 iop***520@gmail.com 大仁科技大學 

179 普獎-29 伍拾元超商禮券 you***1745115@hotmail.com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80 普獎-30 伍拾元超商禮券 ssp***24@gmail.com 元培科技大學 

181 普獎-31 伍拾元超商禮券 bec**h@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82 普獎-32 伍拾元超商禮券 ays***17@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83 普獎-33 伍拾元超商禮券 sup***apanny@hotmail.com 國立中興大學 

184 普獎-34 伍拾元超商禮券 a29***165@hotmail.com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85 普獎-35 伍拾元超商禮券 ric***01x@hotmail.com 大同大學 

186 普獎-36 伍拾元超商禮券 jas***28041993@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87 普獎-37 伍拾元超商禮券 can***ace@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88 普獎-38 伍拾元超商禮券 c**@mail.ndhu.edu.tw 國立東華大學 

189 普獎-39 伍拾元超商禮券 sy1***@yahoo.com.tw 國立臺南大學 

190 普獎-40 伍拾元超商禮券 cat***7191@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91 普獎-41 伍拾元超商禮券 blu***0296@hotmail.com 景文科技大學 

192 普獎-42 伍拾元超商禮券 win***_bear31@hotmail.com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93 普獎-43 伍拾元超商禮券 mag***ergej@yahoo.com.tw 靜宜大學 

194 普獎-44 伍拾元超商禮券 dar***y0121@yahoo.com.tw 國立東華大學 

195 普獎-45 伍拾元超商禮券 din***1720@hot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96 普獎-46 伍拾元超商禮券 cla***905@hotmail.com 銘傳大學 

197 普獎-47 伍拾元超商禮券 s11***087@nutc.edu.tw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98 普獎-48 伍拾元超商禮券 s98***016@ncnu.edu.tw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99 普獎-49 伍拾元超商禮券 oaa**b@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200 普獎-50 伍拾元超商禮券 y66***2@gmail.com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01 普獎-51 伍拾元超商禮券 zz2***96tw@gmail.com 國立成功大學 

202 普獎-52 伍拾元超商禮券 kes***ru@gmail.com 朝陽科技大學 

203 普獎-53 伍拾元超商禮券 s22***4@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4 普獎-54 伍拾元超商禮券 wu1***55@hot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5 普獎-55 伍拾元超商禮券 oua***99@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6 普獎-56 伍拾元超商禮券 ach***e1688@yahoo.com.tw 輔仁大學 

207 普獎-57 伍拾元超商禮券 mat***pace1990@hot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8 普獎-58 伍拾元超商禮券 zxa***3@yahoo.com.tw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209 普獎-59 伍拾元超商禮券 s55***6@yahoo.com.tw 中國文化大學 

210 普獎-60 伍拾元超商禮券 400***273@stmail.tajen.edu.tw 大仁科技大學 

211 普獎-61 伍拾元超商禮券 499***760@s99.tku.edu.tw 淡江大學 

212 普獎-62 伍拾元超商禮券 bla***eo@hotmail.sg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213 普獎-63 伍拾元超商禮券 yao***en@gmail.com 靜宜大學 

214 普獎-64 伍拾元超商禮券 ten***96@hot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15 普獎-65 伍拾元超商禮券 nic***34@hotmail.com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216 普獎-66 伍拾元超商禮券 m00***0019@student.nsysu.edu.tw 國立中山大學 

217 普獎-67 伍拾元超商禮券 key***087@hotmail.com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218 普獎-68 伍拾元超商禮券 a95***25@yahoo.com.tw 朝陽科技大學 

219 普獎-69 伍拾元超商禮券 hi6***2@hotmail.com 國立中興大學 

220 普獎-70 伍拾元超商禮券 pow***uffconnie@gmail.com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21 普獎-71 伍拾元超商禮券 meg***99223@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22 普獎-72 伍拾元超商禮券 yee***n_13@hotmail.com 元智大學 

223 普獎-73 伍拾元超商禮券 ben***91@yahoo.com.tw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24 普獎-74 伍拾元超商禮券 tru***kum@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25 普獎-75 伍拾元超商禮券 sup****persupman@hotmail.com 國立中興大學 

226 普獎-76 伍拾元超商禮券 bye***098@yahoo.com.tw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227 普獎-77 伍拾元超商禮券 pho***112@hotmail.com 元智大學 

228 普獎-78 伍拾元超商禮券 q82***2@yahoo.com.tw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29 普獎-79 伍拾元超商禮券 spr***_0305@hot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30 普獎-80 伍拾元超商禮券 jac***5202002@yahoo.com.tw 國立中正大學 

231 普獎-81 伍拾元超商禮券 s10***24@pu.edu.tw 靜宜大學 

232 普獎-82 伍拾元超商禮券 han***1@gmail.com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233 普獎-83 伍拾元超商禮券 sum***104@yahoo.com.tw 國立中興大學 

234 普獎-84 伍拾元超商禮券 099***4074@mail.ypu.edu.tw 元培科技大學 

235 普獎-85 伍拾元超商禮券 s78***05@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36 普獎-86 伍拾元超商禮券 for***r_toev@yahoo.com.tw 元培科技大學 

237 普獎-87 伍拾元超商禮券 map***823@hotmail.com 國立成功大學 

238 普獎-88 伍拾元超商禮券 vic***991@hot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39 普獎-89 伍拾元超商禮券 a98***41@mail4.kh.usc.edu.tw 實踐大學 

240 普獎-90 伍拾元超商禮券 j35***2@yahoo.com.tw 亞東技術學院 

241 普獎-91 伍拾元超商禮券 lau***3114@hotmail.com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242 普獎-92 伍拾元超商禮券 mns***@yahoo.com.tw 國立中興大學 

243 普獎-93 伍拾元超商禮券 azu***hen@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44 普獎-94 伍拾元超商禮券 ju9***1@yahoo.com.tw 元智大學 

245 普獎-95 伍拾元超商禮券 awa***regress@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46 普獎-96 伍拾元超商禮券 156***382@qq.com 元培科技大學 

247 普獎-97 伍拾元超商禮券 chy***un@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48 普獎-98 伍拾元超商禮券 a3p***26@hotmail.com.tw 實踐大學 

249 普獎-99 伍拾元超商禮券 iml***88084@gmail.com 國立臺東大學 

250 普獎-100 伍拾元超商禮券 bam***yen2006@yahoo.com.tw 國立臺灣大學 

251 普獎-101 伍拾元超商禮券 g90***@hot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52 普獎-102 伍拾元超商禮券 s33***2016@just.edu.tw 景文科技大學 

253 普獎-103 伍拾元超商禮券 b99***025@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254 普獎-104 伍拾元超商禮券 b3q***q@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55 普獎-105 伍拾元超商禮券 c19***111@yahoo.com.tw 靜宜大學 

256 普獎-106 伍拾元超商禮券 csd***04@yahoo.com.tw 國立中興大學 

257 普獎-107 伍拾元超商禮券 e**16@mail.ncyu.edu.tw 國立嘉義大學 

258 普獎-108 伍拾元超商禮券 s98***42@pu.edu.tw 靜宜大學 

259 普獎-109 伍拾元超商禮券 smh***g@mail.nctu.edu.tw 國立交通大學 

260 普獎-110 伍拾元超商禮券 aki***28@gmail.com 國立臺南大學 

261 普獎-111 伍拾元超商禮券 ppp***0516@gmail.com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62 普獎-112 伍拾元超商禮券 zxy***72221@yahoo.com.tw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263 普獎-113 伍拾元超商禮券 cia***g@gmail.com 國立陽明大學 

264 普獎-114 伍拾元超商禮券 ym8***5@hotmail.com.tw 真理大學 

265 普獎-115 伍拾元超商禮券 egg***2001@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66 普獎-116 伍拾元超商禮券 bet***7@mt.au.edu.tw 真理大學 

267 普獎-117 伍拾元超商禮券 alo***n@gmail.com 國立臺灣大學 

268 普獎-118 伍拾元超商禮券 cho***_t@hotmail.com 義守大學 



269 普獎-119 伍拾元超商禮券 a76***1@gmail.com 吳鳳科技大學 

270 普獎-120 伍拾元超商禮券 wfs***17@hotmail.com 國立中興大學 

271 普獎-121 伍拾元超商禮券 e**y@tmue.edu.tw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272 普獎-122 伍拾元超商禮券 lin***n2001@ems.cku.edu.tw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273 普獎-123 伍拾元超商禮券 evo***830615@gmail.com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74 普獎-124 伍拾元超商禮券 bre***ng70187@yahoo.com.tw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75 普獎-125 伍拾元超商禮券 bil***0b@gmail.com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276 普獎-126 伍拾元超商禮券 s98***07@pu.edu.tw 靜宜大學 

277 普獎-127 伍拾元超商禮券 sav***r_die@yahoo.com.tw 亞洲大學 

278 普獎-128 伍拾元超商禮券 297***104@qq.com 大仁科技大學 

279 普獎-129 伍拾元超商禮券 roc***su@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80 普獎-130 伍拾元超商禮券 cla***1230465@yahoo.com.tw 靜宜大學 

281 普獎-131 伍拾元超商禮券 r90***163@gmail.com 國立中山大學 

282 普獎-132 伍拾元超商禮券 ken***71031.me00g@nctu.edu.tw 國立交通大學 

283 普獎-133 伍拾元超商禮券 700***13@stu.nkuht.edu.tw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284 普獎-134 伍拾元超商禮券 fio***05215@yahoo.com.tw 靜宜大學 

285 普獎-135 伍拾元超商禮券 pwt***835my@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86 普獎-136 伍拾元超商禮券 499***330@s99.tku.edu.tw 淡江大學 

287 普獎-137 伍拾元超商禮券 w**ny830515@gmail.com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288 普獎-138 伍拾元超商禮券 tng***6@yahoo.com.tw 國立臺南大學 

289 普獎-139 伍拾元超商禮券 u98***41@yuntech.edu.tw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90 普獎-140 伍拾元超商禮券 s97***063@mail1.ncnu.edu.tw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91 普獎-141 伍拾元超商禮券 roy***1003@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92 普獎-142 伍拾元超商禮券 l82***1@hotmail.com 國立陽明大學 

293 普獎-143 伍拾元超商禮券 d98***12@ems.ndhu.edu.tw 國立東華大學 

294 普獎-144 伍拾元超商禮券 sma***379008@yahoo.com 靜宜大學 

295 普獎-145 伍拾元超商禮券 b98***36@mail.ntust.edu.tw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96 普獎-146 伍拾元超商禮券 oom***m@yahoo.com.tw 義守大學 

297 普獎-147 伍拾元超商禮券 az8***@yahoo.com.tw 朝陽科技大學 

298 普獎-148 伍拾元超商禮券 b99***41@uch.edu.tw 健行科技大學 

299 普獎-149 伍拾元超商禮券 san***60522@yahoo.com.tw 健行科技大學 

300 普獎-150 伍拾元超商禮券 sph***g@uch.edu.tw 健行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