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遇在雲端書海—我的 ebook 私藏」得獎名單 

編

號 
獎項 獎品 

投稿

編號 
作品 得獎者 所屬學校 備註 

1 雪兒獎 金城武特別款單速車 93 

【這是一本讓我肅然起敬的書】 

《Charles Darwin》 
范○羿 

國立臺灣大學 分享數 4401 

2 小雪獎 iPad mini 96 

【這是一本讓人省思又不沉重的書】 

《10 Good Questions About Life and Death》 
謝○熙 

國立中正大學 分享數 4160 

3 雪花獎 拍立得 mini 8+底片 23 

【這是一本使人人緣更好的書】 

《有能力，也要有點幽默力》 
江○蓁 

開南大學 分享數 4090 

4 評選一獎 時尚登機箱 107 

【這是一本使人思考旅遊的本質的書】 

《猴硐：貓城物語》 
黃○安 

國立中興大學   

5 評選二獎 床邊閱讀燈 1 

【這是一本讓我沉浸於回憶裡的書】 

《捷克經典》 
王○蕎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6 評選三獎 造型行動電源 4 

【這是一本源與圓的書】 

《租來的人生》 
潘○芹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7 多如繁星獎 無線充電木質音箱 

【這是一本講述一個人對於水的愛與浪漫的書】 

《人魚：我的水裡人生》等 22 篇 
陳○云 

國立成功大學 

共 22 篇投稿作

品 

8 Wiley 最讚獎 iPad mini 21 

【這是一本讓我思考的書】 

《Cities and Society》 
黃○超 

淡江大學 讚 1842 

9 華藝最讚獎 威秀電影票(3 張) 118 

【這是一本讓人學習施比受更有福的書】 

《愛心阿嬤陳樹菊》 林○晉 中原大學 讚 1201 

10 凌網最讚獎 郵政禮券 1200 元 40 

【這是一本能夠簡單學習韓文的書】 

《超實用旅遊韓語》 潘○涵 龍華科技大學 讚 76 

11 Springer 最讚獎 7-11 禮券 1000 元 161 

【這是一本讓我覺得社會大學中學海無涯的書】 

《Becoming an Entrepreneur》 任○珺 實踐大學 讚 27 

12 

華藝使用次數

最多 威秀電影票(3 張) 97 

【這是一本讓我看魯迅如何諷刺人性中的劣根性

的書】《阿 Q 正傳》 林○萱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9/9-11/9 使用

9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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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凌網獎 7-11 禮券 1000 元 112 

【這是一本讓人覺得綠生活並不是一件難事的

書】《挪威-綠色驚嘆號》 
劉○容 

國立屏東大學   

14 凌網獎 7-11 禮券 1000 元 8 

【這是一本懷舊、令人回味的書】 

《台灣原味車站輕鬆蹓》 
周○翔 

國立嘉義大學   

15 凌網獎 7-11 禮券 1000 元 104 

【這是一本充滿人生希望的書】 

《你值得過更好的日子》 黃○俊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6 

飛資得

(CRCnetBASE)獎 SOGO 禮券 1000 元 159 

【這是一本讓我開始檢視自己生活習慣的書】 

《Green Energy》 張○珈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7 

飛資得(World 

Scientific)獎 7-11 禮券 1000 元 87 

【這是一本讓我充滿希望的書】 

《A passion for life》 陳○汝 南華大學   

18 

Taylor & Francis 

ebook 獎 SOGO 禮券 1000 元 179 

【這是一本讓我想出遊的書】 

《Tourism, Power and Space》 侯○甄 國立嘉義大學   

19 Springer 獎 旅行舒眠組 163 

【這是一本製作 3D 遊戲的書】 

《Pro Unity Game Development with C#》 羅○益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20 Springer 獎 旅行舒眠組 166 

【這是一本甜甜的書】 

《Chocolate and Health》 林○涵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21 Springer 獎 旅行舒眠組 182 

【這是一本心理重設的書】 

《Voices of Trauma》 陳○琳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22 Elsevier 獎 時尚袋組合 94 

【這是一本讓我想要去島嶼深度旅行的書】 

《Marketing Island Destinations 》 葉○伶 輔仁大學   

23 啦啦隊獎 小金魚茶包 

 

  程○玲 

 分享獲得雪兒

獎作品之得獎

者 

  

24 啦啦隊獎 小金魚茶包 

 

  吳○良   

25 啦啦隊獎 小金魚茶包 

 

  賴○哲   

26 啦啦隊獎 小金魚茶包 

 

  葉○廷   

27 啦啦隊獎 小金魚茶包 

 

  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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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好運獎 叢林系列書檔 4 

【這是一本源與圓的書】 

《租來的人生》 
潘○芹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29 好運獎 叢林系列書檔 13 

【這是一本讓我立刻和孩子一起運動的書】 

《Childhood Obesity Prevention》 
廖○英 

朝陽科技大學   

30 好運獎 叢林系列書檔 16 

【這是一本讓我忘記時間的書】 

《瑞士 : 忘了配音的故事書》 
徐○茜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31 好運獎 叢林系列書檔 19 

【這是一本讓我驚豔的書】 

《台北爸爸，紐約媽媽》 
黃○超 

淡江大學   

32 好運獎 叢林系列書檔 20 

【這是一本生死攸關的書】 

《10 Good Questions About Life and Death》 
陳○云 

國立成功大學   

33 好運獎 叢林系列書檔 22 

【這是一本讓我思考的書】 

《Love Online》 
陳○均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34 好運獎 叢林系列書檔 30 

【這是一本讓我懂得堅持與包容的書】 

《酷馬》 
陳○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35 好運獎 叢林系列書檔 33 

【這是一本讓我懷念的書】 

《基本護理學》 
張○恩 

長庚科技大學   

36 好運獎 叢林系列書檔 62 

【這是一本能感受極簡、天然並真正為土地著想

的書】《挪威-綠色驚嘆號》 林○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37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31 

【這是一本介紹鐵道上有歷史痕跡車站的書】 

《台灣原味車站輕鬆蹓》 劉○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8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55 

【這是一本讓我有同感的書】 

《睡前 15 分鐘改變孩子的一生》 張○琪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39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57 

【這是一本讓我自我檢討的書】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Matter》 陳○汝 南華大學   

40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61 

【這是一本讓我更貼近幼兒的書】 

《兒童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 李○儒 國立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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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63 

【這是一本沉澱心靈的書】 

《不藥而癒的抒壓靜心術》 張○豪 國立成功大學   

42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69 

【這是一本充滿冒險的書】 

《你家沙發借我睡》 陳○真 輔仁大學   

43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70 

【這是一本讓我珍惜自己的書】 

《我的心不凍》 陳○晴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44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79 

【這是一本讓我惆悵低迴的書】 

《非讀不可的傲慢與偏見》 蔡○萱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45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80 

【這是一本讓我想要抓起相機去攝影的書】 

《Creative DSLR Photography》 符○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6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83 

【這是一本幫助別人思考的書】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蔡○民 國立中興大學   

47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85 

【這是一本讓我更了解小孩心理的書】 

《Young Children Learning》 陳○芬 國立中興大學   

48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92 

【這是一本讓我學到很多的書】 

《法律站在你身邊：法律風險防身術》 鄧○謙 國立中正大學   

49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96 

【這是一本讓人省思又不沉重的書】 

《10 Good Questions About Life and Death》 
謝○熙 

國立中正大學   

50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114 

【這是一本鼓舞我的書】 

《狠繪玩澳洲》 洪○琪 國立中興大學   

51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122 

【這是一本思想實驗集合的書】 

《10 Good Questions About Life and Death》 許○瑜 國立臺灣大學   

52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130 

【這是一本意外又有著淡淡溫暖的書】 

《偷窺》 蔡○萍 國立嘉義大學   

53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170 

【這是一本讓我覺得唯恐天下不亂的書】 

《Food Safety and Toxicity》 蔡○唯 文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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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好運獎 造型牛軋糖 182 

【這是一本心理重設的書】 

《Voices of Trauma》 陳○琳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55 好運獎 7-11 禮券 500 元(凌網) 1 

【這是一本讓我沉浸於回憶裡的書】 

《捷克經典》 
王○蕎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56 好運獎 7-11 禮券 500 元(凌網) 9 

【這是一本精彩的書】 

《發現臺東》 陳○龍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57 好運獎 郵局禮券 500 元(文道) 36 

【這是一本讓我學到很多的書】 

《Reviews in Food and Nutrition Toxicity》 楊○涵 佛光大學   

58 好運獎 郵局禮券 500 元(文道) 50 

【這是一本讓我讓我反思不已的書】 

《Animal Welfare》 陳○汝 南華大學   

59 好運獎 郵局禮券 500 元(文道) 82 

【這是一本了解兒童的書】 

《The Child as Social Person》 邱○原 義守大學   

60 好運獎 郵局禮券 500 元(文道) 94 

【這是一本讓我想要去島嶼深度旅行的書】 

《Marketing Island Destinations 》 葉○伶 輔仁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