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 姓名 學校

1 首獎 四核心平板筆電 B99***31@mail.ntust.edu.tw 蔡Ｏ易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2 二獎 智慧型手機 s3a***044@student.ncut.edu.tw 葉Ｏ姍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3 三獎 口袋相印機 s10***025@stumail.nutn.edu.tw 謝Ｏ娟 國立臺南大學 
4 四獎-1 高接耳覆式耳機 h04***228@mailst.cjcu.edu.tw 林Ｏ吟 長榮大學 
5 四獎-2 高接耳覆式耳機 u10***5414@cmu.edu.tw 王Ｏ紋 中國醫藥大學 
6 五獎-1 拍立得 tup***han.ms02@nctu.edu.tw 杜Ｏ珊 國立交通大學 
7 五獎-2 拍立得 s10***0044@mail.nchu.edu.tw 牛Ｏ鵬 國立中興大學 
8 六獎-1 無線鍵盤滑鼠組 s10***6009@stmail.nptu.edu.tw 莊Ｏ傑 國立屏東大學 
9 六獎-2 無線鍵盤滑鼠組 b02***013@ntu.edu.tw 鄧Ｏ方 國立臺灣大學 

10 七獎-01 參佰元超商禮券 302***02@gm.nfu.edu.tw 范Ｏ章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11 七獎-02 參佰元超商禮券 s14***074@nutc.edu.tw 洪Ｏ琪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12 七獎-03 參佰元超商禮券 t10***0029@ntut.edu.tw 吳Ｏ錡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13 七獎-04 參佰元超商禮券 s10***254@cycu.edu.tw 郭Ｏ瑋 中原大學 
14 七獎-05 參佰元超商禮券 101***1217@stu.nkmu.edu.tw 葉Ｏ如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15 七獎-06 參佰元超商禮券 d02***362@gm.tut.edu.tw 蔡Ｏ恩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6 七獎-07 參佰元超商禮券 g10***503@mail.nhcue.edu.tw 李Ｏ翰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17 七獎-08 參佰元超商禮券 s10***3120@mail.nchu.edu.tw 楊Ｏ諭 國立中興大學 
18 七獎-09 參佰元超商禮券 100***8209@stu.nkmu.edu.tw 陳Ｏ玲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19 七獎-10 參佰元超商禮券 s10***063@gm.cyut.edu.tw 廖Ｏ婷 朝陽科技大學 
20 七獎-11 參佰元超商禮券 s14***081@nutc.edu.tw 王Ｏ豪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21 七獎-12 參佰元超商禮券 b02***35@stmail.cgu.edu.tw 陳Ｏ翔 長庚大學 
22 七獎-13 參佰元超商禮券 b03***49@ms.niu.edu.tw 黃Ｏ纓 國立宜蘭大學 
23 七獎-14 參佰元超商禮券 koa***618@nfu.edu.tw 吳Ｏ靜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24 七獎-15 參佰元超商禮券 410***072@ems.ndhu.edu.tw 郭Ｏ云 國立東華大學 
25 七獎-16 參佰元超商禮券 M10***131@mail.ntust.edu.tw 黃Ｏ君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26 七獎-17 參佰元超商禮券 101***4@mail.fgu.edu.tw 方Ｏ君 佛光大學 
27 七獎-18 參佰元超商禮券 hoc***g0508.ep00@nctu.edu.tw 林Ｏ俊 國立交通大學 
28 七獎-19 參佰元超商禮券 p86***043@mail.ncku.edu.tw 蔡 國立成功大學 
29 七獎-20 參佰元超商禮券 100***08@nhu.edu.tw 楊Ｏ雅 南華大學 
30 七獎-21 參佰元超商禮券 s10***2262@m100.nthu.edu.tw 鄧Ｏ羽 國立清華大學 
31 七獎-22 參佰元超商禮券 S00***27@mail.ncue.edu.tw 江Ｏ慶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32 七獎-23 參佰元超商禮券 301***25@ntou.edu.tw 林Ｏ行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33 七獎-24 參佰元超商禮券 b00***26@ms.niu.edu.tw 楊Ｏ婷 國立宜蘭大學 
34 七獎-25 參佰元超商禮券 b01***0004@student.nsysu.edu.tw 蔡Ｏ平 國立中山大學 
35 七獎-26 參佰元超商禮券 M10***001@stumail.nutn.edu.tw 王 國立臺南大學 
36 七獎-27 參佰元超商禮券 s10***39@pu.edu.tw 吳Ｏ睿 靜宜大學 
37 七獎-28 參佰元超商禮券 603***18e@ntnu.edu.tw 陳Ｏ佑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38 七獎-29 參佰元超商禮券 b00***25＠stmail.cgu.edu.tw 陳Ｏ儒 長庚大學 
39 七獎-30 參佰元超商禮券 g03***008@ccu.edu.tw 黃Ｏ志 國立中正大學 
40 八獎-01 壹佰元超商禮券 B10***047@yuntech.edu.tw 王Ｏ文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41 八獎-02 壹佰元超商禮券 m03***03@mail.ncue.edu.tw 周Ｏ軒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42 八獎-03 壹佰元超商禮券 D10***109@cc.takming.edu.tw 林Ｏ如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43 八獎-04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23@thu.edu.tw 顏Ｏ軒 東海大學 
44 八獎-05 壹佰元超商禮券 b10***032@mail.ntust.edu.tw 王Ｏ安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45 八獎-06 壹佰元超商禮券 u10***246@ms.ttu.edu.tw 王Ｏ璿 大同大學 
46 八獎-07 壹佰元超商禮券 M10***219@yuntech.edu.tw 陳Ｏ儀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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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八獎-08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1028@mail.nchu.edu.tw 吳Ｏ瑾 國立中興大學 
48 八獎-09 壹佰元超商禮券 n09***3034@mail.nchu.edu.tw 曾Ｏ慧 國立中興大學 
49 八獎-10 壹佰元超商禮券 b03***47@ms.niu.edu.tw 陳Ｏ蓁 國立宜蘭大學 
50 八獎-11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1014@stmail.nptu.edu.tw 林Ｏ瑩 國立屏東大學 
51 八獎-12 壹佰元超商禮券 U10***028@go.utaipei.edu.tw 曾Ｏ瑄 臺北市立大學 
52 八獎-13 壹佰元超商禮券 B10***207@mail.knu.edu.tw 呂Ｏ穎 開南大學 
53 八獎-14 壹佰元超商禮券 jcc***04.ee03g@nctu.edu.tw 林Ｏ佑 國立交通大學 
54 八獎-15 壹佰元超商禮券 m10***009@yuntech.edu.tw 廖Ｏ瑜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55 八獎-16 壹佰元超商禮券 u00***077@ccu.edu.tw 顏Ｏ君 國立中正大學 
56 八獎-17 壹佰元超商禮券 zxc***22@yahoo.com.tw 張Ｏ寧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57 八獎-18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211@cycu.edu.tw 高Ｏ晴 中原大學 
58 八獎-19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039@stumail.nutn.edu.tw 林Ｏ萱 國立臺南大學 
59 八獎-20 壹佰元超商禮券 s3a***099@student.ncut.edu.tw 劉Ｏ雯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60 八獎-21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243@cycu.edu.tw 李Ｏ沂 中原大學 
61 八獎-22 壹佰元超商禮券 b10***034@mail.ntust.edu.tw 張Ｏ涵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62 八獎-23 壹佰元超商禮券 b02***19@ms.niu.edu.tw 林Ｏ宣 國立宜蘭大學 
63 八獎-24 壹佰元超商禮券 102***5006@mail.hwu.edu.tw 孫Ｏ綺 醒吾科技大學 
64 八獎-25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55@pu.edu.tw 王Ｏ閔 靜宜大學 
65 八獎-26 壹佰元超商禮券 400***445@s00.tku.edu.tw 楊Ｏ卉 淡江大學 
66 八獎-27 壹佰元超商禮券 chu***inglee@ntu.edu.tw 李Ｏ穎 國立臺灣大學 
67 八獎-28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2024@stmail.nptu.edu.tw 謝Ｏ慈 國立屏東大學 
68 八獎-29 壹佰元超商禮券 b03***010@ntu.edu.tw 耿Ｏ揚 國立臺灣大學 
69 八獎-30 壹佰元超商禮券 d00***022@ems.npu.edu.tw 張Ｏ雍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70 八獎-31 壹佰元超商禮券 g10***3102@mail.nchu.edu.tw 蘇Ｏ舜 國立中興大學 
71 八獎-32 壹佰元超商禮券 u98***08@ems.ndhu.edu.tw 吳Ｏ蓁 國立東華大學 
72 八獎-33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232@cycu.edu.tw 張Ｏ雲 中原大學 
73 八獎-34 壹佰元超商禮券 u10***0416@mail.cmu.edu.tw 陳Ｏ霖 中國醫藥大學 
74 八獎-35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18@mail.ncyu.edu.tw 丁Ｏ婷 國立嘉義大學 
75 八獎-36 壹佰元超商禮券 702***26@stu.nkuht.edu.tw 王Ｏ晴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76 八獎-37 壹佰元超商禮券 ann***u.bce02g@g2.nctu.edu.tw 蘇Ｏ寧 國立交通大學 
77 八獎-38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1019@mail.nchu.edu.tw 陳Ｏ怡 國立中興大學 
78 八獎-39 壹佰元超商禮券 410***057@ems.ndhu.edu.tw 陳Ｏ薇 國立東華大學 
79 八獎-40 壹佰元超商禮券 M03***65@fcu.edu.tw 董Ｏ傑 逢甲大學 
80 八獎-41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3048@mail.nchu.edu.tw 廖Ｏ凱 國立中興大學 
81 八獎-42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605@gm.cyut.edu.tw 陳Ｏ擁 朝陽科技大學 
82 八獎-43 壹佰元超商禮券 400***04@gm.nfu.edu.tw 方Ｏ傑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83 八獎-44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2030@mail.nchu.edu.tw 何Ｏ倫 國立中興大學 
84 八獎-45 壹佰元超商禮券 sja***017.eed02g@nctu.edu.tw 林Ｏ彥 國立交通大學 
85 八獎-46 壹佰元超商禮券 g03***090@ccu.edu.tw 林Ｏ興 國立中正大學 
86 八獎-47 壹佰元超商禮券 por***ebestcar.iem01@nctu.edu.tw 陳Ｏ和 國立交通大學 
87 八獎-48 壹佰元超商禮券 101***4@mail.fgu.edu.tw 楊Ｏ涵 佛光大學 
88 八獎-49 壹佰元超商禮券 401***33@gm.nfu.edu.tw 廖Ｏ諭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89 八獎-50 壹佰元超商禮券 103***51@nhu.edu.tw 邱Ｏ琦 南華大學 
90 八獎-51 壹佰元超商禮券 410***028@ems.ndhu.edu.tw 陳Ｏ瑩 國立東華大學 
91 八獎-52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6017@mail.nchu.edu.tw 高Ｏ德 國立中興大學 
92 八獎-53 壹佰元超商禮券 m02***0041@student.nsysu.edu.tw 歐Ｏ賢 國立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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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八獎-54 壹佰元超商禮券 au1***@mail.au.edu.tw 吳Ｏ琪 真理大學 
94 八獎-55 壹佰元超商禮券 g10***2086@mail.nchu.edu.tw 謝Ｏ真 國立中興大學 
95 八獎-56 壹佰元超商禮券 g03***031@ccu.edu.tw 丁Ｏ軒 國立中正大學 
96 八獎-57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3013@mail.nchu.edu.tw 徐Ｏ茵 國立中興大學 
97 八獎-58 壹佰元超商禮券 d10***011@yuntech.edu.tw 盧Ｏ明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98 八獎-59 壹佰元超商禮券 b02***19@stmail.cnu.edu.tw  陳Ｏ婷 嘉南藥理大學  
99 八獎-60 壹佰元超商禮券 g11***9004@grad.ntue.edu.tw 陳Ｏ君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100 八獎-61 壹佰元超商禮券 n10***3053@mail.nchu.edu.tw 沈Ｏ典 國立中興大學 
101 八獎-62 壹佰元超商禮券 b10***126@yuntech.edu.tw 林Ｏ宴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102 八獎-63 壹佰元超商禮券 b10***117@mail.ntust.edu.tw 張Ｏ斌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103 八獎-64 壹佰元超商禮券 lai***ngwen.cm02g@nctu.edu.tw 賴Ｏ雯 國立交通大學 
104 八獎-65 壹佰元超商禮券 101***043@cc.ncu.edu.tw 林Ｏ庸 國立中央大學 
105 八獎-66 壹佰元超商禮券 rho***@tajen.edu.tw 羅Ｏ  大仁科技大學 
106 八獎-67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4***048@nutc.edu.tw 魏Ｏ翎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107 八獎-68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27@thu.edu.tw 許Ｏ均 東海大學 
108 八獎-69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219@cycu.edu.tw 游Ｏ慧 中原大學 
109 八獎-70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3005@mail.nchu.edu.tw 江Ｏ樺 國立中興大學 
110 八獎-71 壹佰元超商禮券 400***31@gm.nfu.edu.tw 薛Ｏ琳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111 八獎-72 壹佰元超商禮券 b10***029@yuntech.edu.tw 周Ｏ麒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112 八獎-73 壹佰元超商禮券 mch***i@dragon.nchu.edu.tw 蔡Ｏ真 國立中興大學 
113 八獎-74 壹佰元超商禮券 b99***008@ntu.edu.tw 梁Ｏ代 國立臺灣大學 
114 八獎-75 壹佰元超商禮券 s10***2009@mail.nchu.edu.tw 蕭Ｏ玠 國立中興大學 
115 八獎-76 壹佰元超商禮券 s32***2008@just.edu.tw 蕭Ｏ怡 景文科技大學 
116 八獎-77 壹佰元超商禮券 m03***04@smail.nuu.edu.tw 林Ｏ澤 國立聯合大學 
117 八獎-78 壹佰元超商禮券 m03***11@mails.ncue.edu.tw 陳Ｏ詩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118 八獎-79 壹佰元超商禮券 B10***008@yuntech.edu.tw 楊Ｏ鈞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119 八獎-80 壹佰元超商禮券 400***69@gm.nfu.edu.tw 陳Ｏ妤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120 八獎-81 壹佰元超商禮券 101***101@gms.tcu.edu.tw 林Ｏ庭 慈濟大學 
121 八獎-82 壹佰元超商禮券 how***hdoes.ac03g@nctu.edu.tw 正Ｏ  國立交通大學 
122 八獎-83 壹佰元超商禮券 110***2141@gm.kuas.edu.tw 陳Ｏ樺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23 八獎-84 壹佰元超商禮券 s03***030@thu.edu.tw 陳Ｏ瑩 東海大學 
124 八獎-85 壹佰元超商禮券 Q36***633@mail.ncku.edu.tw 林Ｏ吟 國立成功大學 
125 八獎-86 壹佰元超商禮券 s3a***045@student.ncut.edu.tw 王Ｏ祥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126 八獎-87 壹佰元超商禮券 303***06@gm.nfu.edu.tw 徐Ｏ真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127 八獎-88 壹佰元超商禮券 402***13@gm.nfu.edu.tw 卓Ｏ儒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128 八獎-89 壹佰元超商禮券 003***04@ntou.edu.tw 周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129 八獎-90 壹佰元超商禮券 401***376@mail.fju.edu.tw 陳Ｏ萱 輔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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