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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EBDC【e 書傳情】 得獎名單 

獎別 獎品 姓名 所屬單位 email 

Elsevier 贊助-1 iPad Air 

Wi-Fi(16GB) 

連○紋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v82***@gmail.com 

Springer 贊助-2 iPad mini2 

Wi-Fi(16GB) 

黃○敏 國立臺東大學 f02***0000@yahoo.com.tw 

華藝贊助-3 ASUS ZenPad 

8.0 Wi-Fi  

張○宜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j55***33@yahoo.com.tw 

華藝贊助-4 ASUS ZenPad 

8.0 Wi-Fi  

謝○ 國立嘉義大學 smi***7256@hotmail.com 

傳情好禮-1 桌上型飲水機 晏○音 朝陽科技大學 app***i87@gmail.com 

傳情好禮-2 行動電源 吳○頻 臺灣科技大學 B10***006@mail.ntust.edu.tw 

傳情好禮-3 行動電源 沈○蓉 大仁科技大學 tzb***20@gmail.com 

傳情好禮-4 行動電源 陳○郁 國立成功大學 a12***0727@yahoo.com.tw 

傳情好禮-5 行動電源 吳○輝 國立臺灣大學 ste***8699@hotmail.com 

傳情好禮-6 行動電源 晏○音 朝陽科技大學 app***i87@gmail.com 

傳情好禮-7 桌上型飲水機 陳○廷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gtc***@gmail.com 

傳情好禮-8 桌上型飲水機 屈○伶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shi***n@gmail.com 

傳情好禮-9 行動電源 董○萱 國立成功大學 t36***052@mail.ncku.edu.tw 

傳情好禮-10 桌上型飲水機 江○瑩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Kel***ovepong05@gmail.com 

傳情好禮-11 桌上型飲水機 黃○航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hsh***8531@yahoo.com.tw 

傳情好禮-12 桌上型飲水機 王○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401***14@gm.nfu.edu.tw 

傳情好禮-13 行動電源 董○宏 輔英科技大學 4bs***0028@live.fy.edu.tw 

傳情好禮-14 行動電源 吳○輝 國立臺灣大學 ste***8699@hotmail.com 

傳情好禮-15 桌上型飲水機 陳○廷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gtc***@gmail.com 

傳情好禮-16 行動電源 蔡○恬 國立清華大學 tie***29@gmail.com 

傳情好禮-17 行動電源 楊○穎 國立嘉義大學 sma***603@yahoo.com.tw 

傳情好禮-18 行動電源 郭○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tim***uo18@gmail.com 

傳情好禮-19 行動電源 鄭○榮 中國醫藥大學 sea***hkyle@gmail.com 

傳情好禮-20 行動電源 鍾○ 中國醫藥大學 u10***1412@cmu.edu.tw 

傳情好禮-21 行動電源 鄭○榮 中國醫藥大學 sea***hkyle@gmail.com 

傳情好禮-22 行動電源 張○豪 大仁科技大學 a88***m@gmail.com 

傳情好禮-23 桌上型飲水機 伏○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wer***yui@yahoo.com.tw 

傳情好禮-24 行動電源 伏○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wer***yui@yahoo.com.tw 

傳情好禮-25 行動電源 林○涵 國立成功大學 bli***rd0986@gmail.com 

傳情好禮-26 行動電源 李○家 國立成功大學 lbj***a@gmail.com 

傳情好禮-27 桌上型飲水機 黃○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401***09@gm.nfu.edu.tw 

傳情好禮-28 行動電源 張○淵 國立中正大學 s90***15@gmail.com 

傳情好禮-29 桌上型飲水機 葉○君 國立成功大學 D24***068@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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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情好禮-30 行動電源 王○筑 國立嘉義大學 ilo***unning999@gmail.com 

傳情好禮-31 桌上型飲水機 游○萱 東吳大學 yoo***l530@gmail.com 

傳情好禮-32 桌上型飲水機 吳○芳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aid***8@yahoo.com.tw 

傳情好禮-33 行動電源 廖○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dog***ao@gmail.com 

傳情好禮-34 行動電源 吳○芳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aid***8@yahoo.com.tw 

傳情好禮-35 行動電源 林○芳 國立成功大學 eil***lin6848@gmail.com 

傳情好禮-36 行動電源 黃○甫 國立成功大學 pde***t80112022@hotmail.com 

傳情好禮-37 桌上型飲水機 黃○玲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mlh***g@cc.kuas.edu.tw 

傳情好禮-38 行動電源 黃○玲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mlh***g@cc.kuas.edu.tw 

傳情好禮-39 桌上型飲水機 林○嫺 國立中正大學 wen***1244@gmail.com 

傳情好禮-40 行動電源 康○文 亞東技術學院 ot1***mail.oit.edu.tw 

傳情好禮-41 行動電源 蔡○恬 國立清華大學 tie***29@gmail.com 

傳情好禮-42 行動電源 王○筑 國立嘉義大學 ilo***unning999@gmail.com 

傳情好禮-43 桌上型飲水機 陳○琇 國立成功大學 a09***28331@gmail.com 

傳情好禮-44 行動電源 翁○吟 東吳大學 emi***14202044@yahoo.com.tw 

傳情好禮-45 行動電源 陳○宇 臺灣科技大學 fig***2022@gmail.com 

傳情好禮-46 行動電源 陳○均 南臺科技大學 ssa***y8543@gmail.com 

傳情好禮-47 桌上型飲水機 徐○婷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10***1103@gm.kuas.edu.tw 

傳情好禮-48 桌上型飲水機 詹○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aqu***us4201@gmail.com 

傳情好禮-49 行動電源 詹○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aqu***us4201@gmail.com 

傳情好禮-50 桌上型飲水機 張○慈 國立成功大學 ana***25@gmail.com 

傳情好禮-51 行動電源 李○珍 國立成功大學 yic***lee@mail.ncku.edu.tw 

傳情好禮-52 桌上型飲水機 高○諄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zxy***ym@gmail.com 

傳情好禮-53 桌上型飲水機 高○諄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zxy***ym@gmail.com 

傳情好禮-54 行動電源 李○瑩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t10***0549@ntut.edu.tw 

傳情好禮-55 桌上型飲水機 鄭○祺 國立成功大學 chc***mail.ncku.edu.tw 

傳情好禮-56 行動電源 張○儒 國立成功大學 oli***19920719@gmail.com 

傳情好禮-57 桌上型飲水機 張○晴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yac***g1017@hotmail.com 

傳情好禮-58 行動電源 林○寧 國立臺灣大學 B03***015@ntu.edu.tw 

傳情好禮-59 行動電源 蔡○峻 國立嘉義大學 a69***run@yahoo.com.tw 

傳情好禮-60 行動電源 郭○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hah***ah14751@gmail.com 

傳情好禮-61 行動電源 黃○雯 輔英科技大學 nog***723@hotmail.com 

傳情好禮-62 桌上型飲水機 王○甄 吳鳳科技大學 wjw***@wfu.edu.tw 

傳情好禮-63 桌上型飲水機 江○瑩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Kel***ovepong05@gmail.com 

傳情好禮-64 行動電源 林○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may***815@ntnu.edu.tw 

傳情好禮-65 桌上型飲水機 劉○成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jer***30405@gmail.com 

傳情好禮-66 行動電源 陳○毅 醒吾科技大學 092***@mail.hw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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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情好禮-67 桌上型飲水機 林○民 國立嘉義大學 s10***10@mail.ncyu.edu.tw 

傳情好禮-68 行動電源 鄭○文 國立嘉義大學 s10***05@mail.ncyu.edu.tw 

傳情好禮-69 行動電源 潘○達 國立臺灣大學 d02***005@ntu.edu.tw 

傳情好禮-70 桌上型飲水機 侯○隆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u02***18@nkfust.edu.tw 

傳情好禮-71 行動電源 林○菁 慈濟大學 jea***ail.tcu.edu.tw 

傳情好禮-72 行動電源 李○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lee***ii@nfu.edu.tw 

傳情好禮-73 行動電源 邱○毅 南臺科技大學 tan***@mail.stust.edu.tw 

傳情好禮-74 行動電源 周○君 東吳大學 kpa***scu.edu.tw 

傳情好禮-75 桌上型飲水機 林○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dea***dia@gmail.com 

傳情好禮-76 行動電源 賴○惠 東吳大學 ivy***@scu.edu.tw 

傳情好禮-77 行動電源 林○馨 國立中央大學 wen***nlin@ncu.edu.tw 

傳情好禮-78 桌上型飲水機 林○涵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sam***a@gm.kuas.edu.tw 

傳情好禮-79 桌上型飲水機 呂○萱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pen***032502@yahoo.com.tw 

傳情好禮-80 行動電源 許○媚 臺北市立大學 sum***utaipei.edu.tw 

傳情好禮-81 桌上型飲水機 郭○侖 國立成功大學 Z96***12@email.ncku.edu.tw 

傳情好禮-82 桌上型飲水機 梁○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joa***yabi@gmail.com 

傳情好禮-83 行動電源 呂○峰 淡江大學 gn5***6@hotmail.com 

傳情好禮-84 行動電源 徐○妤 開南大學 chi***@mail.knu.edu.tw 

傳情好禮-85 桌上型飲水機 張○禎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bla***tar821103@gmail.com 

傳情好禮-86 行動電源 郭○侖 國立成功大學 Z96***12@email.ncku.edu.tw 

傳情好禮-87 行動電源 郭○庭 亞東技術學院 ot0***mail.oit.edu.tw 

傳情好禮-88 行動電源 鍾○ 中國醫藥大學 u10***1412@cmu.edu.tw 

傳情好禮-89 行動電源 鍾○ 輔仁大學 sar***7142@gmail.com 

傳情好禮-90 行動電源 鍾○ 輔仁大學 sar***7142@gmail.com 

傳情好禮-91 行動電源 李○霖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dj8***9567@yahoo.com.tw 

傳情好禮-92 行動電源 李○霖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dj8***9567@yahoo.com.tw 

傳情好禮-93 行動電源 王○甄 吳鳳科技大學 wjw***@wfu.edu.tw 

傳情好禮-94 行動電源 陳○華 國立政治大學 pao***@nccu.edu.tw 

傳情好禮-95 行動電源 黃○汶 國立臺灣大學 wen***4@hotmail.com 

傳情好禮-96 桌上型飲水機 黃○志 逢甲大學 ant***6@msn.com 

傳情好禮-97 行動電源 陳○倫 東吳大學 hui***g@scu.edu.tw 

傳情好禮-98 桌上型飲水機 黃○婷 國立嘉義大學 s10***40@mail.ncyu.edu.tw 

傳情好禮-99 行動電源 黃○慈 國立交通大學 ay3***000@gmail.com 

傳情好禮-100 行動電源 簡○容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yrj***916@gmail.com 

傳情好禮-101 行動電源 黃○惠 國立成功大學 zer***dex@hotmail.com 

傳情好禮-102 行動電源 楊○淳 中國醫藥大學 duc***73819@yahoo.com.tw 

傳情好禮-103 行動電源 李○慧 高雄醫學大學 u10***3001@cc.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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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情好禮-104 行動電源 蘇○親 亞東技術學院 ex0***mail.oit.edu.tw 

傳情好禮-105 行動電源 鄭○ 長庚科技大學 E03***6@mail.cgust.edu.tw 

傳情好禮-106 行動電源 洪○昕 國立屏東大學 ali***99382125@hotmail.com 

傳情好禮-107 桌上型飲水機 林○叡 國立成功大學 y86***58@gmail.com 

傳情好禮-108 行動電源 曹○倩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hol***398765@gmail.com 

傳情好禮-109 行動電源 曾○怡 亞東技術學院 cit***g@mail.oit.edu.tw 

傳情好禮-110 桌上型飲水機 蔡○萱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100***@mail.toko.edu.tw 

傳情好禮-111 行動電源 許○貞 國立嘉義大學 s10***14@mail.ncyu.edu.tw 

傳情好禮-112 行動電源 張○禎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bla***tar821103@gmail.com 

傳情好禮-113 行動電源 陳○均 國立屏東大學 jen***0324@gmail.com 

傳情好禮-114 桌上型飲水機 簡○菱 國立交通大學 ylc***n@nctu.edu.tw 

傳情好禮-115 桌上型飲水機 郭○平 國立成功大學 pin***146@gmail.com 

傳情好禮-116 行動電源 顏○茵 南華大學 yiy***nhu.edu.tw 

傳情好禮-117 行動電源 蘇○親 亞東技術學院 ex0***mail.oit.edu.tw 

傳情好禮-118 桌上型飲水機 朱○柱 國立成功大學 zer***dex@hotmail.com 

傳情好禮-119 桌上型飲水機 朱○ 國立成功大學 pur***sunny537@gmail.com 

傳情好禮-120 行動電源 林○辰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a46***52@gmail.com 

傳情好禮-121 桌上型飲水機 林○蒂 佛光大學 cin***01900@gmail.com 

傳情好禮-122 行動電源 蔡○宜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chi***nutc.edu.tw 

傳情好禮-123 行動電源 劉○怜 國立中山大學 a66***69@yahoo.com.tw 

傳情好禮-124 行動電源 王○霆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10***6339@gm.kuas.edu.tw 

傳情好禮-125 行動電源 高○晴 國立嘉義大學 s10***45@mail.ncyu.edu.tw 

傳情好禮-126 桌上型飲水機 林○瑄 國立嘉義大學 s10***55@mail.ncyu.edu.tw 

傳情好禮-127 行動電源 曾○瑄 國立嘉義大學 s10***28@mail.ncyu.edu.tw 

傳情好禮-128 行動電源 楊○菱 中央研究院 ivy***g@gate.sinica.edu.tw 

傳情好禮-129 行動電源 施○ 國立成功大學 poe***ngreen@gmail.com 

傳情好禮-130 行動電源 林○瑄 國立嘉義大學 s10***55@mail.ncyu.edu.tw 

傳情好禮-131 行動電源 黃○婷 國立嘉義大學 s10***40@mail.ncyu.edu.tw 

傳情好禮-132 行動電源 張○安 國立成功大學 M10***222@gmail.com 

傳情好禮-133 行動電源 宋○菊 國立清華大學 rjs***@lib.nthu.edu.tw 

傳情好禮-134 行動電源 許○婷 國立成功大學 ang***9999@gmail.com 

傳情好禮-135 行動電源 曹○晴 國立成功大學 aoz***1@yahoo.com.tw 

傳情好禮-136 行動電源 楊○菱 中央研究院 ivy***g@gate.sinica.edu.tw 

傳情好禮-137 行動電源 吳○妮 國立成功大學 e84***249@mail.ncku.edu.tw 

傳情好禮-138 行動電源 林○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yu1***@nutc.edu.tw 

傳情好禮-139 桌上型飲水機 劉○成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jer***30405@gmail.com 

傳情好禮-140 行動電源 林○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yu1***@nu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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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情好禮-141 行動電源 賴○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s9n***36@gmail.com 

傳情好禮-142 桌上型飲水機 林○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aap***ds@hotmail.com 

傳情好禮-143 行動電源 杜○豪 國立成功大學 vcx***688@hotmail.com 

傳情好禮-144 桌上型飲水機 邱○惠 國立成功大學 yaj***@hotmail.com.tw 

傳情好禮-145 行動電源 邱○惠 國立成功大學 yaj***@hotmail.com.tw 

傳情好禮-146 桌上型飲水機 陳○怡 義守大學 yy0***@isu.edu.tw 

傳情好禮-147 行動電源 陳○怡 義守大學 yy0***@isu.edu.tw 

傳情好禮-148 桌上型飲水機 林○惠 義守大學 lyw***u.edu.tw 

傳情好禮-149 行動電源 林○惠 義守大學 lyw***u.edu.tw 

傳情好禮-150 行動電源 陳○儒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fin***as.edu.tw 

傳情好禮-151 行動電源 許○瑄 國立屏東大學 can***60130@gmail.com 

傳情好禮-152 行動電源 蔡○萱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100***@mail.toko.edu.tw 

傳情好禮-153 桌上型飲水機 黃○財 南臺科技大學 mic***l940110@hotmail.com 

傳情好禮-154 行動電源 蘇○賢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10***6341@gm.kuas.edu.tw 

傳情好禮-155 桌上型飲水機 施○妤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chc***99@gmail.com 

傳情好禮-156 行動電源 陳○ 國立政治大學 ego***v@gmail.com 

傳情好禮-157 行動電源 宋○行 國立清華大學 chs***@mx.nthu.edu.tw 

傳情好禮-158 行動電源 吳○瑩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ire***2997@gmail.com 

傳情好禮-159 行動電源 張○琪 銘傳大學 j32***50@yahoo.com.tw 

傳情好禮-160 行動電源 賴○吟 長庚大學 sak***1103s@gmail.com 

傳情好禮-161 行動電源 金○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hhc***13@gmail.com 

傳情好禮-162 行動電源 郭○平 國立成功大學 pin***146@gmail.com 

傳情好禮-163 桌上型飲水機 陳○蓉 玄奘大學 ysq***eyung@hotmail.com 

傳情好禮-164 桌上型飲水機 林○惠 玄奘大學 ycp***1161@yahoo.com.tw 

傳情好禮-165 行動電源 羅○雯 靜宜大學 nit***7@gmail.com 

傳情好禮-166 行動電源 林○惠 玄奘大學 ycp***1161@yahoo.com.tw 

傳情好禮-167 行動電源 許○貞 國立嘉義大學 s10***14@mail.ncyu.edu.tw 

傳情好禮-168 行動電源 姚○妏 佛光大學 102***8@mail.fgu.edu.tw 

傳情好禮-169 桌上型飲水機 董○嫻 國立屏東大學 lik***y@mail.nptu.edu.tw 

傳情好禮-170 桌上型飲水機 朱○ 國立成功大學 pur***sunny537@gmail. com 

傳情好禮-171 行動電源 許○婷 國立成功大學 ang***9999@gmail.com 

傳情好禮-172 桌上型飲水機 張○慈 國立成功大學 ana***25@gmail.com 

傳情好禮-173 桌上型飲水機 呂○真 長庚科技大學 f03***3@mail.cgust.edu.tw 

傳情好禮-174 行動電源 陳○彣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win***chen1208@gmail.com 

傳情好禮-175 行動電源 劉○融 國立聯合大學 eva***5@yahoo.com.tw 

傳情好禮-176 行動電源 張○有 國立交通大學 leo***or151@gmail.com 

傳情好禮-177 桌上型飲水機 林○妤 吳鳳科技大學 402***47@wf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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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情好禮-178 桌上型飲水機 曹○晴 國立成功大學 aoz***1@yahoo.com.tw 

傳情好禮-179 行動電源 林○妤 吳鳳科技大學 402***47@wfu.edu.tw 

傳情好禮-180 桌上型飲水機 楊○傑 國立嘉義大學 s10***73@mail.ncyu.edu.tw 

傳情好禮-181 桌上型飲水機 何○青 東海大學 s10***65@thu.edu.tw 

傳情好禮-182 行動電源 楊○傑 國立嘉義大學 s10***73@mail.ncyu.edu.tw 

傳情好禮-183 行動電源 王○家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mii***62003@gmail.com 

傳情好禮-184 桌上型飲水機 許○雯 靜宜大學 s10***56@pu.edu.tw 

傳情好禮-185 行動電源 陸○潔 國立東華大學 410***032@ems.ndhu.edu.tw 

傳情好禮-186 行動電源 黃○菱 國立中山大學 b02***0012@student.nsysu.edu.tw 

傳情好禮-187 桌上型飲水機 黃○菁 國立嘉義大學 s10***33@mail.ncyu.deu.tw 

傳情好禮-188 行動電源 蔡○欣 國立嘉義大學 gr6***2006@yahoo.com.tw 

傳情好禮-189 桌上型飲水機 李○盈 健行科技大學 B10***171@uch.edu.tw 

傳情好禮-190 行動電源 劉○宜 國立屏東大學 che***@mail.nptu.edu.tw 

傳情好禮-191 行動電源 曾○鳳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cke***@kuas.edu.tw 

傳情好禮-192 行動電源 黃○菁 國立嘉義大學 s10***33@mail.ncyu.deu.tw 

傳情好禮-193 行動電源 高○慧 國立臺東大學 san***0282@gmail.com 

傳情好禮-194 行動電源 彭○伊 國立成功大學 joy***a@gmail.com 

傳情好禮-195 桌上型飲水機 何○雯 國立交通大學 jod***1_20@hotmail.com 

傳情好禮-196 行動電源 劉○汝 國立屏東大學 a66***69@yahoo.com.tw 

傳情好禮-197 行動電源 高○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Smi***queen@hotmail.com 

傳情好禮-198 行動電源 鄭○欣 國立成功大學 jes***a3349j@gmail.com 

傳情好禮-199 桌上型飲水機 鄭○欣 國立成功大學 jes***a3349j@gmail.com 

傳情好禮-200 行動電源 王○婷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wer***650@yahoo.com.tw 

傳情好禮-201 行動電源 賴○儀 國立臺灣大學 B04***001@ntu.edu.tw 

傳情好禮-202 行動電源 吳○穎 國立交通大學 cel***wu.0123@gmail.com 

傳情好禮-203 桌上型飲水機 柯○君 國立成功大學 viv***ne86529@gmail.com 

傳情好禮-204 行動電源 柯○亜 國立清華大學 ari***omamyon@gmail.com 

傳情好禮-205 行動電源 顏○婷 義守大學 x92***3679@yahoo.com.tw 

傳情好禮-206 桌上型飲水機 林○文 國立嘉義大學 100***glish@gmail.com 

傳情好禮-207 行動電源 邵○元 大同大學 u10***125@ms.ttu.edu.tw 

傳情好禮-208 行動電源 周○姍 國立嘉義大學 s10***69@mail.ncyu.edu.tw 

傳情好禮-209 行動電源 鄭○駿 淡江大學 anl***93@gmail.com 

傳情好禮-210 桌上型飲水機 林○文 國立嘉義大學 100***glish@gmail.com 

傳情好禮-211 行動電源 施○耀 國立宜蘭大學 sd1***f13@hotmail.com.tw 

傳情好禮-212 桌上型飲水機 陳○翔 國立交通大學 eas***123@gmail.com 

傳情好禮-213 行動電源 鍾○蓉 國立交通大學 v15***d@yahoo.com.tw 

傳情好禮-214 行動電源 彭○伊 國立成功大學 joy***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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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情好禮-215 行動電源 蘇○雯 長庚科技大學 H02***3@mail.cgust.edu.tw 

傳情好禮-216 桌上型飲水機 陳○瑀 國立政治大學 nin***ly02@gmail.com 

傳情好禮-217 桌上型飲水機 吳○玟 長庚大學 wui***1103@yahoo.com.tw 

傳情好禮-218 行動電源 呂○萱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pen***032502@yahoo.com.tw 

傳情好禮-219 行動電源 鄭○庭 國立臺灣大學 b04***039@ntu.edu.tw 

傳情好禮-220 桌上型飲水機 郭○佩 靜宜大學 kai***g941014@hotmail.com 

傳情好禮-221 桌上型飲水機 陳○蕙 國立臺灣大學 ant***tica00@gmail.com 

傳情好禮-222 行動電源 陳○蕙 國立臺灣大學 ant***tica00@gmail.com 

傳情好禮-223 行動電源 蔡○軒 國立臺灣大學 r02***109@ntu.edu.tw 

傳情好禮-224 桌上型飲水機 李○筠 國立中興大學 tw3***@gmail.com 

傳情好禮-225 桌上型飲水機 莊○筌 國立屏東大學 xyz***yz26@yahoo.com.tw 

傳情好禮-226 桌上型飲水機 柯○君 國立成功大學 viv***ne86529@gmail.com 

傳情好禮-227 桌上型飲水機 游○筠 國立嘉義大學 yum***88@gmail.com 

傳情好禮-228 桌上型飲水機 蘇○揚 國立臺灣大學 you***632054129@gmail.com 

傳情好禮-229 桌上型飲水機 陳○汝 南華大學 ell***618@nhu.edu.tw 

傳情好禮-230 桌上型飲水機 陳○謙 淡江大學 402***187@s02.tku.edu.tw 

傳情好禮-231 桌上型飲水機 王○曄 景文科技大學 kin***19628@yahoo.com.tw 

傳情好禮-232 桌上型飲水機 盧○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pom***purin620@yahoo.com.tw 

傳情好禮-233 桌上型飲水機 蔡○廷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s85***124@yahoo.com.tw 

傳情好禮-234 桌上型飲水機 謝○軒 中國醫藥大學 kik***o0301@yahoo.com.tw 

傳情好禮-235 桌上型飲水機 蔡○珊 國立臺灣大學 b01***009@ntu.edu.tw 

傳情好禮-236 桌上型飲水機 饒○玲 靜宜大學 s10***55@pu.edu.tw 

傳情好禮-237 桌上型飲水機 李○玲 淡江大學 402***120@s02.tku.edu.tw 

傳情好禮-238 桌上型飲水機 紀○結 國立臺灣大學 r03***015@ntu.edu.tw 

傳情好禮-239 桌上型飲水機 鄭○心 國立中興大學 bla***1116cjp6@gmail.com.tw 

傳情好禮-240 桌上型飲水機 許○瑄 國立屏東大學 can***60130@gmail.com 

傳情好禮-241 桌上型飲水機 游○筠 國立嘉義大學 yum***88@gmail.com 

傳情好禮-242 桌上型飲水機 李○嶺 國立聯合大學 dre***30223@gmail.com 

傳情好禮-243 桌上型飲水機 蕭○婷 國立中山大學 K82***92003@gmail.com 

傳情好禮-244 桌上型飲水機 林○琪 國立聯合大學 kit***3919tw@gmail.com 

傳情好禮-245 桌上型飲水機 林○芳 國立成功大學 eil***lin6848@gmail.com 

傳情好禮-246 桌上型飲水機 李○祐 國立屏東大學 251***4436@qq.com 

傳情好禮-247 桌上型飲水機 陳○捷 國立嘉義大學 mcp***6402@yahoo.com.tw 

傳情好禮-248 桌上型飲水機 陳○捷 國立嘉義大學 mcp***6402@yahoo.com.tw 

傳情好禮-249 桌上型飲水機 翁○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wor***511@yahoo.com.tw 

傳情好禮-250 桌上型飲水機 李○耘 義守大學 lib***y@isu.edu.tw 

傳情好禮-251 桌上型飲水機 湯○舜 中華大學 bel***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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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情好禮-252 桌上型飲水機 陳○華 景文科技大學 eva***n@just.edu.tw 

傳情好禮-253 桌上型飲水機 謝○儀 義守大學 isu***73024a@cloud.isu.edu.tw 

傳情好禮-254 桌上型飲水機 蔣○芸 臺北市立大學 liy***utaipei.edu.tw 

傳情好禮-255 桌上型飲水機 李○珍 臺北市立大學 yjl***utaipei.edu.tw 

傳情好禮-256 桌上型飲水機 陳○琪 國立中興大學 o55***516@yahoo.com.tw 

傳情好禮-257 桌上型飲水機 陳○琴 臺北市立大學 sch***utaipei.edu.tw 

傳情好禮-258 桌上型飲水機 黃○山 國立中興大學 bet***32386@yahoo.com 

傳情好禮-259 桌上型飲水機 林○伃 國立中央大學 xup***@gmail.com 

傳情好禮-260 桌上型飲水機 黃○山 國立中興大學 bet***32386@yahoo.com 

傳情好禮-261 桌上型飲水機 陳○喬 國立宜蘭大學 din***27@hotmail.com 

傳情好禮-262 桌上型飲水機 林○萱 國立屏東大學 apr***4580@gmail.com 

傳情好禮-263 桌上型飲水機 丁○榕 國立屏東大學 qsz***1987@gmail.com 

傳情好禮-264 桌上型飲水機 洪○容 朝陽科技大學 yjh***@cyut.eud.tw 

傳情好禮-265 桌上型飲水機 薛○軒 國立交通大學 hsu***h.cs03g@g2.nctu.edu.tw 

傳情好禮-266 桌上型飲水機 薛○軒 國立交通大學 hsu***h.cs03g@g2.nctu.edu.tw 

傳情好禮-267 桌上型飲水機 蔡○臻 國立交通大學 az0***.ms03g@nctu.edu.tw 

傳情好禮-268 桌上型飲水機 蔡○臻 國立交通大學 az0***.ms03g@nctu.edu.tw 

傳情好禮-269 桌上型飲水機 高○蒂 國立臺灣大學 b01***061@ntu.edu.tw 

傳情好禮-270 桌上型飲水機 黃○綾 國立中央大學 for***korstudy@gmail.com 

傳情好禮-271 桌上型飲水機 陳○卉 高雄醫學大學 mad***nechen274@gmail.com 

傳情好禮-272 桌上型飲水機 陳○卉 高雄醫學大學 mad***nechen274@gmail.com 

傳情好禮-273 桌上型飲水機 陳○蓁 國立宜蘭大學 jes***chen274@gmail.com 

傳情好禮-274 桌上型飲水機 陳○蓁 國立宜蘭大學 jes***chen274@gmail.com 

傳情好禮-275 桌上型飲水機 曾○潔 臺北市立大學 j86***@gmail.com 

傳情好禮-276 桌上型飲水機 鄭○云 國立嘉義大學 cat***el323@gmail.com 

傳情好禮-277 桌上型飲水機 林○珊 亞洲大學 iop***r@gmail.com 

傳情好禮-278 桌上型飲水機 游○瑾 國立交通大學 lig***u92@yahoo.com.tw 

傳情好禮-279 桌上型飲水機 詹○琴 輔英科技大學 nan***450@yahoo.com.tw 

傳情好禮-280 桌上型飲水機 吳○輝 吳鳳科技大學 pcw***31@wfu.edu.tw 

傳情好禮-281 桌上型飲水機 林○庭 開南大學 B10***106@mail.knu.edu.tw 

傳情好禮-282 桌上型飲水機 林○庭 開南大學 B10***106@mail.knu.edu.tw 

傳情好禮-283 桌上型飲水機 林○玫 德霖技術學院 mei***@dlit.edu.tw 

傳情好禮-284 桌上型飲水機 蔡○軒 國立清華大學 nia***uan@gmail.com 

傳情好禮-285 桌上型飲水機 陳○伶 慈濟大學 101***106@gms.tcu.edu.tw 

傳情好禮-286 桌上型飲水機 林○萱 國立屏東大學 o03***7@yahoo.com.tw 

傳情好禮-287 桌上型飲水機 陳○諭 東海大學 fin***jasmine@gmail.com 

傳情好禮-288 桌上型飲水機 謝○穎 東海大學 mel***850307@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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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情好禮-289 桌上型飲水機 林○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vic***25@gmail.com 

傳情好禮-290 桌上型飲水機 林○孜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vic***25@yahoo.com.tw 

傳情好禮-291 桌上型飲水機 林○玉 德霖技術學院 py7***27@dlit.edu.tw 

傳情好禮-292 桌上型飲水機 黃○蘋 德霖技術學院 qaz***453852@yahoo.com.tw 

傳情好禮-293 桌上型飲水機 林○涵 東海大學 cad***ehan@gmail.com 

傳情好禮-294 桌上型飲水機 林○柔 國立中山大學 pat***9491208@gmail.com 

傳情好禮-295 桌上型飲水機 陳○婷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ele***nt753951@gmail.com 

傳情好禮-296 桌上型飲水機 杜○ 國立交通大學 l30***25@gmail.com 

傳情好禮-297 桌上型飲水機 朱○賢 國立交通大學 yuh***n850323@gmail.com 

傳情好禮-298 桌上型飲水機 許○琪 國立成功大學 d24***149@mail.ncku.edu.tw 

傳情好禮-299 桌上型飲水機 許○琪 國立成功大學 d24***149@mail.ncku.edu.tw 

傳情好禮-300 桌上型飲水機 王○家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mii***62003@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