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項 訂單編號 學校 姓名 備註
190228002 中華大學 曾○
190305141 朝陽科技大學 吳○堯
190312006 靜宜大學 張○怡
190226101 朝陽科技大學 鄭○瓏
190219077 中興大學 劉○登
190224018 中興大學 葉○苑
190311087 朝陽科技大學 黃○茹
190225279 輔仁大學 徐○鈺
190223028 中央大學 鄭○佑
190225136 東海大學 謝○翰
190220187 中興大學 葉○筠
190219080 中興大學 邱○宏
190303023 中國文化大學 吳○
190221166 逢甲大學 丁○楓
190222087 東海大學 蘇○菁
190308058 朝陽科技大學 彭○萱
190226165 輔仁大學 吳○萱
190306086 靜宜大學 洪○綿
190313028 朝陽科技大學 馮○盈
190222054 中國文化大學 莊○婷
190227090 亞洲大學 吳○綾
190217002 中興大學 吳○毅

138119030162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蔡○輿
190224042 中華大學 林○如
190309004 朝陽科技大學 黃○雅
190227010 靜宜大學 林○龍
190311057 中華大學 江○陞

1381190301723 國立臺北大學 陳○竹
190225097 中央大學 顏○書
190221073 中興大學 陳○伶
190304087 亞洲大學 謝○憶
190222096 中興大學 吳○霂
190221155 亞洲大學 劉○竺
190313031 中華大學 何○庭
190313020 朝陽科技大學 鄧○釩
190222070 靜宜大學 詹○媺
190221098 亞洲大學 吳○瑩

1381190301062 南亞技術學院 曾○珍
190221089 中華大學 張○聖
190227177 中興大學 李○衡
190304123 輔仁大學 何○芳
190223004 中華大學 王○雲

1381190302006 中臺科技大學 詹○維
190221074 中興大學 楊○憶
190221035 輔仁大學 連○萱

敦煌圖書禮券1000元
5名

32G冠元記憶卡
價值599元
10名

32G冠元隨身碟
價值399元
20名



1381190301504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呂○蓁
190221220 輔仁大學 陳○頤
190305024 朝陽科技大學 呂○玟
190304082 中華大學 張○鈞
190306110 中央大學 姚○心
190224071 中興大學 賴○諭
190226190 中華大學 范○慈
190303027 中興大學 周○萱

1381190202498 中華大學 周○
190227166 中興大學 藍○裕
190313009 朝陽科技大學 莊○筑
190309007 朝陽科技大學 張○恩
190315028 靜宜大學 陳○仙
190221009 東海大學 林○宜
190221051 逢甲大學 蘇○澔
190314072 中華大學 彭○皓
190314048 中華大學 王○絜
190222101 中興大學 陳○縈
190224032 靜宜大學 王○筠
190227053 中國文化大學 張○傑
190218009 東海大學 鐘○倫
190219003 亞洲大學 李○陞
190219013 輔仁大學 蔣○諺
190219036 中興大學 林○傑
190219098 中興大學 林○辰
190220050 亞洲大學 劉○妤
190220074 靜宜大學 鄭○康
190220101 中華大學 彭○淵
190220128 中華大學 陳○毓
190220169 亞洲大學 翁○瑋
190220204 亞洲大學 蔡○倫
190221111 輔仁大學 林○恆
190222023 靜宜大學 楊○慈
190222107 中興大學 林○晴
190225029 靜宜大學 陳○曈
190225113 輔仁大學 劉○
190225242 亞洲大學 張○臻
190226021 輔仁大學 鄭○芯
190226036 中華大學 陳○暉
190226038 東海大學 詹○誠
190226055 東海大學 楊○凯
190227082 中興大學 施○唐
190227165 中華大學 洪○琇
190304108 朝陽科技大學 魏○禎
190304155 中興大學 楊○巌
190305037 朝陽科技大學 蔡○凱

7-11禮券200元
價值200元
40名

UKEAS英倫風帆布提袋
價值300元
30名



190307018 亞洲大學 潘○瑄
190307046 中興大學 江○豪
190307056 輔仁大學 張○榕
190307090 朝陽科技大學 郭○璋
190311031 中央大學 李○娟
190311040 朝陽科技大學 洪○儀
190311096 中華大學 莊○儒
190311111 朝陽科技大學 林○靜
190312051 朝陽科技大學 吳○浩
190313006 輔仁大學 宋○翰
190313015 中國文化大學 黃○博

1381190201591 國立成功大學 潘○輝
1381190300246 中國醫藥大學 余○萱
1381190301156 中臺科技大學 楊○旗

190214005 中興大學 吳○千
190214006 輔仁大學 呂○綸
190218019 逢甲大學 蘇○箖
190218046 輔仁大學 游○雯
190219015 靜宜大學 陳○婷
190221149 中興大學 邵○翔
190221170 中興大學 唐○憶
190221180 亞洲大學 張○安
190222024 中興大學 鄭○皓
190222026 中華大學 顏○庭
190222073 靜宜大學 李○婷
190222082 中興大學 蔡○庭
190222126 中興大學 孫○邦
190222161 輔仁大學 葉○伃
190222200 中央大學 簡○軒
190222214 靜宜大學 詹○羽
190223006 中興大學 陳○丰
190224036 中興大學 林○惠
190224078 靜宜大學 王○瀅
190225027 亞洲大學 于○
190225137 中興大學 吳○強
190225273 中興大學 鄭○文
190225290 中興大學 蔣○萱
190226011 中興大學 楊○如
190226093 中興大學 蘇○雄
190226129 中華大學 李○承
190227169 中興大學 鄧○強
190301003 中國文化大學 黃○蓉
190301007 中央大學 郭○伶
190303034 東海大學 段○婷
190304017 輔仁大學 林○馨
190304075 中華大學 賴○君

Line指定卡60點
價值60元
50名



190304089 輔仁大學 趙○凡
190304098 東海大學 王○敏
190304111 靜宜大學 江○億
190306058 朝陽科技大學 洪○綺
190307008 中華大學 蕭○淇
190307068 朝陽科技大學 劉○典
190307076 東海大學 黃○焜
190311106 靜宜大學 蘇○誠
190312003 輔仁大學 曾○綾
190312081 靜宜大學 邱○緯
190314049 朝陽科技大學 徐○馨
190314071 朝陽科技大學 喬○
190315002 朝陽科技大學 洪○文
190315014 亞洲大學 曾○竣

1381190201557 國立高雄大學 林○秀
1381190202026 國立臺北大學 盧○庭
138119020274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李○彥
1381190301799 國立成功大學 洪○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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