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科技大學 107年｢一聽二掛三查｣防騙真簡單 

         有獎徵答活動獲獎名單公告   107.11.19 

一、本活動已於 107年 11月 16日 12時 30分於學務處公開抽出 

100位幸運兒。 

二、得獎名單，公告於學務處公布欄及網站。 

三、領獎時間：自 107年 11月 19日至 11月 30日(假日除外)， 

每日 9時至下午 5時止。 

四、獲獎同學，請於領獎時間內，持學生證(或國民身分證)親至 

學務處領取，不得委託他人代領。 

五、恭喜你獲獎~統一超商禮券貳佰元，領獎時請填寫｢活動意見回

饋單｣，提供相關意見或建議，以做為參考與改進。 

 

                                                     學務處生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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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系級班別 學  號 姓  名 金  額 備  考

1 視傳系1A 1071445066 陳○儒 貳佰元

2 數媒系3B 1051448028 曾○昇 貳佰元

3 商務系3B 1031425079 黃○舷 貳佰元

4 會計系3A 1051424012 高○茌 貳佰元

5 會計系1A 1071424011 石○毅 貳佰元

6 財金系2B 1061423084 洪○儀 貳佰元

7 財金系5A

 

1031423019 詹○安 貳佰元

8 企管系2B 1061431057 范○柔 貳佰元

9 視傳系3B 1051445012 烏○晨 貳佰元

10 數媒系4B 1041448085 宋○鴻 貳佰元

11 室設系2B 1061443081 潘○達 貳佰元

12 會計系1A 1071424003 許○娸 貳佰元

13 應英系2A 1061471003 沈○翰 貳佰元

14 影視系1A 1071440026 葉○汶 貳佰元

15 視傳系3B 1051445030 陳○甄 貳佰元

16 室設系2C 1061443133 王  ○ 貳佰元

17 建築系2B 1061446119 陳○綸 貳佰元

18 會計系2A 1061424012 鄭○晴 貳佰元

19 商務系2B 1061425079 蕭○陞 貳佰元

20 視傳系4B 1041445077 莊○瑄 貳佰元

21 視傳系3B 1051445086 楊○莉 貳佰元

22 建築系2B 1061446131 余○惠 貳佰元

23 財金系2A 1061423020 林○吟 貳佰元

24 視傳系1A 1071445057 陳○萍 貳佰元

25 建築系2B 1061446061 林○盈 貳佰元

26 視傳系2B 1061445149 陳○榆 貳佰元

27 視傳系3B 1051445102 賴○安 貳佰元

28 數媒系3A 1051448068 賴○穎 貳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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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應英系2A 1061471024 王○豪 貳佰元

30 資管系1A 1071461108 趙○棠 貳佰元

31 視傳系3B 1051445072 張○雯 貳佰元

32 應英系2A 1061471025 王○浩 貳佰元

33 資管系1B 1071461022 ○冠宇 貳佰元

34 視傳系1A 1071445097 高  ○ 貳佰元

35 數媒系4B 1041448045 詹○萍 貳佰元

36 數媒系4B 1041448123 林○如 貳佰元

37 視傳系3B 1051445026 林○均 貳佰元

38 建築系2A 1061446116 陳○寧 貳佰元

39 行管系2B 1061433092 黃○群 貳佰元

40 土木系2A 1061449010 應○庭 貳佰元

41 視傳系3B 1051445024 吳○芳 貳佰元

42 觀管系2B 1061435099 劉○彬 貳佰元

43 觀管系4A 1041435107 廖○婷 貳佰元

44 行管系2A 1061433031 陳○婷 貳佰元

45 會計系2A 1061424014 林○原 貳佰元

46 視傳系2B 1061445139 鄭○瑄 貳佰元

47 應英系2A 1061471030 邱○剛 貳佰元

48 視傳系1A 1072445003 連○取 貳佰元

49 數媒系1A 1071448031 楊○珠 貳佰元

50 數媒系3A 1051448100 李○豪 貳佰元

51 資管系3A 1051461023 萬○妘 貳佰元

52 視傳系4B 1041445105 陳○存 貳佰元

53 數媒系3A 1051448031 黃○心 貳佰元

54 商務系2B 1061425059 徐○徽 貳佰元

55 數媒系3A 1051448114 劉○讓 貳佰元

56 資管系2A 1061461080 劉○翔 貳佰元

57 視傳系3B 1051445048 黃○雅 貳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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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資管系2A 1061461072 黃○乘 貳佰元

59 建築系4A 1041446110 楊○齊 貳佰元

60 資管系1B 1071461065 邱○翔 貳佰元

61 財金系5A 1031423019 詹○安 貳佰元

62 會計系3A 1051424006 崔○云 貳佰元

63 財金系2B 1061423084 洪○儀 貳佰元

64 土木系4A 1041449048 陳○霖 貳佰元

65 資工系1A 1071462024 呂○芳 貳佰元

66 資管系1B 1071461109 蔡○林 貳佰元

67 會計系1A 1071424010 鍾○妤 貳佰元

68 視傳系2B 1061445123 徐○如 貳佰元

69 觀管系2B 1061435090 吳○祐 貳佰元

70 土木系2A 1061449074 林○翔 貳佰元

71 應英系2A 1061471017 謝○君 貳佰元

72 應英系3A 1051471012 林○瑩 貳佰元

73 財金系1A 1071423031 楊○鈞 貳佰元

74 應英系4A 1041471062 王  ○ 貳佰元

75 應英系2A 1061471014 藍  ○ 貳佰元

76 影視系3A 1051440051 羅○慈 貳佰元

77 影視系2A 1061440007 呂○哲 貳佰元

78 應英系2A 1061471033 古○婷 貳佰元

79 會計系4A 1041424010 盧○瑄 貳佰元

80 應英系2A 1061471015 梁○瑄 貳佰元

81 應英系2A 1061471043 蔡○珍 貳佰元

82 財稅系4B 1041422030 李○瑩 貳佰元

83 視傳系4B 1042445092 張○薇 貳佰元

84 視傳系3B 1051445008 林○芳 貳佰元

85 視傳系3B 1051445122 黃○音 貳佰元

86 視傳系3B 1051445084 陳○妏 貳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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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行管系2A 1061433187 蔡○恩 貳佰元

88 行管系2A 1061433199 詹○弘 貳佰元

89 商務系2B 1061425036 陳○楷 貳佰元

90 應英系2A 1061471035 何○圓 貳佰元

91 行管系2B 1061433092 黃○群 貳佰元

92 室設系2A 1061443028 黃○汝 貳佰元

93 數媒系2A 1061448104 楊○如 貳佰元

94 建築系2B 1061446026 陳○閎 貳佰元

95 室設系2C 1061443195 吳○叡 貳佰元

96 數媒系2A 1061448062 陳○霖 貳佰元

97 視傳系2A 1061445026 陳○勳 貳佰元

98 行管系2C 1061433182 陳○棠 貳佰元

99 資管系2B 1061461102 蔡○淇 貳佰元

100 室設系4C 1041443091 廖○傑 貳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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