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科技大學 111年 165反詐騙-你和我 

         有獎徵答活動獲獎名單公告   111.11.04 

 

一、本活動已於 111年 11月 04日 12時 30分於學務處公開抽出 

獲獎人員。 

二、得獎名單，公告於學務處公布欄及網站。 

三、領獎時間：自即日起至 11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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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科技大學111年｢165反詐騙-你和我｣

有獎徵答活動獲獎名單   111.11.04

編號 系級班別 學  號 姓  名 金  額

1 室設系1A 1111443013 凌○綸 貳佰元

2 行管系2B 1101433029 吳○妤 貳佰元

3 企管系4A 1081431015 魏○珊 貳佰元

4 觀管系2A 1101435065 鄭○琳 貳佰元

5 商務系5B 1071425026 甘○邦 貳佰元

6 影視系1B 1111440064 陳○安 貳佰元

7 視傳系4B 1081445004 羅○庭 貳佰元

8 影視系1B 1111440029 張○騰 貳佰元

9 室設系4C 1081443064 許○瑋 貳佰元

10 影視系2A 1101440009 王○兒 貳佰元

11 室設系2B 1101443164 邱○菲 貳佰元

12 數媒系5B 1071461091 蔡○蓉 貳佰元

13 影視系1A 1111440079 李○凱 貳佰元

14 行管系2B 1101433026 詹○芸 貳佰元

15 行管系2B 1101433035 吳○琳 貳佰元

16 室設系1A 1111443025 許○禎 貳佰元

17 應英系4B 1081471055 蘇○璇 貳佰元

18 土木系4A 1081449024 陳○宇 貳佰元

19 數媒系5B 1071448128 林○鈺 貳佰元

20 室設系1A 1111443131 魏○宬 貳佰元

21 行管系4A 1081433031 陳○泰 貳佰元

22 數媒系2B 1081448053 謝○文 貳佰元

23 行管系4C 1081433108 楊○悟 貳佰元

24 視傳系4A 1081445094 吳○蓉 貳佰元

25 數媒系4B 1081448028 許○婷 貳佰元

26 數媒系4B 1081448059 江○雲 貳佰元

27 企管系2B 1101431507 藺○弘 貳佰元

28 數媒系4B 1081448149 鄭  ○ 貳佰元

29 企管系4A 1081431135 劉○毓 貳佰元

30 資工系3A 1091462015 周○煇 貳佰元

備  考



中國科技大學111年｢165反詐騙-你和我｣

有獎徵答活動獲獎名單   111.11.04

編號 系級班別 學  號 姓  名 金  額

31 行管系1A 1111433031 林○玲 貳佰元

32 數媒系1A 1111448108 林○恩 貳佰元

33 視傳系4A 1081445078 王○淳 貳佰元

34 視傳系3A 1091445095 宋○妤 貳佰元

35 建築系2B 1101446094 楊○諺 貳佰元

36 企管系2B 1101431524 劉○琪 貳佰元

37 室設系2B 1101443068 鍾○君 貳佰元

38 室設系1A 1111443122 羅○婷 貳佰元

39 視傳系4B 1081445036 林○萱 貳佰元

40 室設系2B 1101443145 顏○臻 貳佰元

41 室設系2B 1101443059 王○瑋 貳佰元

42 土木系1A 1111451033 張○綸 貳佰元

43 視傳系3A 1091448066 張○茹 貳佰元

44 行管系2B 1101433031 劉○嘉 貳佰元

45 行管系2B 1101433052 楊○蓉 貳佰元

46 應英系4B 1081471083 陳○儀 貳佰元

47 觀管系2B 1101435064 蔡○靜 貳佰元

48 視傳系3A 1081445108 陳○云 貳佰元

49 土木系1A 1111451029 劉○宏 貳佰元

50 行管系1A 1111433034 丁○媞 貳佰元

51 行管系2B 1101433027 許○瑞 貳佰元

52 土木系4A 1082449015 黃○勝 貳佰元

53 財金系3A 1091423053 呂○倩 貳佰元

54 視傳系1A 1111445106 簡○誠 貳佰元

55 數媒系2A 1101448136 廖○羚 貳佰元

56 建築系2A 1101446061 陳○安 貳佰元

57 土木系4A 1081449003 黃○絜 貳佰元

58 觀管系2A 1101435065 鄭○琳 貳佰元

59 土木系4A 1082449001 余○楓 貳佰元

60 行管系3A 1091433012 陳○蓁 貳佰元

備  考



中國科技大學111年｢165反詐騙-你和我｣

有獎徵答活動獲獎名單   111.11.04

編號 系級班別 學  號 姓  名 金  額

61 視傳系4A 1081445124 許○瑄 貳佰元

62 視傳系2B 1101445081 陳○禹 貳佰元

63 視傳系4B 1081445016 陳○君 貳佰元

64 資工系2A 1101462004 羅○丞 貳佰元

65 室設系2B 1101443069 蔡○瑜 貳佰元

66 資管系2A 1101461066 黃○馨 貳佰元

67 資管系2A 1101461065 葉○妤 貳佰元

68 資工系3A 1091462045 王○皓 貳佰元

69 數媒系5B 1071443155 王○琦 貳佰元

70 室設系2B 1101443094 江○珊 貳佰元

71 企管系3B 1091431508 張○涵 貳佰元

72 視傳系4A 1081445064 李○妤 貳佰元

73 數媒系5B 1071446136 鄭○心 貳佰元

74 室設系2B 1101443146 陶○希 貳佰元

75 視傳系3A 1091448066 張○茹 貳佰元

76 行管系2B 1101433027 許○瑞 貳佰元

77 影視系1A 1111440079 李○凱 貳佰元

78 企管系2B 1101431524 劉○琪 貳佰元

79 室設系1A 1111443013 凌○綸 貳佰元

80 行管系2B 1101433035 吳○琳 貳佰元

81 資工系2A 1101462004 羅○丞 貳佰元

82 視傳系4A 1081445124 許○瑄 貳佰元

83 資工系3A 1091462045 王○皓 貳佰元

84 室設系1A 1111443131 魏○宬 貳佰元

85 行管系2B 1101433029 吳○妤 貳佰元

86 室設系2B 1101443069 蔡○瑜 貳佰元

87 視傳系1A 1111445106 簡○誠 貳佰元

88 視傳系3A 1081445108 陳○云 貳佰元

89 土木系1A 1111451029 劉○宏 貳佰元

90 企管系4A 1081431015 魏○珊 貳佰元

備  考



中國科技大學111年｢165反詐騙-你和我｣

有獎徵答活動獲獎名單   111.11.04

編號 系級班別 學  號 姓  名 金  額

91 建築系2A 1101446061 陳○安 貳佰元

92 影視系2A 1101440009 王○兒 貳佰元

93 財金系3A 1091423053 呂○倩 貳佰元

94 視傳系4A 1081445094 吳○蓉 貳佰元

95 行管系2B 1101433031 劉○嘉 貳佰元

96 行管系1A 1111433031 林○玲 貳佰元

97 行管系4C 1081433108 楊○悟 貳佰元

98 土木系4A 1081449024 陳○宇 貳佰元

99 行管系1A 1111433034 丁○媞 貳佰元

100 影視系1B 1111440064 陳○安 貳佰元

備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