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山樂暨檔案迷」校史文檔有獎徵答活動中獎名單 

 
卓越獎 1名： 

TCSTAR藍芽耳機麥克風+暨鷺暨憶筆記本+全聯商品禮券 200元 

1 張○源 土木碩二 

傑出獎 3名：TCSTAR藍芽耳機麥克風+暨鷺暨憶筆記本       

1 龐○康 
中文碩二 

2 蕭○深 
 

3 李○軒 
資管三 

優秀獎 3名：ADATA行動電源+暨鷺暨憶筆記本 

1 沈○彤 
公行四 

2 張○琳 
 

3 鄭○軫 
學務處 

幸運加碼獎 10名：暨藍手提袋+全聯商品禮券 100元 

1 李○媗 財金一 

2 巫○甄 財金一 

3 王○呈 資管二 

4 張○玗 國比三 

5 龔○諄 電機二 

6 楊○珊 財金三 

7 王○昀 國比一 

8 許○珍 社工三 

9 鐘○郁 觀餐大一 

10 張○蒝 電機二學生 

 



「穿山樂暨檔案迷」校史文檔有獎徵答活動 

參加獎中獎名單：「暨鷺紀錄本+三色筆」90名 

編號 姓名 
系級/ 
單位 

編號 姓名 系級/ 
單位 

編號 姓名 系級/ 
單位 

編號 姓名 系級/ 
單位 

1 曾○瑄 教政二 26 林○禛 觀餐碩一 51 吳○儒 經濟四 76 李○臻 經濟一 

2 邱○廷 公行三 27 鍾○光 財金二 52 顏○茂 經濟二 77 簡○芳 中文一 

3 黃○蓉  28 陳○璐 資工二 53 張○昕 教政一 78 林○禛 觀餐碩一 

4 徐○廷 國比二 29 劉○伶 出納組 54 林○亭 諮人二 79 王○德 財金三 

5 吳○源 國企二 30 林○義  55 易○穎 USR推動
中心 80 李○叡 國企四 

6 洪○宏 NPO 31 陳○瑀 
教發中
心 56 王○同  81 劉○槥 公行一 

7 巴○杰 公行系 32 王○亨 
管院 
學士班 57 游○丞 社工一 82 陳○銜 資管二 

8 林○青 
環安衛
中心 33 簡○安 經濟三 58 劉○芸 國際處

國務組 83 黃○萍 總務處文
書組 

9 田  易 諮人二 34 張○綸 資工二 59 楊○炫  84 林○君 國比三 

10 施○岳 教政四 35 陳○妤 資管三 60 廖○君 國企四 85 張○芊 經濟一 

11 涂○毓 應化系 36 吳○罡 
總務處文
書組 61 余○岳 資工系大數

據中心 86 謝○珊 國比一 

12 蔡○儒  37 廖○緯 電機三 62 何○勳 教政二 87 陳○燊 應化一 

13 陳○琳 財金一 38 陳○妤 經濟四 63 黃○雅 國比二 88 陳○伸 財金一 

14 吳○廩 外文二 39 邱○筠 

心理健康
與諮商在
職專班 64 陳○綾 圖書館 89 黃○慈 公行一 

15 湯○恩 電機三 40 吳○諭 觀餐三 65 謝○晏 經濟一 90 陳○穎 公行二 

16 沈○彤 公行四 41 陳○君 
大數據
中心 66 何○卉 科院學

士班二 
   

17 楊○萱 諮人二 42 林○亭 諮人二 67 涂○翔 資管二    

18 蔡○哲 財金一 43 
TRAN ○ 
BICH VAN 教政系 68 王○亨 管院 

學士班 
   

19 彭○瑩  44 張○豪 觀餐一 69 田○瑜 資工碩
一 

   

20 陳○娟 

新興產業
策略與發
展博士學
位學程 

45 曾○翔 資工 70 李○軒 資管三 
   

21 鄭○穎  46 劉○岑 應光二 71 吳○遠 應化二    

22 陳○伶 諮人二 47 黃○恩 社工系 72 邱○程 電機系    

23 林○凰 國比一 48 連○惠 
教發中
心 73 曾○婷 教政系    

24 李○言 電機系 49 蕭○深  74 童○瑋 財金一    

25 廖○儀  50 洪○靖 教政碩一 75 林○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