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資料料庫庫體體驗驗嚐嚐鮮鮮活活動動得得獎獎公公告告  
NO 獎項 姓名 系級 /單位 

1 獎 圖書館-麥當勞 50 元禮卷 林○如 後中三 

2 獎 圖書館-麥當勞 50 元禮卷 鄭○涵 後中三 

3 獎 圖書館-麥當勞 50 元禮卷 王○文 物治二 

4 獎 圖書館-麥當勞 50 元禮卷 張○瑜 後中三 

5 獎 圖書館-麥當勞 50 元禮卷 林○庭 後中三 

6 獎 EBSCO-行動電源 林○繐 藥妝二 

7 獎 EBSCO-行動電源 呂○瑾 後中一乙 

8 獎 EBSCO-行動電源 陳○甄 公衛三 

9 獎 EBSCO-行動電源 賴○燁 醫二乙 

10 獎 EBSCO-行動電源 王○依 藥妝四 

11 獎 飛資得-保溫杯 周○潔 護碩一 

12 獎 飛資得-筆袋 黃○慈 物治二 

13 獎 飛資得-JAMA 車充 李○昕 後中三 

14 獎 飛資得-盆栽造型按摩器 蔡○霖 後中三乙 

15 獎 飛資得-盆栽造型按摩器 陳○東 後中一甲 

16 獎 ELSEVIER-行動電源 江○銓 營二甲 

17 獎 ELSEVIER-行動電源 吳○秦 醫學一 

18 獎 ELSEVIER-隨身碟 楊○涵 藥三 

19 獎 ELSEVIER-隨身碟 許○軒 圖書館 

20 獎 ELSEVIER-隨身碟 陳○貝 藥一乙 

21 獎 凌網-可愛日曆 USB 分享器 馬○原 藥二 

22 獎 凌網-可愛日曆 USB 分享器 施○婷 醫技四 

23 獎 凌網-可愛日曆 USB 分享器 高○宇 中醫系 

24 獎 凌網-可愛日曆 USB 分享器 林○惠 醫管四 

25 獎 凌網-可愛日曆 USB 分享器 陳○玉 後中三 

26 獎 Springer-旅行枕組 蔡○祐 後中三 

27 獎 Springer-電腦包 王○婷 護二 

28 獎 Springer-電腦包 張○慈 中醫系 

29 獎 Springer-書籤兼拆信刀 楊○淳 中醫三 

30 獎 Springer-書籤兼拆信刀 林○忻 中四乙 



 

NO 獎項 姓名 系級 /單位 

31 獎 智泉-ACS 行動電源 郭○蓉 藥四 

32 獎 智泉-ACS 行動電源 錢○沅 生科二 

33 獎 智泉-ACS 行動電源 張○涵 生科二 

34 獎 智泉-ACS 行動電源 陳○君 護研一 

35 獎 智泉-ACS 行動電源 劉○瑜 醫技四 

36 獎 漢珍- memo 夾 陳○伊 公衛碩一 

37 獎 漢珍- 購物袋 陳○榮 中醫二 

38 獎 漢珍-文創明信片組 李○寧 護研碩一 

39 獎 漢珍-筆記本 徐○惠 藥二 

40 獎 漢珍- 名片盒 林○玫 護二 

41 獎 Wiley-我的心機玻尿酸面膜 李○宜 藥二 

42 獎 Wiley-我的心機玻尿酸面膜 林○霖 藥一 

43 獎 Wiley-我的心機玻尿酸面膜 胡○慈 藥三 

44 獎 Wiley-我的心機玻尿酸面膜 仲○璇 公衛糸 

45 獎 Wiley-我的心機玻尿酸面膜 戴○儒 醫技二甲 

46 獎 華藝-華藝精美隨身碟 張○方 職安四 

47 獎 華藝-文具精美禮品 陳○翰 醫二甲 

48 獎 華藝-文具精美禮品 汪○珊 藥二乙 

49 獎 華藝-文具精美禮品 劉○伶 後中四 

50 獎 華藝-文具精美禮品 洪○峰 中醫系 

51 獎 UpToDate-便條紙+原子筆 柯○翔 醫學三 

52 獎 UpToDate-便條紙+原子筆 李○芳 醫學系 

53 獎 UpToDate-便條紙+原子筆 陳○君 藥學二 

54 獎 UpToDate-便條紙+原子筆 賴○彣 護研一 

55 獎 UpToDate-便條紙+原子筆 施○瀛 藥三 

56 獎 碩睿-SRIS 餐具組 黃○凱 醫學系 

57 獎 碩睿-SRIS 餐具組 張○華 醫技四 

58 獎 碩睿-SRIS 餐具組 鄭○方 藥學三 

59 獎 碩睿-SRIS 餐具組 黃○雅 中一乙 

60 獎 碩睿-SRIS 餐具組 周○正 運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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