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單位 姓名 編號 單位 姓名 編號 單位 姓名

1 人事處 洪O雅 36 幼保系 王O霞 71 國企系 辛O翰

2 招生處 蔡O夢 37 視傳系 吳O鐘 72 國企系 王O成

3 軍訓室 楊O玲 38 數位系 殷O楷 73 資管系 許O忠

4 教務處 吳O儀 39 應用系 蘇O仁 74 資管系 李O芬

5 教務處 方O媛 40 應用系 孫O文 75 資管系 陳O珠

6 電算中心 吳O玉 41 應用系 胡O菊 76 資管系 林O穗

7 圖資處 陳O娟 42 休運系 洪O欽 77 土木系 陳O賢

8 圖資處資教組 陳O樺 43 休運系 周O達 78 土木系 彭O翔

9 學務處生保組 張O海 44 休運系 唐O峰 79 工管系 陳O涵

10 學務處課外組 謝O志 45 休運系 吳O銘 80 工管系 許O敏

11 學務處課外組 林O景 46 餐飲系 于O清 81 建築系 曹O玲

12 學務處學輔中心 鄭O玲 47 餐飲系 吳O民 82 建築系 蔡O安

13 學務處學輔中心 王O婷 48 餐飲系 陳O宏 83 建築系 莊O琦

14 學務處學輔中心 劉O心 49 餐飲系 劉O得 84 資工系 王O倫

15 學務處職發中心 傅O穎 50 餐飲系 王O惜 85 資工系 黃O峰

16 總務處 郭O惠 51 餐飲系 陳O玫 86 資工系 李O明

17 總務處採購組 王O銘 52 餐飲系 邱O文 87 資工系 謝O斌

18 藝文處 江O釗 53 觀光系 江O廷 88 電子系 陳O聲

19 藝文處 李O懇 54 企管系 林O美 89 電子系 陳O祥

20 藝文處 陳O岑 55 企管系 周O蓉 90 電子系 蔡O仁

21 藝文處 徐O宏 56 企管系 李O興 91 電子系 施O村

22 超微量中心 潘O芊 57 企管系 胡O珮 92 電機系 呂O基

23 生活創意學院 許O雲 58 企管系 陳O津 93 電機系 王O明

24 生活創意學院 林O雪 59 企管系 林O霖 94 電機系 陳O興

25 生活創意學院 柯O菁 60 企管系 蔡O宏 95 電機系 章O揚

26 師資培育中心 吳O如 61 企管系 朱O明 96 電機系 張O清

27 師資培育中心 許O芳 62 企管系 黃O文 97 機械系 林O德

28 通識教育中心 張O瑤 63 企管系 李O誠 98 機械系 熊O洲

29 通識教育中心 林O珍 64 企管系 李O玉 99 機械系 余O利

30 通識教育中心 邱O芬 65 金融系 周O志 100 機械系 溫O育

31 通識教育中心 龔O如 66 金融系 李O恩 101 機械系 王O宜

32 通識教育中心 丁O明 67 金融系 詹O慧 102 機械系 周O明

33 妝彩系 陳O憲 68 金融系 陳O穎 103 機械系 黃O澄

34 妝彩系 蔡O玲 69 金融系 曹O鴻 104 機械系 陳O輝

35 幼保系 楊O宏 70 國企系 黃O富

請於111年1月21日前至活動中心二樓保健室領取禮品（學餐是一樓唷!）

響應蔬食全民綠生活宣導中獎名單(公告)

說明：本次知識題3題全對者通通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