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度語言中心舉辦本校學生校外英檢考試數據 
問卷填寫抽獎中獎名單 

(一)活動獎品： 

統一超商禮卷 100 元共 100 名額。 

(二)領獎： 

1.請中獎者持學生證或身分證等有效證件(證件無學號者須配合登入校務行政系統)，至

系所所屬校區語言中心，於規定時間內簽名領取獎品。 

2.各校區領取時間： 

(1)蘭潭及新民校區：即日起至 11 月 11 日，每日 16：00 前(不包含星期六、日)。 

(2)民雄校區：11 月前兩週的週三、週四，即 11/3、11/4、11/10、11/11 每天

16：00 前。 

3.於各校區規定期限以後，如中獎人未至語言中心領取並簽名，則視同放棄領取，不

得異議。 

4.中獎名單： 

系所 學號 姓名 

土木學系 10*2*99 王○銘 

土木學系 10*2*71 卓○君 

中國文學系                                         10*4*75 郭○綺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10*2*56 蔡○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10*2*41 張○滐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10*2*26 黃○縉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10*2*35 郭○明 

外國語言學系 10*3*68 周○儒 

外國語言學系 11*3*93 鍾○霖 

外國語言學系 10*3*82 劉○瑜 

外國語言學系 10*4*45 鄭○婷 

外國語言學系 10*4*71 張○綺 

外國語言學系 10*4*10 邱○鈞 

外國語言學系 10*3*98 曾○源 

外國語言學系 10*0*42 羅○庭 

外國語言學系 10*4*73 楊○熹 

外語所 11*0*46 張○慈 

幼兒教育學系                                       11*3*19 吳○昕 

幼兒教育學系                                       11*3*18 陳○妮 

生化科技學系 11*3*36 陳○靜 

生化科技學系 10*3*56 劉○玲 



生化科技學系 10*3*36 張○婕 

生化科技學系 11*3*43 楊○涵 

生化科技學系 11*3*59 張○誠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10*4*52 賴○婷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10*4*52 蔡○錞 

生物資源學系 10*3*93 陳○羽 

生物資源學系 10*0*52 尤○智 

生物資源學系 10*3*12 湯○民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10*2*56 鄭○蕙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11*2*71 周○潔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11*2*61 韓○喬 

生物機電工程學 10*2*85 林○毅 

生物機電工程學 10*2*85 陳○葳 

企業管理學系                                       11*4*59 王○伯 

企業管理學系                                       11*4*68 林○凱 

企業管理學系                                       11*4*93 江○瑀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10*4*72 李○雯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10*4*72 張○婷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10*0*85 張○誌 

音樂學系                                           11*4*89 馬○盈 

食品科學系 10*3*36 陳○嘉 

食品科學系 10*8*48 鄭○錡 

食品科學系 10*3*30 方○筑 

食品科學系 11*3*48 黃○慈 

食品科學系 11*8*33 謝○旻 

特殊教育學系                                       11*3*56 邱○昕 

特殊教育學系                                       11*3*67 鄧○瑄 

特殊教育學系                                       10*3*59 謝○玲 

特殊教育學系                                       10*3*61 林○羚 

特殊教育學系                                       10*0*58 林○雯 

特殊教育學系                                       11*3*45 翁○杰 

特殊教育學系                                       10*3*42 呂○柔 

特殊教育學系                                       10*3*53 唐○茹 

財務金融學系                                       11*4*99 張○旻 

財務金融學系                                       11*9*15 李○諺 

財務金融學系                                       10*4*19 張○凌 

財務金融學系                                       11*9*39 林○蔚 



財務金融學系                                       10*4*73 杜○洋 

財務金融學系                                       10*4*24 呂○嘉 

財務金融學系                                       10*4*09 林○峰 

動物科學系 11*2*97 周○晨 

動物科學系 11*2*29 吳○妤 

動物科學系 10*2*97 陳○叡 

動物科學系 11*2*85 曹○睎 

動物科學系 11*2*86 張○璽 

教育系所 11*0*63 詹○慈 

教育所 11*0*66 江○儒 

景觀學系 11*2*54 陳○昀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10*2*69 羅○珺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10*2*42 劉○綾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11*2*49 陳○安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3*16 黃○諺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1*3*12 尤○慈 

資訊管理學系                                       11*4*43 劉○華 

資訊管理學系                                       10*4*55 余○育 

資訊管理學系                                       10*4*69 王○琳 

資訊管理學系                                       10*4*46 黃○晴 

農藝學系 10*2*17 廖○凱 

農藝學系 10*4*91 賴○倢 

電子物理學系 10*2*50 陳○伶 

電機工程學系 11*3*03 蔡○翔 

電機工程學系 11*3*29 李○祐 

電機工程學系 11*2*92 陳○昕 

電機工程學系 10*3*03 楊○麟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3*88 李○庭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3*95 蘇○萱 

輔導與諮商學系                                     11*3*23 蔡○純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3*97 馮○軒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3*81 李○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3*27 蘇○琳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1*3*41 李○瑜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1*3*32 詹○宇 

應用化學系 10*2*31 張○ 

應用經濟學系                                       10*4*30 蔡○芩 



應用數學系 10*2*75 吳○瑩 

應用歷史學系                                       10*4*64 鄒○欣 

應用歷史學系                                       10*4*47 杜○錡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1*3*53 徐○廷 

體健所 11*0*29 胡○綸 

採網路抽獎。抽獎過程如下：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_79OsS0Qt9g_ZuEpyAdbbY02s3K8_di/view?usp=shari

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_79OsS0Qt9g_ZuEpyAdbbY02s3K8_di/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_79OsS0Qt9g_ZuEpyAdbbY02s3K8_di/view?usp=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