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獎品名稱 姓名 單位 職稱

快樂獎01 全家禮券200元 陳瑩楨 總務處環保組 技士

快樂獎02 全家禮券200元 林容華 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

快樂獎03 全家禮券200元 羅文龍 總務處駐衛警察隊 駐衛警

快樂獎04 全家禮券200元 莊沁融 理工學院光電工程學系 副教授

快樂獎05 全家禮券200元 蔡京文 總務處營繕組 助理

快樂獎06 全家禮券200元 李欣憓 學生事務處處本部 助理

快樂獎07 全家禮券200元 羅正心

原住民民族學院族群關係與文

化學系 教授

快樂獎08 全家禮券200元 王立凡 教學卓越中心 助理

快樂獎09 全家禮券200元 李治國(公假) 總務處駐衛警隊 先生

快樂獎10 全家禮券200元 劉珮萱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英美語文學

系 助理

快樂獎11 全家禮券200元 陳柏元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系 副教授

快樂獎12 全家禮券200元 鄭凱文 理工學院應用數學系 專案助理

快樂獎13 全家禮券200元 林妤慈 人事室第二組 組長

快樂獎14 全家禮券200元 林華祥 總務處駐衛警察隊 駐衛警

快樂獎15 全家禮券200元 郭張全 總務處事務組 助理

快樂獎16 全家禮券200元 陳輝庭(公假)

學生事務處畢業生及校友服務

組 助理

快樂獎17 全家禮券200元 詹依萍 圖書資訊處 助理

快樂獎18 全家禮券200元 安梓濱 原住民民族學院 助理

快樂獎19 全家禮券200元 古智雄 秘書室 主任秘書

快樂獎20 全家禮券200元 載昆融 圖書資訊處 助理

快樂獎21 全家禮券200元 陳傳智 秘書室 助理

快樂獎22 全家禮券200元 游守正 理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 助理

快樂獎23 全家禮券200元 李建穎 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

快樂獎24 全家禮券200元 羅燕琴 教務處 組長

快樂獎25 全家禮券200元 張希文

原住民民族學院民族事務與發

展學系 助理教授

快樂獎26 全家禮券200元 趙加頎 研究發展處 助理

快樂獎27 全家禮券200元 郭澤寬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臺灣文化學

系 教授

快樂獎28 全家禮券200元 梁沛晴 師資培育中心 組員

快樂獎29 全家禮券200元 李佳洪 理工學院生命科學系 副教授

快樂獎30 全家禮券200元 林香君 管理學院 助理

快樂獎31 全家禮券200元 林妍伶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法律學系原

住民專班 專案助理

快樂獎32 全家禮券200元 邱翊承 總務處營繕組 技士

快樂獎33 全家禮券200元 戴麗雯 藝術學院 助理

快樂獎34 全家禮券200元 姜紫淇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助理

快樂獎35 全家禮券200元 陳紹雯 師資培育中心 助理職務代理人

快樂獎36 全家禮券200元 馬紹彬 創新研究園區管理中心 助理

快樂獎37 全家禮券200元 劉美卿 研究發展處 助理

快樂獎38 全家禮券200元 王文億 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 助理

快樂獎39 全家禮券200元 王友利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

快樂獎40 全家禮券200元 陳囿蓉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 心理師

快樂獎41 全家禮券200元 陳慧鳳 教務處註冊組 秘書

快樂獎42 全家禮券200元 陳楚治 總務處保管組 組員

快樂獎43 全家禮券200元 陳鵬安 總務處保管組 助理

快樂獎44 全家禮券200元 張益誠 管理學院會計學系 副教授兼任系主任

快樂獎45 全家禮券200元 周白麗 理工學院 助理

快樂獎46 全家禮券200元 王玉君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校安人員

快樂獎47 全家禮券200元 游家盛 教學卓越中心 助理

快樂獎48 全家禮券200元 簡伶鈺 理工學院物理系 技術師

快樂獎49 全家禮券200元 潘秀娥 主計室 組長

快樂獎得奨清冊



快樂獎50 全家禮券200元 尚憶薇 共同教育委員會體育中心 教授

快樂獎51 全家禮券200元 劉效樺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諮商與臨床

心理學系 副教授

快樂獎52 全家禮券200元 塗蕙慈 總務處保管組 助理

快樂獎53 全家禮券200元 羅珮瑄 共同教育委員會語言中心 專案教師

快樂獎54 全家禮券200元 黃慧雯 圖書資訊處 組員

快樂獎55 全家禮券200元 溫慧鈴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 助理

快樂獎56 全家禮券200元 陳昱佐 圖書資訊處圖資服務組 助理

快樂獎57 全家禮券200元 翁語潔 花師教育學院科學教育中心 專任助理

快樂獎58 全家禮券200元 洪嘉瑜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系 教授

快樂獎59 全家禮券200元 林信鋒 副校長室 副校長

快樂獎60 全家禮券200元 洪國華 總務處駐衛警察隊 駐衛警

快樂獎61 全家禮券200元 王鴻濬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院長

快樂獎62 全家禮券200元 朱景鵬 副校長室 副校長

快樂獎63 全家禮券200元 徐青卉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諮商與臨床

心理學系 助理

快樂獎64 全家禮券200元 顏余珊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英美語文學

系 行政助理

快樂獎65 全家禮券200元 賴建智 理工學院物理系 副教授

快樂獎66 全家禮券200元 饒瑞航 總務處駐衛警察隊 駐衛警

快樂獎67 全家禮券200元 戴言庭 藝術學院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助理

快樂獎68 全家禮券200元 謝育筌 副校長室 助理

快樂獎69 全家禮券200元 黃章傑 共同教育委員會體育中心 助理

快樂獎70 全家禮券200元 游雅筑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行政助理

快樂獎71 全家禮券200元 郭平欣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系 教授

快樂獎72 全家禮券200元 郭如珮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諮商與臨床

心理學系 助理

快樂獎73 全家禮券200元 林睿庭 主計室 助理

快樂獎74 全家禮券200元 魏茂國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教授

快樂獎75 全家禮券200元 林徐達

原住民民族學院族群關係與文

化學系 系主任

快樂獎76 全家禮券200元 鄧瑞美 總務處出納組 組員

快樂獎77 全家禮券200元 陳玟均

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

學士學位學程 行政助理職務代理人

快樂獎78 全家禮券200元 林淑玲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技術師

快樂獎79 全家禮券200元 陳霈潔 主計室 助理

快樂獎80 全家禮券200元 石明英 花師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副教授

快樂獎81 全家禮券200元 薛惠文 花師教育學院 助理

快樂獎82 全家禮券200元 陳慧芳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管理員

快樂獎83 全家禮券200元 黃盈豪

原住民民族學院民族事務與發

展學系 助理教授

快樂獎84 全家禮券200元 李美玉 圖書資訊處校務系統組 技術師

快樂獎85 全家禮券200元 趙文玲 總務處文書組 組員

快樂獎86 全家禮券200元 高建民

花師教育學院教育與潛能開發

學系 副教授

快樂獎87 全家禮券200元 彭玉樹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系 教授

快樂獎88 全家禮券200元 李亭豫 教學卓越中心 助理

快樂獎89 全家禮券200元 彭文平 理工學院物理系 教授

快樂獎90 全家禮券200元 蔡子葳 花師教育學院體育系 助理

快樂獎91 全家禮券200元 謝樹香 總務處處本部 工友

快樂獎92 全家禮券200元 周柄宏 學生事務處處本部 組員

快樂獎93 全家禮券200元 李欣芸 創新研究園區管理中心 助理

快樂獎94 全家禮券200元 林志瓏 教學卓越中心 助理

快樂獎95 全家禮券200元 鄭袁建中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組長

快樂獎96 全家禮券200元 莊英宏 總務處事務組 組員

快樂獎97 全家禮券200元 古羽馨 教務處 助理

快樂獎98 全家禮券200元 周小萍 圖書資訊處 秘書



快樂獎99 全家禮券200元 李佳凌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華文系 助理職務代理人

快樂獎100 全家禮券200元 傅建益 花師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