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姓名 單位 得獎獎項
1 陳○芳 電資學院 圖書館筆記本
2 陳○伶 人事室 圖書館筆記本
3 潘○心 統計系113 圖書館筆記本
4 鄭○晴 資訊管理研究所 圖書館筆記本
5 劉○寧 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辦公室 圖書館筆記本
6 方○淨 僑陸組 圖書館筆記本
7 呂○憲 電機系 圖書館筆記本
8 黃○珠 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 圖書館筆記本
9 陳○舫 醫學系 圖書館筆記本
10 田○宇 成大資工 圖書館筆記本
11 梁○瑾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圖書館筆記本
12 盧○芬 運動健康與休閒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圖書館筆記本
13 黃○晴 計網中心校務資訊組 圖書館筆記本
14 陳○珊 環工系 圖書館筆記本
15 Pei-○ Yu BA 圖書館筆記本
16 王○耀 台灣文學系 圖書館筆記本
17 張○慈 工資系113 圖書館筆記本
18 蕭○君 護理系 圖書館筆記本
19 劉○緯 機械工程學系 圖書館筆記本
20 尹○儀 總務處營繕組 圖書館筆記本
21 邱○期 研發處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22 詹○維 成大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大二學生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23 許○玥 秘書室新聞中心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24 王○恒 學生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25 黃○瑜 醫學115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26 林○羽 機械系所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27 王○榆 牙醫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28 李○靜 醫學院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29 康○ 政治學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30 余○丞 成大化工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31 林○竹 歷史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32 林○秀 成大護理學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33 陳○奕 醫技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34 吳○濬 成大化工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35 邱○影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36 詹○涵 中國文學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37 陳○綺 成大政經所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38 高○妤 醫學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39 吳○平 經濟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40 李○儀 歷史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41 劉○程 統計學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42 沈○洋 法律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43 邵○凱 國立成功大學大學部化學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44 鄭○芬 企管所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45 高○能 成功大學微電所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46 莊○育 成大土木113級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47 謝○旭 成大圖書館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48 潘○瑄 水利所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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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賴○諄 成大化工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50 蘇○宇 電機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51 李○儒 數學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52 吳○恩 環境工程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53 周○倫 統計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54 吳○穎 法律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55 何○蓁 護理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56 廖○甯 台灣文學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57 呂○臻 國立成功大學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58 顏○宸 化工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59 林○璇 工業設計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60 鍾○芯 成大交管系113級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61 林○杏 外科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62 莊○欣 醫學系家醫科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63 吳○鴻 工資所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64 陳○佐 分子醫學研究所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65 易○蓁 財金所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66 林○蓉 電機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67 陳○紋 醫學院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68 詹○玲 校友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69 張○軒 中文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70 劉○儒 大學部歷史系 圖書館不鏽鋼Bookmark
71 林○穎 成大心理 圖書館紙膠帶
72 蔡○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 圖書館紙膠帶
73 葉○賢 成大材料系 圖書館紙膠帶
74 袁○崟 藥學系 圖書館紙膠帶
75 盧○宇 School of medicine 圖書館紙膠帶
76 林○蓁 成功大學 圖書館紙膠帶
77 張○鴻 國立成功大學 圖書館紙膠帶
78 李○陞 生命科學系 圖書館紙膠帶
79 朱○綺 職能治療學系 圖書館紙膠帶
80 陳○嫻 藥學系 圖書館紙膠帶
81 廖○妤 成大資管所 圖書館紙膠帶
82 陳○彤 法律系 圖書館紙膠帶
83 鄧○文 經濟系 圖書館紙膠帶
84 羅○昇 社會科學院政治系113 圖書館紙膠帶
85 王○慶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系館 圖書館紙膠帶
86 葉○薇 成大環工 圖書館紙膠帶
87 鄭○諭 歷史所 圖書館紙膠帶
88 李○鄰 工學院工程管理碩專班 圖書館紙膠帶
89 陳○璘 台文所 圖書館紙膠帶
90 仲○文 註冊組 圖書館紙膠帶
91 李○萱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圖書館書籤
92 洪○杰 成大化工系 圖書館書籤
93 葉○溥 交管系 圖書館書籤
94 李○璇 政經所 圖書館書籤
95 林○彤 物理學系 圖書館書籤
96 蕭○淨 成大交管系 圖書館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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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黃○倫 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 圖書館書籤
98 郭○芊 統計系 圖書館書籤
99 張○綸 中文系碩士班 圖書館書籤

100 陳○謙 外文系 圖書館書籤
101 王○德 地科系博士班 圖書館書籤
102 麥○豪 外文系 圖書館書籤
103 謝○涵 護理系 圖書館書籤
104 吳○靜 心輔組 圖書館書籤
105 林○君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圖書館書籤
106 王○竣 成大光電系 圖書館書籤
107 蘇○勝 藥學系 圖書館書籤
108 陳○儀 泌尿科 圖書館書籤
109 謝○欣 化工系 圖書館書籤
110 郭○勝 中文系 圖書館書籤
111 黃○婷 成大土木110 圖書館書籤
112 林○寬 歷史學系 圖書館書籤
113 Cr○ Bossley Institute of Creative Industries Design 圖書館書籤
114 劉○辰 政治系 圖書館書籤
115 林○憶 資管所 圖書館書籤
116 王○棋 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圖書館書籤
117 林○晏 成大法律研究所 圖書館書籤
118 蔡○恩 物理治療學系 圖書館書籤
119 黃○惠 資訊系 圖書館書籤
120 黃○珊 成大製造所 圖書館書籤
121 鍾○瑜 衛生保健組 圖書館書籤
122 劉○貽 水工所 圖書館書籤
123 曹○佳 政治學系 圖書館書籤
124 吳○潔 h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 圖書館書籤
125 曾○琪 環境醫學研究所 圖書館書籤
126 鄭○盛 成大材料所 圖書館書籤
127 嚴○誼 生化所 圖書館書籤
128 郭○璿 水利系111 圖書館書籤
129 莊○庭 地科系 圖書館書籤
130 陳○揚 機械系 圖書館書籤
131 鄭○雯 資訊工程學系 圖書館書籤
132 劉○君 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 圖書館書籤
133 蕭○ 成功大學政治系 圖書館書籤
134 周○銘 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 圖書館書籤
135 卓○禾 交通管理科學系 圖書館書籤
136 方○華 醫學院實驗動物中心 圖書館書籤
137 林○蓉 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 圖書館書籤
138 鄭○蕊 物治系112 圖書館書籤
139 林○凡 光電系 圖書館書籤
140 廖○凱 成大工科所 圖書館書籤
141 徐○雅 外文系 圖書館L夾
142 邱○惠 教務處招生組 圖書館L夾
143 周○岑 中文系 圖書館L夾
144 莊○銘 考古所 圖書館L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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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曾○帆 學士學程 圖書館L夾
146 王○謙 醫學系 圖書館L夾
147 陳○如 外文系 圖書館L夾
148 許○云 生命科學系 圖書館L夾
149 吳○和 成功大學心理學系 圖書館L夾
150 陳○禎 法律所 圖書館L夾
151 張○瑄 中文系 圖書館L夾
152 游○賢 理學院 圖書館L夾
153 劉○佑 歷史系 圖書館L夾
154 許○羽 藥學系 圖書館L夾
155 蘇○涵 光電112 圖書館L夾
156 陳○維 醫技系 圖書館L夾
157 王○誠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圖書館L夾
158 陳○彤 化工112 圖書館L夾

159
Banu ○
Hidayat

Indonesia 圖書館L夾

160 劉○宜 法律 圖書館L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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