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領取禮券 
 

1. 我們將會寄出紙本收據至校友資料庫中校友們所留的通訊地址，不便收件

者也可以直接列印本公告下方(最後一頁)的收據使用。 

2. 收據請務必於 4/23 前簽名並填寫資料後回寄，可郵寄回校本部秘書室收，

亦可簽名填寫後掃描或拍照回寄至 nouwww@mail.nou.edu.tw 信箱 

，信件主旨請寫<校友資料庫活動收據>。 

3. 彙整回寄收據後，依收據名單於 5 月中掛號寄出禮券。 

 

           P.S.將以郵戳及網路寄件時間為憑，逾期視同放棄。 

 

 

 

 

中心 學號 姓名 中心 學號 姓名 中心 學號 姓名 

基隆 96000** 賴○雲 臺北 102194*** 李○霖 臺北 831110*** 黃○玲 

基隆 106210*** 欒○勳 臺北 103127*** 曾○同 臺北 831111*** 洪○清 

基隆 962100*** 鄭○香 臺北 104222*** 鄭○菁 臺北 831177*** 林○伶 

基隆 981100*** 王○淑 臺北 105120*** 陳○姈 臺北 841263*** 簡○松 

臺北 10320** 李○如 臺北 105121*** 張○昌 臺北 852133*** 沈○芳 

臺北 10620** 周○媛 臺北 106126*** 林○蘭 臺北 853128*** 蔣○甜 

臺北 100121*** 鄧○娟 臺北 106225*** 簡○青 臺北 871152*** 陳○宗 

臺北 100196*** 蘇○漢 臺北 751116*** 黃○婉 臺北 871199*** 賴○惠 

臺北 100295*** 洪○玲 臺北 751125*** 李○惠 臺北 881068*** 許○素 

臺北 101120*** 邱○惠 臺北 771104*** 王○煥 臺北 891053*** 陳○專 

臺北 101196*** 陳○智 臺北 771145*** 黃○星 臺北 921240*** 邱○婷 

感謝畢業校友們踴躍參加登錄校友資料庫抽獎活動， 

以下是為由電腦抽出 100 位曾於 110/3/10 - 110/4/10 

登錄資料庫的畢業校友， 

恭喜此 100 位畢業校友可獲得便利商店 200 元禮券！ 

 



中心 學號 姓名 中心 學號 姓名 中心 學號 姓名 

臺北 102120*** 許○芬 臺北 801106*** 游○伶 臺北 921246*** 黃○玲 

臺北 102121*** 李○如 臺北 831000*** 吳○倩 臺北 932217*** 林○載 

臺北 941219*** ○葳 臺中 883405*** 鄭○真 臺南 104261*** 莊○全 

臺北 941224*** 徐○玉 臺中 902402*** 紀○義 高雄 98700** 范○憲 

臺北 951209*** 馬○任 臺中 932948*** 黃○雯 高雄 101271*** 王○美 

臺北 951211*** 陳○嘉 臺中 951405*** 李○華 高雄 102170*** 陳○蓉 

臺北 962943*** 王○婷 臺中 961212*** 蕭○妤 高雄 103170*** 林○玲 

臺北 971211*** 王○惠 臺中 981401*** 王○明 高雄 105170*** 許○崴 

新竹 10730** ○瑋 臺中 991400*** 林○汝 高雄 831275*** 劉○杰 

新竹 101230*** 楊○長 嘉義 10350** 蕭○偉 高雄 911703*** 吳○義 

新竹 831311*** 陳○茹 嘉義 823505*** 吳○鈴 高雄 952700*** 林○雲 

新竹 872302*** 何○雲 嘉義 841161*** 江○萍 高雄 971700*** 盧○宏 

新竹 891059*** 簡○芳 臺南 101260*** 王○鳳 宜蘭 100280*** 陳○慎 

新竹 932300*** 陳○玲 臺南 103260*** 郭○文 宜蘭 108280*** 游○淮 

新竹 952300*** 王○滿 臺南 104160*** 蘇○仙 宜蘭 861801*** 游○如 

臺中 102145*** 孫○庭 新北 821202*** 彭○蓮 宜蘭 871809*** 石○祿 

臺中 103143*** 何○玲 新北 821216*** 林○寶 花蓮 105190*** 鍾○琪 

臺中 105240*** 黃○柔 新北 822257*** 毛○瑜 花蓮 107190*** 黃○彥 

臺中 105241*** 張○惠 新北 851268*** ○坤 澎湖 105192*** 陳○滿 

臺中 106244*** 廖○杏 新北 931944*** 陳○足 馬祖 103120*** 賴○偉 

臺中 107243*** 劉○汶 新北 961941*** 黃○翔 桃園 10320** 葉○玲 

臺中 801403*** 石○來 新北 961944*** 林○慧 桃園 10700** 張○婷 

桃園 981210*** 林○伶       



 

 

收          據 
中華民國 110年 04月  日 

                   茲 收 到 

 國立空中大學   發給  校友資料庫登錄維護資料活動獲獎者 

               便利商店禮券 貳佰元整 

                   領 券 人：                (請簽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收據請郵寄至：247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 172 號 3F 秘書室 (校友活動收) 

或是網路回寄：掃描或拍照收據後，mail 至 nouwww@mail.nou.edu.tw 信箱 (信件主旨請寫<校友活動收據>) 

戶籍地址： 

 

下方資料請務必填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