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水號(名額) 獎項 銀行 姓名 手機

1 頭獎  808玉山銀行 林○銘 0978***683

1 貳獎  008華南銀行 張○英 0989***895

2 貳獎  808玉山銀行 洪○賢 0920***282

3 貳獎  017兆豐商銀 方○心 0911***726

1 參獎  812台新銀行 黃○倫 0982***073

2 參獎  808玉山銀行 王○正 0936***500

3 參獎  808玉山銀行 劉○平 0936***770

4 參獎  008華南銀行 謝○琛 0935***707

5 參獎  006合庫商銀 林○奇                                                    0911***705

1 肆獎  007第一銀行 黃○勛 0988***370

2 肆獎  007第一銀行 吳○賢 0919***026

3 肆獎  808玉山銀行 蔡○薇 0933***130

4 肆獎  017兆豐商銀 陳○桃 0935***956

5 肆獎  004台灣銀行 徐○娟 0928***722

6 肆獎  006合庫商銀 黃○耘 0921***486

7 肆獎  005土地銀行 趙○杰 0928***785

8 肆獎  017兆豐商銀 黃○玲 0965***547

9 肆獎  009彰化銀行 杜○琴 0952***895

10 肆獎  017兆豐商銀 吳○祁 0921***861    

11 肆獎  008華南銀行 李○嬌 0952***919

12 肆獎  808玉山銀行 蔣○群 0972***966

13 肆獎  808玉山銀行 余○心 0905***032

14 肆獎  005土地銀行 吳○鴻　　　　　　　　　　　　　　　　　 0908***811

15 肆獎  007第一銀行 謝○旺 0979***611

1 伍獎  007第一銀行 王○賢 0953***138

2 伍獎  006合庫商銀 李○娟                                                    0912***926

3 伍獎  009彰化銀行 施○如 0928***895

4 伍獎  004台灣銀行 李○興　　　　　　　　　　　　　　　　　　　　　　　                                     0932***262

5 伍獎  808玉山銀行 余○佑 0956***966

6 伍獎  004台灣銀行 陳○美 0918***752

7 伍獎  007第一銀行 蔡○宗 0973***811

8 伍獎  005土地銀行 高○甯 0923***906

9 伍獎  007第一銀行 陳○曲 0921***254

10 伍獎  017兆豐商銀 許○ 0928***810    

11 伍獎  017兆豐商銀 王○凱 0955***150

12 伍獎  007第一銀行 王○雄 0933***728

13 伍獎  005土地銀行 詹○娟 0922***284

14 伍獎  005土地銀行 陳○諒　　　　　　　　　　　　　　　　　 0936***699

15 伍獎  008華南銀行 劉○靜 0922***741

16 伍獎  700中華郵政 唐○柔 0932***704



17 伍獎  004台灣銀行 邱○明　　　　　　　　　　　　　　　　　　　　　　　                                     0938***520

18 伍獎  006合庫商銀 蔣○丞 0933***538

19 伍獎  004台灣銀行 張○琳 0988***128

20 伍獎  006合庫商銀 游○迪 0934***327

21 伍獎  006合庫商銀 賴○莉                                                    0970***831

22 伍獎  008華南銀行 廖○姿 0909***726

23 伍獎  700中華郵政 林○祥 0925***528

24 伍獎  004台灣銀行 謝○棟　　　　　　　　　　　　　　　　　　　　　　　                                     0928***928

25 伍獎  822中國信託 王○瑩 0929***583

26 伍獎  008華南銀行 吳○綸 0932***114

27 伍獎  005土地銀行 邱○輝　　　　　　　　　　　　　　　　　 0916***688

28 伍獎  009彰化銀行 游○雯 0915***600

29 伍獎  008華南銀行 鄭○瓊 0918***361

30 伍獎  004台灣銀行 簡○怡　　　　　　　　　　　　　　　　　　　　　　　                                     0920***703

31 伍獎  007第一銀行 陳○杰 0933***393

32 伍獎  004台灣銀行 洪○四 0987***406

33 伍獎  050台灣企銀 陳○琳 0938***273

34 伍獎  700中華郵政 陳○玲 0933***622

35 伍獎  822中國信託 0988***312

36 伍獎  017兆豐商銀 甘○綸 0988***828

37 伍獎  700中華郵政 詹○硯 0911***745

38 伍獎  808玉山銀行 陳○杏 0987***516

39 伍獎  005土地銀行 楊○富　　　　　　　　　　　　　　　　　 0972***544

40 伍獎  017兆豐商銀 簡○德 0982***730

41 伍獎  006合庫商銀 沈○輝 0910***958

42 伍獎  006合庫商銀 賴○文                                                    0953***949

43 伍獎  009彰化銀行 李○誼 0919***347

44 伍獎  017兆豐商銀 趙○秀 0911***079

45 伍獎  006合庫商銀 羅○孝 0903***958

46 伍獎  006合庫商銀 羅○芬 0958***933

47 伍獎  004台灣銀行 楊○勳　　　　　　　　　　　　　　　　　　　　　　　                                     0972***118

48 伍獎  700中華郵政 李○達 0975***851

49 伍獎  050台灣企銀 游○穗 0932***233

50 伍獎  005土地銀行 陳○華　　　　　　　　　　　　　　　　　 0956***439

1 陸獎  005土地銀行 劉○伶 0906***279

2 陸獎  007第一銀行 黃○祥 0932***424

3 陸獎  808玉山銀行 黃○正 0932***582

4 陸獎  808玉山銀行 劉○穎 0926***363

5 陸獎  004台灣銀行 莊○期　　　　　　　　　　　　　　　　　　　　　　　                                     0912***386

6 陸獎  005土地銀行 許○毓　　　　　　　　　　　　　　　　　 0963***539

7 陸獎  004台灣銀行 林○凱　　　　　　　　　　　　　　　　　　　　　　　                                     0927***688



8 陸獎  007第一銀行 王○傑 0989***773

9 陸獎  004台灣銀行 張○強　　　　　　　　　　　　　　　　　　　　　　　                                     0936***507

10 陸獎  808玉山銀行 王○婷 0932***086

11 陸獎  822中國信託 陳○慶 0975***682

12 陸獎  822中國信託 林○澤 0926***022

13 陸獎  808玉山銀行 陳○春 0986***886

14 陸獎  808玉山銀行 何○軒 0989***864

15 陸獎  700中華郵政 蔡○慶 0935***284

16 陸獎  700中華郵政 楊○米 0962***244

17 陸獎  822中國信託 朱○豐 0968***332

18 陸獎  009彰化銀行 吳○子 0933***876

19 陸獎  822中國信託 李○ 0921***782

20 陸獎  162彰化六信 張○丞 0910***999

21 陸獎  008華南銀行 胡○菁 0915***458

22 陸獎  004台灣銀行 陳○良　　　　　　　　　　　　　　　　　　　　　　　                                     0912***995

23 陸獎  007第一銀行 吳○娟 0937***825

24 陸獎  005土地銀行 莊○志　　　　　　　　　　　　　　　　　 0928***989

25 陸獎  007第一銀行 沈○孺 0988***029

26 陸獎  808玉山銀行 林○均 0923***776

27 陸獎  005土地銀行 游○引 0919***513

28 陸獎  808玉山銀行 花○欣 0933***395

29 陸獎  007第一銀行 林○美 0920***178

30 陸獎  009彰化銀行 張○妮 0920***971

31 陸獎  007第一銀行 陳○羽 0975***629

32 陸獎  808玉山銀行 黃○亮 0908***687

33 陸獎  008華南銀行 高○萱 0921***424

34 陸獎  007第一銀行 周○美 0908***035

35 陸獎  009彰化銀行 關○遠 0928***164

36 陸獎  822中國信託 林○信 0933***325

37 陸獎  005土地銀行 李○蓉　　　　　　　　　　　　　　　　　 0987***593

38 陸獎  004台灣銀行 陳○芳　　　　　　　　　　　　　　　　　　　　　　　                                     0911***574

39 陸獎  807永豐銀行 吳○穎 0921***558

40 陸獎  115基隆二信 黃○瑀 0988***996

41 陸獎  012台北富邦 李○旋 0922***791

42 陸獎  006合庫商銀 鄭○娟                                                    0938***991

43 陸獎  007第一銀行 侯○芬 0910***911

44 陸獎  008華南銀行 廖○明 0912***958

45 陸獎  007第一銀行 辜○蓉 0937***760

46 陸獎  700中華郵政 張○喆 0919***931

47 陸獎  004台灣銀行 黃○福　　　　　　　　　　　　　　　　　　　　　　　                                     0928***093

48 陸獎  008華南銀行 賴○龍 0936***561



49 陸獎  004台灣銀行 李○龍 0988***918

50 陸獎  822中國信託 陳○順 0939***966

51 陸獎  008華南銀行 許○瑋 0938***837

52 陸獎  006合庫商銀 李○哲 0956***620

53 陸獎  006合庫商銀 鄭○東 0920***285

54 陸獎  808玉山銀行 林○芬 0931***960

55 陸獎  008華南銀行 林○怡 0952***007

56 陸獎  808玉山銀行 賴○吟 0952***963

57 陸獎  008華南銀行 黃○薇 0977***120

58 陸獎  006合庫商銀 陳○嬌 0935***438

59 陸獎  808玉山銀行 黃○瑋 0910***833

60 陸獎  004台灣銀行 黃○逸　　　　　　　　　　　　　　　　　　　　　　　                                     0933***168

61 陸獎  008華南銀行 翁○灃 0937***182

62 陸獎  808玉山銀行 黃○碩 0971***859

63 陸獎  050台灣企銀 羅○珍 0905***688

64 陸獎  808玉山銀行 廖○汝 0911***734

65 陸獎  822中國信託 黃○ 0935***222

66 陸獎  007第一銀行 許○芳 0936***015

67 陸獎  008華南銀行 曾○誼 0989***400

68 陸獎  017兆豐商銀 陳○鳴 0953***635

69 陸獎  808玉山銀行 吳○昇 0911***622

70 陸獎  700中華郵政 江○煌 0928***294

71 陸獎  004台灣銀行 張○豐　　　　　　　　　　　　　　　　　　　　　　　                                     0938***358

72 陸獎  006合庫商銀 黃○涵 0977***916

73 陸獎  004台灣銀行 張○禎 0928***532

74 陸獎  007第一銀行 美○達國際 0932***392

75 陸獎  808玉山銀行 李○華 0931***312

76 陸獎  050台灣企銀 洪○莉 0978***901

77 陸獎  007第一銀行 張○睿 0939***099

78 陸獎  050台灣企銀 姜○中 0920***214

79 陸獎  006合庫商銀 屠○方 0937***220

80 陸獎  006合庫商銀 蔡○美 0988***596

81 陸獎  007第一銀行 錢○英 0921***828

82 陸獎  008華南銀行 楊○涵 0912***911

83 陸獎  808玉山銀行 張○新 0932***123

84 陸獎  808玉山銀行 林○宇 0958***282

85 陸獎  007第一銀行 陳○林 0933***029

86 陸獎  017兆豐商銀 廖○廷 0919***168

87 陸獎  808玉山銀行 許○靈 0960***906

88 陸獎  007第一銀行 張○娉 0921***899

89 陸獎  009彰化銀行 魏○益 0921***533



90 陸獎  007第一銀行 劉○一 0935***748

91 陸獎  004台灣銀行 張○珊　　　　　　　　　　　　　　　　　　　　　　　                                     0932***617

92 陸獎  808玉山銀行 謝○軒 0919***619

93 陸獎  008華南銀行 李○粉 0937***575

94 陸獎  004台灣銀行 張○瑄　　　　　　　　　　　　　　　　　　　　　　　                                     0988***034

95 陸獎  808玉山銀行 李○源 0958***967

96 陸獎  009彰化銀行 王○琇 0934***627

97 陸獎  005土地銀行 王○君　　　　　　　　　　　　　　　　　 0972***635

98 陸獎  004台灣銀行 楊○雲 0978***689

99 陸獎  007第一銀行 彭○威 0939***501

100 陸獎  006合庫商銀 李○薇                                                    0937***682

101 陸獎  007第一銀行 高○瑄 0936***0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