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項 轉出行 轉出帳號 支付方式 中獎姓名 中獎人連絡電話

 頭獎  009 5599********1106 信用卡 李O元 0919***724

 貳獎  005 0888********3531 金融卡 余O敏　　　　　　　　　　　　　　　　　 0982***084

 貳獎  008 1602********0015 金融卡 林O宜 0936***322

 貳獎  700 7002********7836 金融卡 倪O琪 0978***879

 貳獎  812 5149********8404 信用卡 石O恭 0938***752

 貳獎  822 5520********9518 信用卡 柯O元 0988***897

 參獎  004 8004********0902 金融卡 張O惠 0938***393

 參獎  004 5546********6104 信用卡 李O慶 0911***650

 參獎  005 0000********0801 金融卡 王   O　　　　　　　　　　　　　　　　　　 0965***183

 參獎  005 0888********6504 金融卡 林O宥　　　　　　　　　　　　　　　　　 0910***105

 參獎  006 0005********2056 金融卡 楊O瀚                                                    

 參獎  007 0000********4461 金融卡 鐘O銘 0988***538

 參獎  009 0079********6200 金融卡 林O欣 0987***850

 參獎  017 0000********3478 金融卡 黃O萱 0963***156

 參獎  017 3565********6698 信用卡 杜O玲 0920***456

 參獎  822 4003********7479 信用卡 呂O益 0937***468

 肆獎  004 8004********1466 金融卡 陳O碩 0932***601

 肆獎  004 8004********0407 金融卡 譚O譁 0937***170

 肆獎  004 8004********0323 金融卡 楊O雅 0937***203 0

 肆獎  004 0000********8626 金融卡 陳O州 0932***054

 肆獎  006 0000********0900 金融卡 周O信                                                    0988***836

 肆獎  006 0000********2126 金融卡 陳O生                                                    0937***366

 肆獎  007 0000********2289 金融卡 洪O雄 0932***616

 肆獎  007 0000********8782 金融卡 張O瑄 0919***236

 肆獎  007 0000********2243 金融卡 賴O豪 0933***237

 肆獎  007 9990********1903 金融卡 廖O苓 0935***808

 肆獎  007 9990********0628 金融卡 陳O羚 0910***122

 肆獎  007 5241********2476 信用卡 陳O家 0928***862

 肆獎  008 0000********6569 金融卡 藍O續 0939***029

 肆獎  008 0000********2501 金融卡 辜O樹 0933***988

 肆獎  008 3567********9102 信用卡 許O仁 0928***476

 肆獎  008 5242********4106 信用卡 傅O歆 0983***988

 肆獎  009 0060********1100 金融卡 余O萍 0978***473

 肆獎  009 0060********0910 金融卡 林O宏 0911***392

 肆獎  017 0000********1867 金融卡 郭O琪 0912***573

 肆獎  017 8880********0806 金融卡 古O良 0928***419

 肆獎  017 0000********6268 金融卡 蘇O賢 0936***940

 肆獎  017 5241********6142 信用卡 卓O穎 0936***673

 肆獎  017 4712********4623 信用卡 盧O智 0921***535

 肆獎  050 0000********3752 金融卡 廖O烽 0920***439

 肆獎  050 0000********230 金融卡 謝O蓉 0922***191

 肆獎  103 9999********8932 金融卡 范O清 0921***766

 肆獎  700 7002********4671 金融卡 邱O玲 0958***180

 肆獎  700 7002********8625 金融卡 江O偉 0929***652

 肆獎  808 4579********0231 信用卡 林O廷 0927***482

 肆獎  812 4147********4707 信用卡 羅O翔 0928***983

 伍獎  004 8004********1073 金融卡 魏O能 0918***748

 伍獎  004 8004********0077 金融卡 林O毅 0909***242

 伍獎  004 8004********0324 金融卡 張O秦 0911***477

 伍獎  004 8004********0681 金融卡 黃O國 0919***806

 伍獎  004 8004********0647 金融卡 李O輝 0975***110

 伍獎  004 0000********6469 金融卡 王O慧 0911***171

 伍獎  004 8004********2784 金融卡 蔡O軒 0985***550

 伍獎  004 8004********0032 金融卡 張O方 0901***588

 伍獎  004 8004********2057 金融卡 胡O德 0958***195

 伍獎  004 8004********2788 金融卡 劉O隆 0911***768

 伍獎  004 8004********1165 金融卡 黃O豪 0956***174

 伍獎  004 8004********0308 金融卡 郭O益 0988***717

 伍獎  004 5327********0103 信用卡 黃O玫 0988***809

 伍獎  004 5546********4101 信用卡 蔡O娟 0937***571

 伍獎  004 5546********0107 信用卡 劉O宏 0918***106

 伍獎  004 5222********1102 信用卡 呂O駿 0936***686

 伍獎  005 0000********2613 金融卡 胡O華　　　　　　　　　　　　　　　　　 0931***842

 伍獎  005 0000********1030 金融卡 林O鳳　　　　　　　　　　　　　　　　　 0980***800

 伍獎  005 0888********2134 金融卡 林O君　　　　　　　　　　　　　　　　　 0910***196

 伍獎  005 0888********7764 金融卡 韋O菁　　　　　　　　　　　　　　　　　 0979***820

 伍獎  005 0888********9890 金融卡 楊O吉　　　　　　　　　　　　　　　　　 0927***939

 伍獎  005 0888********5166 金融卡 陳O玲　　　　　　　　　　　　　　　　　 0912***286

 伍獎  005 4907********5109 信用卡 周   O 0963***956

 伍獎  005 5158********2109 信用卡 張   O 0970***627

 伍獎  005 3567********0103 信用卡 王O雄 0929***921

 伍獎  006 0000********6599 金融卡 丁O魁                                                    0952***337

 伍獎  006 1100********4679 金融卡 葉O豪                                                    0911***556

 伍獎  006 0001********2281 金融卡 張O益                                                    0932***937

 伍獎  006 1100********5687 金融卡 張O霞                                                    0932***259

 伍獎  006 1100********2169 金融卡 王O依                                                    0953***248



 伍獎  006 5242********8101 信用卡 吳O智 0911***075

 伍獎  006 5261********4106 信用卡 陳O揚 0937***657

 伍獎  006 3567********4124 信用卡 余O君 0933***165

 伍獎  007 9990********1609 金融卡 吳O諭 0979***866

 伍獎  007 0000********3815 金融卡 游O姍 0922***849

 伍獎  007 0000********0142 金融卡 簡O如 0926***269

 伍獎  007 9990********2017 金融卡 林O伶 0928***529

 伍獎  007 0000********4147 金融卡 邱O芬 0918***651

 伍獎  007 0000********8777 金融卡 金O理 0919***858

 伍獎  007 4688********3205 信用卡 嵇O生 0987***160

 伍獎  007 4678********0606 信用卡 黎O慧 0986***999

 伍獎  007 4678********2000 信用卡 張O任 0912***711

 伍獎  007 4678********0605 信用卡 蔡O蘭 0910***124

 伍獎  007 5241********1148 信用卡 邱O安 0963***213

 伍獎  007 4678********5208 信用卡 劉O萍 0955***063

 伍獎  007 5588********5379 信用卡 蔡O裴 0927***508

 伍獎  008 8132********0011 金融卡 劉O誠 0927***736

 伍獎  008 1332********0021 金融卡 張O浩 0915***589

 伍獎  008 0000********3915 金融卡 林O月 0958***956

 伍獎  008 2512********0019 金融卡 陳O學 0930***037

 伍獎  008 0000********7387 金融卡 林O煌 0910***514

 伍獎  008 0000********6345 金融卡 廖O玲 0936***088

 伍獎  008 0000********4616 金融卡 黃O文 0932***331

 伍獎  008 4595********0106 信用卡 林O廷 0919***160

 伍獎  008 5242********5104 信用卡 李O宜 0911***648

 伍獎  008 3567********9100 信用卡 簡O龍　 0933***789

 伍獎  008 5242********6102 信用卡 謝O冠 0910***865

 伍獎  008 4619********7104 信用卡 呂O益 0986***888

 伍獎  008 4619********4103 信用卡 沈O蓁 0928***841

 伍獎  009 0058********0600 金融卡 劉O茹 0919***827

 伍獎  009 0040********6300 金融卡 陳O良 0925***138

 伍獎  009 0079********5200 金融卡 林O良 0911***089

 伍獎  009 0058********0300 金融卡 蕭O芬 0939***237

 伍獎  009 0053********9000 金融卡 李O玟 0933***604

 伍獎  009 5599********5101 信用卡 林O岑 0912***514

 伍獎  009 4924********0102 信用卡 徐O清 0933***322

 伍獎  017 0000********1731 金融卡 張O婷 0911***515

 伍獎  017 3565********7898 信用卡 薛O如 0929***045

 伍獎  017 5245********1627 信用卡 李O嬅 0987***932

 伍獎  017 5468********8807 信用卡 陳O昇 0975***250

 伍獎  017 5245********1580 信用卡 陳O宇 0921***797

 伍獎  050 0000********281 金融卡 廖O涵 0937***275

 伍獎  050 1416********2225 金融卡 林O岑 0982***912

 伍獎  050 0000********2549 金融卡 何O福 0933***020

 伍獎  050 0000********1411 金融卡 林O美 0920***071

 伍獎  050 0000********1723 金融卡 李O龍 0963***873

 伍獎  050 0206********0793 金融卡 黃O東 0966***858

 伍獎  050 1036********1398 金融卡 陳O如 0928***044

 伍獎  050 5588********6101 信用卡 廖O碩 0929***077

 伍獎  700 7002********6511 金融卡 黃O貞 0928***976

 伍獎  700 7002********7230 金融卡 林O玲 0933***067

 伍獎  700 7002********5092 金融卡 方O喆 0988***349

 伍獎  700 7002********1676 金融卡 陳O盈 0939***761

 伍獎  700 7002********1691 金融卡 陳O維 0988***740

 伍獎  700 7002********6813 金融卡 夏O晴 0958***762

 伍獎  700 7002********1767 金融卡 王O穎 0963***254

 伍獎  700 7001********7075 金融卡 劉O儒 0916***643

 伍獎  700 7002********5792 金融卡 吳O潼 0980***984

 伍獎  808 5589********4386 信用卡 潘O嫺 0928***895

 伍獎  808 5228********0552 信用卡 周O全 0936***312

 伍獎  808 4751********2084 信用卡 陳O甄 0961***863

 伍獎  808 4392********0459 信用卡 阮O隆 0921***333

 伍獎  808 4751********2297 信用卡 高O蘭 0952***078

 伍獎  808 4392********0973 信用卡 劉O如 0922***342

 伍獎  812 4147********4202 信用卡 林O宗 0930***239

 伍獎  822 5239********7521 信用卡 張O理 0937***253

 伍獎  822 4003********9292 信用卡 藍O坤 0930***624

 伍獎  822 4311********3924 信用卡 陳O仁 0979***540

 伍獎  822 5246********1965 信用卡 陳O源 0921***601

 伍獎  822 4311********6448 信用卡 廖O明 0923***293

 伍獎  952 1952********8348 金融卡 曾O沂 0935***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