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項 銀行代號 姓名 電話

頭獎  009 葉O娥 0933***743
 貳獎  806 林O南                              0928***905
 貳獎  008 林O瑤 0981***105
 貳獎  700 羅O州 0939***555
 貳獎  700 謝O美 0965***432
 貳獎  008 侯O蘭 0963***126
 參獎  007 王O成 0928***092
 參獎  007 吳O芬 0919***366
 參獎  007 吳O東 0932***083
 參獎  006 葉O慧                                                    0958***310
 參獎  006 黃O乾                                                    0920***192
 參獎  011 林O立 0936***345
 參獎  103 竺O娥 0928***687
 參獎  700 呂O儒 0917***673
 參獎  007 黃O婷 0917***570
 參獎  700 祝O遠 0911***910
 肆獎  017 吳O庭 0929***111    
 肆獎  700 王O珍 0933***439
 肆獎  004 張O雪 0939***752
 肆獎  009 董O彤 0937***697
 肆獎  017 柯O崇 0922***168    
 肆獎  050 王O庭 0963***575
 肆獎  700 劉O如 0911***761
 肆獎  004 朱O誼 0930***791
 肆獎  007 陳O月 0911***883
 肆獎  700 吳O涓 0972***277
 肆獎  008 孫O緯 0928***239
 肆獎  008 林O星 0953***088
 肆獎  007 葉O珠 0939***045
 肆獎  008 鮑O仁 0921***586
 肆獎  004 蔡O桓 0918***398
 肆獎  009 黃O仁 0922***215
 肆獎  005 呂O華　　　　　　　　　　　　　　　　　 0937***025
 肆獎  006 張O雪                                                    0928***339
 肆獎  008 李O華 0988***019
 肆獎  008 羅O瑄 0928***316
 肆獎  007 林O慶 0927***638
 肆獎  004 葉O榮 0937***310
 肆獎  004 王O娟 0910***676
 肆獎  103 劉O懋 0932***266
 肆獎  006 林O倫                                            0989***707
 肆獎  004 蘇O玫 0912***163
 肆獎  008 黃O閔 0988***005



 肆獎  004 許O棠 0930***082
 肆獎  216 胡O珺 0982***301
 肆獎  004 鄭O旻 0923***858
 伍獎  006 翁O蓉                                                    0933***313
 伍獎  006 羅O馨                                                    0933***517
 伍獎  004 朱O花 0936***890
 伍獎  009 徐O江 0955***162
 伍獎  700 陳O寬 0918***818
 伍獎  017 陳O庭 0912***703    
 伍獎  006 蕭O儒                                                    0930***810
 伍獎  017 0929***014    
 伍獎  009 謝O佑 0911***058
 伍獎  009 徐O琛 0935***687
 伍獎  004 龔O榮 0988***639
 伍獎  011 朱O鈴 0926***580
 伍獎  008 蕭O儀 0928***714
 伍獎  103 吳O芬 0928***075
 伍獎  007 余O婷 0927***993
 伍獎  005 薛 O　　　　　　　　　　　　　　　　　　 0972***908
 伍獎  005 何O瑜　　　　　　　　　　　　　　　　　 0913***512
 伍獎  004 許O鴻 0956***335
 伍獎  700 顏O君 0938***115
 伍獎  004 吳O剛 0931***773
 伍獎  017 謝O宇 0926***106    
 伍獎  006 徐O昇                                                    0988***605
 伍獎  004 顏O儀 0912***382
 伍獎  008 徐O紹 0911***353
 伍獎  006 鍾O慧                                                    0937***534
 伍獎  017 張O吟 0938***639    
 伍獎  008 李O興 0933***430
 伍獎  004 林O良 0935***831
 伍獎  007 柯O博 0922***547
 伍獎  007 劉O珠 0920***088
 伍獎  700 蕭O豪 0930***986
 伍獎  700 謝O萱 0976***670
 伍獎  009 張O希 0983***918
 伍獎  005 丁O錡　　　　　　　　　　　　　　　　　 0986***879
 伍獎  700 王O騰 0978***531
 伍獎  008 何O瑩 0937***570
 伍獎  006 梁O偉                                                    0989***120
 伍獎  004 葉  O 0952***757
 伍獎  007 魯O鈴 0921***225
 伍獎  008 高  O 0961***732
 伍獎  700 蔡O妤 0933***339



 伍獎  006 葉O慧                                                    0913***329
 伍獎  700 趙O毓 0921***696
 伍獎  009 康O玉 0987***068
 伍獎  700 邱O齊 0920***856
 伍獎  004 崔O雲 0936***200
 伍獎  815 賴O仁 0989***800
 伍獎  005 陳O碩　　　　　　　　　　　　　　　　　 0988***006
 伍獎  004 陳O君 0916***886
 伍獎  006 洪O相                                                    0956***337
 伍獎  004 吳O薇 0928***052
 伍獎  004 彭O如 0920***889
 伍獎  005 楊O能　　　　　　　　　　　　　　　　　 0918***200
 伍獎  952 黃O緯 0970***727
 伍獎  004 劉O岱 0977***992
 伍獎  017 陳O彧 0982***556    
 伍獎  005 李O州　　　　　　　　　　　　　　　　　 0932***855
 伍獎  007 辜O坤 0975***231
 伍獎  017 吳O霖 0918***189    
 伍獎  006 林O華                                                    0952***175
 伍獎  700 鄭O洋 0916***642
 伍獎  006 朱O英                                                    0970***930
 伍獎  006 蔡O佃 0920***950
 伍獎  008 林O芬 0980***148
 伍獎  108 林O清 0908***919
 伍獎  004 侯O恬 0926***762
 伍獎  006 劉O芳                                                    0988***728
 伍獎  017 李O璘 0930***138    
 伍獎  700 劉O吟 0978***127
 伍獎  007 陳O如 0989***316
 伍獎  700 陳O文 0910***037
 伍獎  700 張O良 0933***875
 伍獎  004 蔡O華 0939***096
 伍獎  004 陳O慈淑 0928***367
 伍獎  008 范O真 0913***732
 伍獎  004 王O汝 0916***815
 伍獎  017 林O澤 0955***911    
 伍獎  700 黃O芬 0930***923
 伍獎  008 鄭O妤 0908***075
 伍獎  007 張O春 0958***956
 伍獎  004 鄭O宇 0933***171
 伍獎  162 許O岳 0937***171
 伍獎  700 洪O家 0937***370
 伍獎  005 徐O華　　　　　　　　　　　　　　　　　 0921***091
 伍獎  700 陳O偉 0921***269



 伍獎  004 陳O君 0917***817
 伍獎  700 黃O婷 0975***615
 伍獎  009 高O惠 0910***050
 伍獎  005 張O哲　　　　　　　　　　　　　　　　　 0906***629
 伍獎  700 黃O琋 0973***192
 伍獎  004 梁O靜 0937***821
 伍獎  008 洪O如 0930***802
 伍獎  004 陳O桓 0911***006
 伍獎  008 顏O泓 0936***599
 伍獎  700 洪O芬 0958***641
 伍獎  006 陳O樺                                                    0983***919
 伍獎  007 蕭O毅 0963***339
 伍獎  012 邱O珊 0921***713
 伍獎  700 賴O霖 0976***909
 伍獎  700 黃O崇 0932***283
 伍獎  700 謝O凱 0928***410
 伍獎  700 朱O穆 0972***348
 伍獎  009 陳O霖 0985***723
 伍獎  004 林O哲 0920***105
 伍獎  115 蕭O芬 0982***863
 伍獎  119 李O欣 0983***819
 伍獎  008 陳O如 0922***335
 伍獎  008 楊O珠 0926***101
 伍獎  005 石O珠　　　　　　　　　　　　　　　　　 0975***589
 伍獎  005 邵O林　　　　　　　　　　　　　　　　　 0939***520
 伍獎  008 高O婷 0958***032
 伍獎  700 林O轉 0931***688
 伍獎  005 廖O媛　　　　　　　　　　　　　　　　　 0921***898
 伍獎  004 沈O君 0933***905
 伍獎  004 黃O珊 0921***573
 伍獎  008 詹O婷 0933***406
 伍獎  006 鄧O欽                                                    0911***399
 伍獎  017 彭O龍 0952***6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