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項名稱 中獎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發卡銀行 服務單位

1 特獎：裕隆汽車乙部 林俊明 XXXXXXX871 中國信託 臺北縣政府警察局蘆洲分局

2 頭獎：筆記型電腦 徐淑貞 XXXXXXX487 萬通銀行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3 頭獎：筆記型電腦 楊秀琴 XXXXXXX611 中國信託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北郵局

4 二獎：墾丁之星陽光之旅二人行 蘇韋誠 XXXXXXX669 中國信託 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運務處臺北運務段

5 二獎：墾丁之星陽光之旅二人行 薛進發 XXXXXXX864 玉山銀行 彰化縣警察局二林分局

6 二獎：墾丁之星陽光之旅二人行 李惠玉 XXXXXXX133 華南銀行 國立臺灣大學

7 二獎：墾丁之星陽光之旅二人行 方文宗 XXXXXXX898 玉山銀行 雲林縣警察局

8 二獎：墾丁之星陽光之旅二人行 謝鎙環 XXXXXXX711 萬通銀行 臺北市政府財政局

9 三獎：數位相機 蔡筆松 XXXXXXX033 玉山銀行 彰化縣稅捐稽徵處

10 三獎：數位相機 簡秀惠 XXXXXXX786 中國信託 中華電信公司北區分公司文山營運處

11 三獎：數位相機 李永福 XXXXXXX837 中國信託 桃園縣桃園市文山國民小學

12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黃義經 XXXXXXX262 中國信託 臺灣土地銀行

13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王旭昇 XXXXXXX943 中國信託 臺灣銀行

14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卓秀絹 XXXXXXX065 萬通銀行 苗栗縣苗栗市衛生所

15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涂碧堂 XXXXXXX251 玉山銀行 嘉義縣政府

16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廖建貴 XXXXXXX218 華南銀行 臺中市警察局第六分局

17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周玲琴 XXXXXXX078 玉山銀行 內政部

18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王新發 XXXXXXX844 萬通銀行 臺北市立至善國民中學

19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熊素貞 XXXXXXX818 中國信託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屏東郵局

20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紀衡平 XXXXXXX156 中國信託 中華電信公司南區分公司高雄營運處

21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許安娜 XXXXXXX343 華南銀行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22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曾榮豊 XXXXXXX626 玉山銀行 國立成功大學

23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徐美玲 XXXXXXX133 萬通銀行 臺北市動產質借處

24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桂天雄 XXXXXXX705 中國信託 財政部基隆關稅局五堵分局

25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林基柱 XXXXXXX095 第一銀行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集集分局

26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杜永義 XXXXXXX593 玉山銀行 雲林縣虎尾鎮公所

27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侯順智 XXXXXXX769 玉山銀行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



28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廖麗惠 XXXXXXX677 中國信託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營業處

29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謝秋波 XXXXXXX004 中國信託 財政部臺北區支付處

30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劉榮國 XXXXXXX108 華南銀行 臺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

31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郭廷賢 XXXXXXX314 中國信託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32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林世鴻 XXXXXXX769 中國信託 宜蘭縣警察局

33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潘雅娟 XXXXXXX266 中國信託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行動通信分公司

34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蔡添財 XXXXXXX025 玉山銀行 彰化縣消防局

35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陳富義 XXXXXXX813 中國信託 臺灣土地銀行

36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林玉珀 XXXXXXX625 玉山銀行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37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翁玉蘋 XXXXXXX105 中國信託 合作金庫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38 四獎：麗緻酒店住宿券 吳昌訓 XXXXXXX422 華南銀行 臺灣省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理處

39 五獎：腳踏車 黃志峰 XXXXXXX508 中國信託 輔導會嘉義榮民醫院

40 五獎：腳踏車 王克文 XXXXXXX476 玉山銀行 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

41 五獎：腳踏車 孟慶台 XXXXXXX380 中國信託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嘉義郵局

42 五獎：腳踏車 湯明玫 XXXXXXX088 玉山銀行 雲林縣虎尾鎮中正國民小學

43 五獎：腳踏車 王福隆 XXXXXXX722 中國信託 臺灣銀行

44 六獎：天祥晶華住宿券 林春生 XXXXXXX653 萬通銀行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45 六獎：天祥晶華住宿券 孫嘉莉 XXXXXXX163 中國信託 國立東華大學

46 六獎：天祥晶華住宿券 劉美君 XXXXXXX904 中國信託 桃園縣政府

47 六獎：天祥晶華住宿券 李玉枝 XXXXXXX582 中國信託 國立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48 六獎：天祥晶華住宿券 李惠娟 XXXXXXX760 中國信託 合作金庫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49 七獎：國聯大飯店住宿券 蔡琇全 XXXXXXX287 中國信託 中華電信公司北區電信分公司花蓮營運處

50 七獎：國聯大飯店住宿券 白玲珠 XXXXXXX531 華南銀行 行政院衛生署桃園療養院

51 七獎：國聯大飯店住宿券 劉惠娟 XXXXXXX089 中國信託 輔導會臺中榮民總醫院

52 七獎：國聯大飯店住宿券 白榮譽 XXXXXXX758 中國信託 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工務處花蓮工務段

53 八獎：墾丁凱撒飯店住宿券 廖滿女 XXXXXXX028 萬通銀行 臺北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54 八獎：墾丁凱撒飯店住宿券 徐淑娟 XXXXXXX033 中國信託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55 九獎：中油油票 黃春聯 XXXXXXX536 中國信託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北郵局



56 九獎：中油油票 涂東榮 XXXXXXX996 中國信託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

57 九獎：中油油票 陳國樑 XXXXXXX685 玉山銀行 臺中縣立成功國民中學

58 九獎：中油油票 邱福松 XXXXXXX135 中國信託 僑務委員會

59 九獎：中油油票 陳秀琴 XXXXXXX053 中國信託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60 九獎：中油油票 林佳蓉 XXXXXXX695 玉山銀行 國立成功大學

61 九獎：中油油票 鍾純玲 XXXXXXX999 華南銀行 花蓮縣花蓮市立托兒所

62 九獎：中油油票 鄒慰蒼 XXXXXXX108 萬通銀行 臺北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63 九獎：中油油票 陳金國 XXXXXXX247 玉山銀行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64 九獎：中油油票 孫淑蕙 XXXXXXX309 中國信託 輔導會桃園榮民醫院

65 九獎：中油油票 張資盛 XXXXXXX696 萬通銀行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

66 九獎：中油油票 張耀光 XXXXXXX839 中國信託 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

67 九獎：中油油票 林玫影 XXXXXXX406 華南銀行 勞工保險局

68 九獎：中油油票 楊秀鈺 XXXXXXX165 中國信託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竹郵局

69 九獎：中油油票 吳美英 XXXXXXX800 中國信託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北區辦事處

70 九獎：中油油票 周美惠 XXXXXXX945 第一銀行 高雄縣鳳山市鳳西國民小學

71 九獎：中油油票 許文獻 XXXXXXX796 中國信託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北郵政處理中心

72 九獎：中油油票 黃怡欣 XXXXXXX789 華南銀行 嘉義市衛生局

73 九獎：中油油票 潘維如 XXXXXXX871 中國信託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板橋郵局

74 九獎：中油油票 戴慈伶 XXXXXXX210 中國信託 臺灣銀行

75 九獎：中油油票 郭斐然 XXXXXXX625 玉山銀行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76 九獎：中油油票 莊玉華 XXXXXXX090 萬通銀行 苗栗縣通霄地政事務所

77 九獎：中油油票 李鄔秋菊 XXXXXXX953 華南銀行 宜蘭縣大同鄉公所

78 九獎：中油油票 李秀環 XXXXXXX784 萬通銀行 臺北市北投區文化國民小學

79 九獎：中油油票 蔡財興 XXXXXXX198 中國信託 交通部觀光局東北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80 九獎：中油油票 陳瑞廣 XXXXXXX951 玉山銀行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81 九獎：中油油票 陳秀芳 XXXXXXX898 中國信託 輔導會高雄榮民總醫院

82 九獎：中油油票 吳沛玲 XXXXXXX146 中國信託 國立花蓮啟智學校

83 九獎：中油油票 林思吟 XXXXXXX894 中國信託 行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



84 九獎：中油油票 潘鉅昌 XXXXXXX086 中國信託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竹南啤酒廠

85 九獎：中油油票 郭慶豐 XXXXXXX976 中國信託 中華電信公司南區電信分公司臺南營運處

86 九獎：中油油票 廖啟成 XXXXXXX609 中國信託 臺灣土地銀行

87 九獎：中油油票 蔡智本 XXXXXXX912 中國信託 行政院新聞局

88 九獎：中油油票 李鳳利 XXXXXXX902 中國信託 輔導會臺北榮民總醫院

89 九獎：中油油票 鄭尚銘 XXXXXXX618 華南銀行 國立嘉義大學

90 九獎：中油油票 潘光欽 XXXXXXX810 中國信託 臺灣銀行

91 九獎：中油油票 劉志平 XXXXXXX590 中國信託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嘉義林區管理處

92 九獎：中油油票 溫淑美 XXXXXXX562 中國信託 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

93 九獎：中油油票 李成德 XXXXXXX440 玉山銀行 高雄市公共車船管理處

94 九獎：中油油票 林睦男 XXXXXXX157 萬通銀行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理處

95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李泂昭 XXXXXXX371 中國信託 中華電信公司北區分公司臺北東區營運處

96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盧妙俐 XXXXXXX494 華南銀行 臺東縣稅捐稽徵處

97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黃年穀 XXXXXXX767 中國信託 臺南縣警察局永康分局

98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蔡添發 XXXXXXX674 中國信託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

99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何天送 XXXXXXX754 玉山銀行 臺中縣警察局豐原分局

100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唐國基 XXXXXXX309 中國信託 臺南市西區區公所

101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干麗雪 XXXXXXX543 玉山銀行 臺中縣政府

102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范淑瑛 XXXXXXX176 華南銀行 行政院衛生署八里療養院

103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劉明娟 XXXXXXX881 中國信託 中央信託局

104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朱海鵬 XXXXXXX387 中國信託 合作金庫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105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何美燕 XXXXXXX762 中國信託 高雄市政府勞工局

106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巴碧香 XXXXXXX804 中國信託 高雄市政府地政處鹽埕地政事務所

107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詹林樹松 XXXXXXX342 華南銀行 花蓮縣警察局

108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陳元助 XXXXXXX871 玉山銀行 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理局

109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陳淑卿 XXXXXXX841 萬通銀行 臺北市北投區衛生所

110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逄筱芳 XXXXXXX474 中國信託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111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葉美嬌 XXXXXXX875 玉山銀行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112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宋俊毅 XXXXXXX897 玉山銀行 臺中縣警察局豐原分局

113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張榮華 XXXXXXX517 中國信託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郵局

114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陳威宏 XXXXXXX468 中國信託 臺北縣政府消防局

115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魏群杰 XXXXXXX518 玉山銀行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116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黃貴元 XXXXXXX438 中國信託 臺灣泰源技能訓練所

117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謝萬隆 XXXXXXX936 中國信託 財政部

118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祝麗春 XXXXXXX349 華南銀行 行政院衛生署臺北醫院

119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陳白容 XXXXXXX123 中國信託 銓敘部

120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賴振敏 XXXXXXX142 中國信託 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機務處高雄檢車段

121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王永豐 XXXXXXX821 玉山銀行 屏東縣警察局屏東分局

122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唐鴻達 XXXXXXX035 中國信託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南竿輔助站

123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吳秀榮 XXXXXXX515 萬通銀行 臺北市立美術館

124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吳明山 XXXXXXX557 玉山銀行 屏東縣警察局枋寮分局

125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林雪琴 XXXXXXX914 中國信託 中華電信公司北區分公司臺北南區營運處

126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文瑛 XXXXXXX501 萬通銀行 臺北市立忠孝醫院

127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徐志堂 XXXXXXX614 第一銀行 高雄縣政府警察局

128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洪玉環 XXXXXXX696 華南銀行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129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林致平 XXXXXXX717 中國信託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

130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余勝銘 XXXXXXX597 萬通銀行 臺北市立長安國民中學

131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謝熹秀 XXXXXXX418 中國信託 中華電信公司北區分公司臺北北區營運處

132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蔡燿聰 XXXXXXX363 第一銀行 高雄縣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

133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許主忠 XXXXXXX421 中國信託 財政部高雄關稅局中興分局

134 十獎：統一健康世界折價券 劉天玲 XXXXXXX633 中國信託 中央信託局

135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江謀貴 XXXXXXX597 中國信託 中華電信公司北區分公司士林營運處

136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許青盛 XXXXXXX542 華南銀行 臺北縣三重市清潔隊

137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詹炳耀 XXXXXXX972 中國信託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138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周文明 XXXXXXX219 中國信託 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電務處高雄電務段

139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陳志輝 XXXXXXX632 中國信託 中央造幣廠



140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謝福林 XXXXXXX572 第一銀行 高雄縣政府

141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孫兆江 XXXXXXX096 玉山銀行 屏東縣警察局東港分局

142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鍾碧堂 XXXXXXX434 玉山銀行 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局

143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陳杏怡 XXXXXXX705 中國信託 高雄市政府建設局

144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馮瑞蘭 XXXXXXX270 中國信託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局

145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林雪惠 XXXXXXX431 玉山銀行 臺中市北區立人國民小學

146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蔡美如 XXXXXXX516 第一銀行 高雄縣政府

147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陳素珠 XXXXXXX974 中國信託 交通部公路總局西部濱海公路北區臨時工程處

148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陳慧玲 XXXXXXX015 玉山銀行 屏東縣琉球鄉衛生所

149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張雅菁 XXXXXXX349 玉山銀行 行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

150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黃雅音 XXXXXXX677 萬通銀行 臺北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151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李建國 XXXXXXX800 中國信託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

152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陳永振 XXXXXXX718 玉山銀行 國立臺中啟聰學校

153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陳素月 XXXXXXX288 中國信託 財政部臺灣省北區國稅局新竹市分局

154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廖祝宜 XXXXXXX921 中國信託 國立臺中技術學院

155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林奇文 XXXXXXX421 中國信託 輔導會臺中榮民總醫院

156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黃美華 XXXXXXX916 萬通銀行 臺北市北投區湖田國民小學

157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劉美蓉 XXXXXXX267 玉山銀行 新竹市北區衛生所

158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張清蓉 XXXXXXX398 中國信託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行動通信分公司

159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鄭惠文 XXXXXXX766 中國信託 中華電信公司南區電信分公司屏東營運處

160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陳忠寶 XXXXXXX610 中國信託 輔導會臺北榮民總醫院

161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蔡國祥 XXXXXXX602 玉山銀行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

162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邱香蘭 XXXXXXX532 中國信託 輔導會臺北榮民總醫院

163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廖宗政 XXXXXXX392 中國信託 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

164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鄭于 XXXXXXX720 中國信託 經濟部水利署第七河川局

165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梁煌義 XXXXXXX621 中國信託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茶業改良場魚池分場

166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王信富 XXXXXXX765 中國信託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數據通信分公司

167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李日隆 XXXXXXX954 華南銀行 行政院衛生署宜蘭醫院



168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蘇守彬 XXXXXXX794 中國信託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69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蔡賢昌 XXXXXXX999 中國信託 中華電信公司中區電信分公司員林營運處

170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劉季川 XXXXXXX689 第一銀行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171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顏金峰 XXXXXXX186 中國信託 財政部印刷廠

172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李淑娟 XXXXXXX477 萬通銀行 臺北市北投區公所

173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邱維彬 XXXXXXX699 中國信託 臺北縣新店地政事務所

174 十一獎：金石堂禮券 陳建德 XXXXXXX505 中國信託 輔導會高雄榮民總醫院

175 十二獎：賞鯨券 陳君瑋 XXXXXXX600 中國信託 臺灣臺北監獄

176 十二獎：賞鯨券 許勳梅 XXXXXXX169 中國信託 合作金庫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177 十二獎：賞鯨券 李東安 XXXXXXX131 玉山銀行 行政院衛生署雲林醫院

178 十二獎：賞鯨券 馬育聖 XXXXXXX369 中國信託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

179 十二獎：賞鯨券 蔡政道 XXXXXXX926 中國信託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區電信分公司

180 十二獎：賞鯨券 王銘珍 XXXXXXX808 萬通銀行 臺北市政府秘書處

●本得獎名單之身份確認以身份證字號為主。屆時將由發卡機構確認得獎人身份後主動聯繫各得獎 人, 並告知相關領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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