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聯禮券5000元全聯禮券5000元全聯禮券5000元全聯禮券5000元／5／5／5／5名名名名

序號 姓　名 地　址 序號 姓　名 地　址

1 李○尚 台中市龍井區 4 黃○宜 屏東市

2 沈林○梅 台中市南屯區 5 蔡○德 高雄市鼓山區

3 高○平 竹東鎮

全聯禮券500元全聯禮券500元全聯禮券500元全聯禮券500元／25／25／25／25名名名名

序號 姓　名 地　址 序號 姓　名 地　址

1 田○翔 南投縣草屯鎮 14 張○珪 新北市永和區

2 吳○君 新竹縣湖口鄉 15 張○程 台中市西屯區

3 李○傳 高雄市前鎮區 16 陳○科 台中市東區

4 周○毅 新北市樹林區 17 陳○惠 台南市東區

5 周○驊 高雄市鼓山區 18 黃○澤 泰山區

6 林○軒 台中市烏日區 19 廖○甄 高雄市林園區

7 林○銘 台中市神岡區 20 劉○雄 竹東鎮

8 林○蝦 新北市三重區 21 蔡○辰 台北市士林區

9 邱○芳 台南市佳里區 22 鄭○志 新北市新店區

10 施○嬌 台南市佳里區 23 謝○霖 台北市中山區

11 紀○慶 台北市士林區 24 簡○信 台中市西屯區

12 孫○ 新北市三峽區 25 簡○燕 板橋市

13 高○銘 竹東鎮

寄送日期：

注意事項： 贈品投遞依參加人自行填寫之地址寄送贈品投遞依參加人自行填寫之地址寄送贈品投遞依參加人自行填寫之地址寄送贈品投遞依參加人自行填寫之地址寄送，，，，如遭退件如遭退件如遭退件如遭退件，，，，視同放棄中獎資格視同放棄中獎資格視同放棄中獎資格視同放棄中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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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6/4

多元行銷部 謝淑卿

全聯禮券5仟元(5名)、全聯禮券5百元(25名)、全聯禮券2百元(100名)

2014/6/6起

抽獎日期：

見  證     人：

獎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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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禮券200元全聯禮券200元全聯禮券200元全聯禮券200元／100／100／100／100名名名名

序號 姓　名 地　址 序號 姓　名 地　址

1 丁○宸 台南市永康區 51 張○花 南投縣草屯鎮

2 王○堉 高雄市林園區 52 張○騰 雲林縣斗六市

3 王○清 新北市板橋區 53 郭○明 彰化市

4 田○融 南投縣草屯鎮 54 郭○賢 台中市大肚區

5 朱○鳳 新北市中和區 55 郭○芬 高雄市旗津區

6 江○月 高雄市苓雅區 56 陳○名 台中市大安區

7 江○託 台中市太平區 57 陳○宇 高雄市鼓山區

8 池○森 桃園縣楊梅市 58 陳○蓉 台北市大安區

9 余陳○鳳 台中市東勢區 59 陳○展 基隆市安樂區

10 吳○炘 新北市三峽區 60 陳○吉 台中市大里區

11 吳○亭 高雄市鼓山區 61 陳廖○市 台中市大里區

12 吳○珍 新北市板橋區 62 陳○瑩 台南巿

13 吳○德 新北市永和區 63 傅○和 新竹市

14 吳○華 新竹市 64 傅○基 苗栗市

15 吳○朋 新北市新莊區 65 喬○輝 高雄市林園區

16 呂○月 新北市松山區 66 彭○君 新北市板橋區

17 李○華 台北市內湖區 67 曾○成 新北市中和區

18 李○慧 台南市永康區 68 曾趙○玉 桃園縣蘆竹鄉

19 李○娟 高雄市 69 黃○婷 高雄市前鎮區

20 杜○晴 台南市 70 黃○煌 新北市淡水區

21 沈○惠 新北市土城區 71 黃○珠 新北市新店區

22 岳○嵐 台中市南屯區 72 黃○玲 台北市

23 林○平 新北市鶯歌區 73 黃○雅 台中市西屯區

24 林○佳 彰化市 74 黃○惠 屏東市

25 林○潔 台南市東區 75 黃○清 新北市永和區

26 林○驊 台中市大里區 76 楊○誠 台中市西屯區

27 林○生 新竹市 77 楊○軒 高雄市鼓山區

28 林洪○琴 台中市大里區 78 楊○熙 新北市板橋區

29 林○慶 高雄市鼓山區 79 楊○宜 台中市大甲區

30 林○波 彰化縣花壇鄉 80 楊○花 新竹縣新豐鄉

31 林○芝 桃園縣中壢市 81 楊○興 高雄市鼓山區

32 林○寧 新北市板橋區 82 詹○壽 苗栗縣苑裡鎮

33 林○萍 台中市太平區 83 鄒○祝 台中市西屯區

34 林蔡○華 台中市南區 84 鄒○融 南投市

35 邱○斌 桃園縣楊梅市 85 增○涵 新竹縣竹北市

36 柯○棼 新北市新莊區 86 蔡○賢 高雄市鼓山區

37 段○賢 台北市 87 蔡○宗 雲林縣四湖鄉

38 洪○儀 高雄市小港區 88 蔡○銘 嘉義縣中埔鄉

39 洪○芽 台北市中山區 89 蔡○任 高雄市三民區

40 洪黎○妹 苗栗縣頭份鎮 90 鄭葉○嬌 基隆市

41 胡○筠 桃園縣八德市 91 鄭○井 台南市安南區

42 范○妹 竹東鎮 92 賴○恩 台中市北屯區

43 范○維 台中市太平區 93 薛○蓉 高雄市鳳山區

44 唐○娟 高雄市岡山區 94 鍾王○真 屏東縣潮州鎮

45 徐○隆 雲林縣斗六市 95 鍾○豪 屏東縣潮州鎮

46 徐○寧 桃園縣平鎮市 96 鍾○賢 高雄市

47 殷○凡 高雄市鳳山區 97 鍾○容 台北市士林區

48 涂○州 台南市安定區 98 簡○源 中壢市

49 張○豪 桃園縣八德市 99 羅○菊 彰化縣花壇鄉

50 張○珠 新北市中和區 100 蘇○馨 高雄市三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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