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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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汝 台中市神岡區 4 楊○票 高雄市楠梓區

2 莊○霖 新竹縣湖口鄉 5 潘○秋 高雄市大寮區

3 陳○妙 台中市大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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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蘭 高雄市鼓山區 14 曹○麟 台北市北投區

2 田○倫 台北市中山區 15 許○長 台南市安南區

3 余○華 台中市東勢區 16 陳○銘 高雄巿鼓山區

4 吳○瑩 台北市士林區 17 陳○婷 南投縣名間鄉

5 吳○典 新北市三重區 18 陳○名 台中市大安區

6 李○傑 南投縣草屯鎮 19 陳○唯 台中市大安區

7 李○潔 新北市蘆洲區 20 彭○蓮 新竹縣湖口鄉

8 李張○氣 台南市永康區 21 黃○穎 屏東縣竹田鄉

9 谷○玲 新北市板橋區 22 蔡○雄 台南市安和路

10 林○翎 高雄市鼓山區 23 鄭○隆 高雄市三民區

11 紀○祺 桃園縣中壢市 24 鄭○娟 台南市歸仁區

12 高○賢 台北市士林區 25 賴○莉 彰化縣員林鎮

13 高○媛 雲林縣古坑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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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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5/28

行銷管理部 鄧志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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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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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 台北市內湖區 51 陳○泓 新北市樹林區

2 王○華 桃園市 52 陳○婷 高雄市鼓山區

3 王○盟 彰化市 53 陳○翔 台中市神岡區

4 王○榆 台中市東勢區 54 陳○義 台北市士林區

5 王○凱 彰化市 55 陳○瓊 南投市

6 王○哲 雲林縣虎尾鎮 56 傅○容 新竹市

7 王○元 台中市西屯區 57 曾○松 台中市后里區

8 王○容 台中市北屯區 58 曾○榆 台中市太平區

9 王○惠 台中市神岡區 59 曾○惠 彰化市

10 甘○明 彰化市 60 程○青 台中市北屯區

11 朱○毅 彰化縣大村鄉 61 辜○群 新北市新莊區

12 朱○玉 新北市中和區 62 黃○凱 新北市永和區

13 余○梅 台中市東勢區 63 黃○蘭 桃園縣蘆竹鄉

14 余○辰 新北市萬里區 64 黃○蓉 台南市安南區

15 吳○潔 台南市北區 65 黃○玲 新北市樹林區

16 吳○仁 台北市 66 黃○宜 桃園縣楊梅市

17 吳○泉 雲林縣莿桐鄉 67 黃○欣 台中市中區

18 吳○朋 新北市新莊區 68 黃陳○娥 高雄市楠梓區

19 李○誠 桃園縣蘆竹鄉 69 楊○燕 台北市中正區

20 李○宜 南投市 70 楊○菁 桃園縣八德市

21 李○令 台北市內湖區 71 楊○繡 桃園市

22 李○德 桃園市 72 鄒○珊 南投市

23 沈○妍 桃園縣新屋鄉 73 廖○漢 中壢市

24 阮○幸 高雄市湖內區 74 廖○棋 台中市南區

25 周○弘 高雄市三民區 75 劉○英 苗栗縣頭份鎮

26 周○銘 高雄市鼓山區 76 劉○永 竹東鎮

27 周○琍 高雄市鼓山區 77 劉○文 嘉義市東區

28 林○良 台南市 78 歐○瑜 屏東縣屏東市

29 林○男 雲林縣四湖鄉 79 蔡○賢 高雄市鼓山區

30 林○豪 桃園縣蘆竹鄉 80 蔡○涵 台北市

31 林○ 台南巿東區 81 蔡○莙 高雄市鼓山區

32 林○順 高雄市前鎮區 82 蔣○鑫 高雄巿鼓山區

33 林○政 屏東市 83 鄧○謙 桃園縣平鎮市

34 林廖○枝 台中市西屯區 84 鄭○元 台南市歸仁區

35 林○芳 台南市中西區 85 鄭○瑞 雲林縣斗六市

36 林○蝦 新北市三重區 86 鄭○澤 台北市文山區

37 邱○珠 屏東市 87 盧○鳳 新竹縣新豐鄉

38 柯○安 台南市安平區 88 盧○岑 嘉義市

39 洪○珠 彰化縣福興鄉 89 盧○億 高雄市鼓山區

40 候○容 台北市中山區 90 盧郭○玉 高雄縣旗山鎮

41 徐○惠 新北市深坑區 91 賴○琪 宜蘭縣羅東鎮

42 徐○玲 宜蘭縣羅東鎮 92 賴○樺 新北市蘆洲區

43 高○瑜 桃園市 93 簡○庭 新北市新店區

44 張○筑 台北市士林區 94 顏○尹 高雄市岡山區

45 張○蓮 桃園縣中壢市 95 顏○文 高雄市鼓山區

46 張○朗 彰化縣北斗鎮 96 羅○真 桃園縣蘆竹鄉

47 許○海 雲林縣麥寮鄉 97 羅○惠 新竹縣竹北市

48 連○棠 桃園縣新屋鄉 98 羅○英 台北市士林區

49 陳○玄 台北市北投區 99 鐘○章 宜蘭縣五結鄉

50 陳○玉 台北市內湖區 100 龔○媛 台北市大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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