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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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華 臺北市 4 陳○秝 屏東市

2 林○儒 雲林縣四湖鄉 5 程○青 台中市北屯區

3 邱○斌 桃園縣楊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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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新北市中和區 14 林○貞 雲林縣四湖鄉

2 王○榆 台中市東勢區 15 候○容 台北市

3 王○惠 台中市神岡區 16 張○寶 南投市

4 白○岑 新北市泰山區 17 張○嘉 桃園市

5 江○珈 彰化縣員林鎮 18 陳○玲 台南市永康區

6 吳○潔 台南市北區 19 游○英 新北市汐止區

7 吳○信 新北市新莊區 20 童○霖 新北市板橋區

8 吳○容 台南市永康區 21 黃○美 新北市鶯歌區

9 李○雄 新北市蘆洲區 22 塗○婷 台中市潭子區

10 李張○氣 台南市永康區 23 葉○成 新竹縣湖口鄉

11 李○霜 台中市北區 24 廖○真 台北市南港區

12 沈○鳳 雲林縣斗南鎮 25 劉○雯 竹東鎮

13 周○霖 新北市萬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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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母親節活動-第二週中獎名單公告(2014/5/23)2014年母親節活動-第二週中獎名單公告(2014/5/23)2014年母親節活動-第二週中獎名單公告(2014/5/23)2014年母親節活動-第二週中獎名單公告(2014/5/23)

2014/5/21

行銷管理部 徐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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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5/23起

抽獎日期：

見證   人：

獎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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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嘉義市 51 莊○源 新竹縣湖口鄉

2 王○信 南投縣竹山鎮 52 許○清 新北市中和區

3 王○美 桃園縣楊梅市 53 郭○青 台中市大肚區

4 王○捷 台北市大同區 54 陳○倫 澎湖縣湖西鄉

5 成○珍 台南市北區 55 陳○源 台中市大安區

6 朱○子 新北市中和區 56 陳○杏 台南市歸仁區

7 朱○香 新北市汐止區 57 陳○宏 台南市安南區

8 江○宇 台中市龍井區 58 陳○丞 高雄市岡山區

9 何○琪 桃園縣蘆竹鄉 59 陳○宏 台北市中山區

10 吳○嬌 彰化縣員林鎮 60 陳○珍 高雄市鳳山區

11 吳○勳 新北市永和區 61 陳○玉 高雄市楠梓區

12 吳○珍 新北市樹林區 62 陳○子 台南市安南區

13 呂○婷 澎湖縣湖西鄉 63 陳○惠 台中市西屯區

14 李○芳 基隆市安樂區 64 陳○惟 台北市內湖區

15 李○廷 雲林縣虎尾鎮 65 曾○芳 台南市永康區

16 李○瑞 桃園縣蘆竹鄉 66 曾○麵 花蓮市

17 李○勳 台南市北區 67 曾○穗 台中市太平區

18 李○玉 台南市南區 68 曾○婷 台北市信義區

19 李○華 台北市內湖區 69 黃○峯 台南市永康區

20 李○文 台中市北屯區 70 黃○青 高雄市鳳山區

21 李○玲 高雄市仁武區 71 黃○豪 新竹市

22 李○慧 台南市永康區 72 黃○煌 新北市

23 李○恆 新竹市 73 黃○芳 新北市林口區

24 李○哲 花蓮縣秀林鄉 74 黃○文 高雄市林園區

25 李○秋 新北市三重區 75 黃○珠 新北市蘆洲區

26 李○如 嘉義市 76 楊○宇 台北市松山區

27 杜○怡 高雄市仁武區 77 溫○惟 台南市永康區

28 周○瓊 彰化市 78 溫○瑄 台南市永康區

29 周○純 高雄市楠梓區 79 鄒○淵 南投市

30 周○堃 高雄市仁武區 80 廖○竹 台中市北屯區

31 周○明 新竹市 81 趙○淇 高雄市文康路

32 林○安 新北市中和區 82 劉○芳 台中市神岡區

33 林○礽 台中市北區 83 蔡○芳 新竹縣新豐鄉

34 林陳○琍 基隆市中山區 84 蔡○進 台北市內湖區

35 林○霖 台中市大里區 85 蔡○蓮 高雄市三民區

36 邱○娟 新北市三重區 86 蔡○瑩 台北市中山區

37 侯○豑 新竹市 87 鄭○君 高雄市前鎮區

38 柯○郕 屏東市 88 賴○澤 羅東鎮

39 胡○琪 苗栗縣頭份鎮 89 賴○祐 新北市萬里區

40 唐○娟 高雄市岡山區 90 賴○維 台中市西區

41 唐○娟 高雄市岡山區 91 薛○珍 台北市中山區

42 孫○銘 高雄市左營區 92 謝○燕 彰化市

43 徐○君 台北市中山區 93 鍾○雄 台北市內湖區

44 高○山 竹東鎮 94 鍾○玹 台北市士林區

45 高○涵 高雄市楠梓區 95 鍾○榮 屏東縣潮州鎮

46 高○輝 高雄市楠梓區 96 鍾○昌 新竹市北區

47 張林○葉 新北市中和區 97 羅○真 桃園縣蘆竹鄉

48 張○珮 嘉義市東區 98 羅○峰 宜蘭市

49 張○芬 新北市新店區 99 羅○璇 台北市內湖區

50 張○英 台中市北屯區 100 羅○ 宜蘭縣宜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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