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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駿 新北市板橋區光武街 40 陳○偉 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 

2 許○維 雲林縣土庫鎮民權路 41 許○蕊 桃園市桃園區國鼎一街 

3 周○宇 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 42 劉○瑶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 

4 黃○儀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 43 林○正 嘉義縣水上鄉大崙村 

5 劉○伶 台中市東區進化路 44 沈○祥 彰化縣秀水鄉彰秀路 

6 洪○緯 台北市辛亥路四段 45 蕭○靜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 

7 張○娟 台中市西屯區重慶路 46 陳○生 新北市永和區民樂街 

8 李○蕙 苗栗市福星街 47 張○蘭 苗栗縣竹南鎮立達街 

9 李○容 雲林縣大埤鄉松竹村 48 蔡○甫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 

10 急○菀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49 王○卿 高雄市大樹區竹寮路 

11 李○忠 台南市安南區功安 3街 50 林○琪 台中市太平區精美一街 

12 林○菁 新北市樹林區樹德街 51 李○芬 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 

13 林○秀 桃園市平鎮區南平路 52 趙○恩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 

14 洪○珽 南投縣草屯鎮加老路 53 蕭○陸 台中市北區永定一街 

15 程○國 台南市永康區勝利街 54 歐○炫 雲林縣斗六市延平路 

16 王○慎 雲林縣西螺鎮光復西路 55 廖○丞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17 周○隆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 56 蔡○芮 台中市西屯區逢福里逢甲巷 

18 許○君 屏東縣潮州鎮九塊里 57 王○娟 屏東市崇蘭里崇武路 

19 陳○仙 彰化市安溪路 58 蔡○萱 嘉義市西區老吸街 

20 饒○芳 桃園市八德區新興路 59 廖○貞 新莊區泰順街 

21 吳○寧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 60 張○瑜 台中市北區北平四街 

22 蘇○嬋 新北市樹林區東順街 61 陳○旭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 

23 楊○惠 彰化市安溪里安溪路 62 曾○維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街 

24 郭○麟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 63 詹○婷 新北市新店區德正街 

25 邱○鑄 台北市敦化北路 64 黃○陞 彰化縣鹿港鎮頂厝里港后路 

26 洪○士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65 楊○筑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 

27 王○晴 台南市永康區北興路 66 王○婕 新北市新莊區立信三街 

28 趙○奎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 67 吳○彥 彰化市博愛街 

29 李○庭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街 68 李○琪 基隆市中山區成功二路 

30 莊○萍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 69 吳○玟 台南市永康區國華街 

31 謝○宏 新北市永和區民有街 70 陳○芳 台中市西區大忠南街 

32 趙○奎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 71 張○英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 

33 林○章 台南市安和路一段 72 黃○美 台中市南區合作街 

34 林○華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 73 王○玲 台中市豐原區仁愛街 

35 章○裕 台南市東區仁東街 74 黃○蓁 台中市北屯區后庄北路 

36 王○枝 台南市安南區公學路一段 75 方○苓 台南市安南區智安三街 

37 吳○信 新北市三重區頂崁街 76 吳○慧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 

38 郭○成 高雄市大寮區江山路 77 黄○緯 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 17鄰 

39 周○妤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 78 林○樺 台中市西屯區大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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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林○慧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117 江○璇 宜蘭縣羅東鎮仁愛新村 

80 王○涵 基隆市基金一路 118 洪○慧 台北市萬華區內江街 

81 黃○琦 台中市潭子區興華一路 119 楊○宏 彰化縣溪湖鎮太平里富貴 11街 

82 鄧○豪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 120 吳○星 台中市西區篤行路 

83 席○德 桃園市中壢區富強西街 121 吳○穎 新北市土城區學士路 

84 洪○萍 新北市樹林區東榮街 122 吳○祐 臺北市中正區永春街 

85 沈○強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街 123 林○雯 高雄市小港區松信路 

86 陳○維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124 賴○霞 高雄市三民區大中一路 

87 吳○穎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三段 125 郭○忠 台南市新市區忠孝街 

88 徐○惠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 126 馮○琪 新北市三峽區中正路二段 

89 林○堡 台北市大同區甘州街 127 王○君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 

90 潘○銘 台南市東區府東街 128 王○蓉 桃園市龜山區宏慶街 

91 蔡○珊 新竹市崧嶺路 129 李○文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 

92 王○敏 台南市東區慶東街 130 陳○聖 新北市三重正義郵局信箱 

93 李○美 臺北市錦州街 131 劉○華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 

94 黃○惠 屏東市大連路 132 方○華 高雄市前鎮區翠村街 

95 潘○霖 高雄市鳳山區仁義街 133 張○斯 雲林縣斗南鎮舊社里新生 3路 

96 孔○正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 134 鄭○惠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 

97 楊○嘉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二路 135 陳○序 台北市天母西路 

98 許○桓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136 王○雅 台東市鄭州街 

99 翁○欣玉 台中市大甲區水源路 137 吳○娟 屏東市太原一路 

100 鍾○蓉 台南市北區東豐路 138 楊○晴 高雄市楠梓區後勁東路 

101 李○卿 新北市中和區大勇街 139 李○玟 桃園市楊梅區金溪路 

102 廖○玲 桃園市桃園區鎮撫街 140 陳○慶 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103 鄞○甘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二段 141 鍾○鴻 台南市仁德區仁義路 

104 黃○訓 新北市鶯歌區八德路 142 蘇○香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一段 

105 趙○琪 新北市萬里區下社路 143 吳○儒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 

106 洪○麟 台北市中山南路 144 高○貞 台北市哈密街 

107 傅○纓 高雄市鳳山區自治街 145 曾○豪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西路 

108 李○玲 桃園市中壢區永福路 146 廖○發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 

109 劉○華 台中烏日區僑仁街 147 黃○如 台中市豐原區國豐路二段 

110 李○琳 桃園市平鎮區忠孝路 148 姜○錡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 

111 翁○玉 台南市關廟區東榮街 149 吳○霞 雲林縣莿桐鄉西安路 

112 劉○芳 苗栗縣頭份市顯會路 150 林○榮 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北路 

113 陳○娉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14 陳○敬 台中市沙鹿區正英三街    

115 林○媛 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 18鄰    

116 柯○伶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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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得獎贈品將於107年5月31日前以掛號寄出。 

二、如有領獎問題，請洽本公司壽險處行銷科何明儒。

(電話：02-23931261 分機3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