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名稱：六月上街刷卡購  點數快樂抽
獎項 ：樂天超級點數200點 點數生效日：2015/8/17

中獎人共計500名中獎名單如下：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黃Ｏ惠　　N2xxxxx019 黃Ｏ傑　　F1xxxxx848 雍Ｏ筠　　K2xxxxx131 葉Ｏ欣　　A2xxxxx925 謝Ｏ宇　　D1xxxxx404

林Ｏ梅　　F2xxxxx768 邱Ｏ文　　D2xxxxx649 林Ｏ蕙　　A2xxxxx940 孫Ｏ祥　　Q1xxxxx384 蔡Ｏ瑜　　T2xxxxx402

盧Ｏ豪　　A1xxxxx549 游Ｏ妃　　F2xxxxx042 廖Ｏ萱　　H2xxxxx794 林Ｏ萍　　L2xxxxx413 莊Ｏ明　　A1xxxxx259

何Ｏ陸　　M2xxxxx691 許Ｏ婷　　R2xxxxx984 T1xxxxx880 王Ｏ翔　　A1xxxxx888 馬Ｏ萍　　D2xxxxx831

蘇Ｏ盈　　G2xxxxx978 吳Ｏ容　　F2xxxxx029 鍾Ｏ豐　　S1xxxxx948 李Ｏ樺　　S2xxxxx276 楊Ｏ仁　　K1xxxxx254

許Ｏ瑋　　A2xxxxx081 田Ｏ燕　　E2xxxxx763 張Ｏ儀　　B2xxxxx579 陳Ｏ蓁　　E2xxxxx417 陳Ｏ雅　　L2xxxxx354

黃Ｏ霖　　A1xxxxx253 沈Ｏ萱　　M2xxxxx393 陳Ｏ翎　　G2xxxxx146 蔡Ｏ芬　　N2xxxxx995 邱Ｏ涵　　D2xxxxx575

柯Ｏ豪　　L1xxxxx433 羅Ｏ文　　A1xxxxx469 林Ｏ汶　　K2xxxxx619 張Ｏ琳　　B2xxxxx321 黃Ｏ瑜　　A2xxxxx620

尤Ｏ萍　　E2xxxxx738 邱Ｏ興　　M1xxxxx848 張Ｏ媛　　F2xxxxx794 管Ｏ鳳　　E2xxxxx261 蔡Ｏ靜　　M2xxxxx949

潘Ｏ輝　　F1xxxxx612 洪Ｏ鈞　　F1xxxxx110 游Ｏ曄　　C1xxxxx013 陳Ｏ蕙　　D2xxxxx676 張Ｏ乾　　A1xxxxx521

卓Ｏ庭　　K1xxxxx251 陳Ｏ玲　　M2xxxxx153 馬Ｏ浩　　A1xxxxx112 張Ｏ維　　H1xxxxx172 張Ｏ琇　　F2xxxxx080

馬Ｏ軒　　F1xxxxx105 溫Ｏ妏　　H2xxxxx219 吳Ｏ玲　　A2xxxxx799 黃Ｏ妤　　F2xxxxx008 丁Ｏ珊　　F2xxxxx689

高Ｏ雯　　A2xxxxx542 林Ｏ君　　A2xxxxx159 田Ｏ彬　　F1xxxxx350 黃Ｏ竑　　S1xxxxx864 徐Ｏ彬　　F1xxxxx398

高Ｏ華　　F2xxxxx257 陳Ｏ舜　　A1xxxxx163 陳Ｏ台　　A1xxxxx679 E1xxxxx584 曹Ｏ羽　　A2xxxxx927

王Ｏ弘　　E1xxxxx059 陳Ｏ瑾　　J2xxxxx496 李Ｏ和　　N1xxxxx990 單Ｏ寰　　A1xxxxx987 呂Ｏ燕　　A2xxxxx254

康Ｏ娟　　R2xxxxx285 楊Ｏ如　　H2xxxxx731 鄭Ｏ翔　　F1xxxxx967 孔Ｏ遠　　C1xxxxx594 何Ｏ孝　　T1xxxxx663

黃Ｏ芹　　B2xxxxx402 許Ｏ健　　M1xxxxx432 C1xxxxx766 黃Ｏ心　　M2xxxxx530 林Ｏ琪　　J2xxxxx221

陳Ｏ甫　　A1xxxxx270 周Ｏ毓　　N1xxxxx853 李Ｏ芬　　G2xxxxx936 洪Ｏ怡　　N2xxxxx094 張Ｏ蕙　　A2xxxxx934

呂Ｏ玟　　H2xxxxx311 王Ｏ頻　　F2xxxxx093 林Ｏ君　　F2xxxxx280 何Ｏ盾　　S1xxxxx782 陳Ｏ儀　　R2xxxxx540

林Ｏ漢　　N1xxxxx269 鄭Ｏ尹　　C2xxxxx159 吳Ｏ菁　　M2xxxxx517 孫Ｏ淳　　A2xxxxx896 王Ｏ茹　　M2xxxxx074

莊Ｏ裕　　R1xxxxx402 張Ｏ華　　N2xxxxx325 陳Ｏ達　　T1xxxxx673 莊Ｏ修　　E1xxxxx537 連Ｏ婷　　A2xxxxx235

陳Ｏ慶　　C1xxxxx723 翁Ｏ民　　L1xxxxx999 許Ｏ宏　　L1xxxxx235 葉Ｏ妦　　D2xxxxx524 徐Ｏ良　　L1xxxxx609

葉Ｏ茜　　Y2xxxxx543 吳Ｏ福　　D1xxxxx218 沈Ｏ東　　R1xxxxx090 陸Ｏ偉　　F1xxxxx454 沈Ｏ茵　　S2xxxxx215

李Ｏ　　　F1xxxxx464 謝Ｏ衡　　F1xxxxx514 鄭Ｏ真　　F2xxxxx960 黃Ｏ東　　J1xxxxx153 詹Ｏ美　　N2xxxxx916

張Ｏ俊　　A1xxxxx813 郭Ｏ倫　　M1xxxxx852 藍Ｏ瑩　　F2xxxxx160 陳Ｏ惠　　E2xxxxx830 李Ｏ玲　　P2xxxxx430

謝Ｏ偉　　D1xxxxx563 沈Ｏ珊　　T2xxxxx380 沈Ｏ琍　　F2xxxxx462 曾Ｏ婷　　F2xxxxx419 郭Ｏ倉　　Q1xxxxx584

林Ｏ榮　　A1xxxxx886 陳Ｏ文　　R2xxxxx875 陳Ｏ妤畬　K2xxxxx365 王Ｏ馨　　L2xxxxx542 陳Ｏ萍　　F2xxxxx355

黃Ｏ道　　H1xxxxx515 韓Ｏ樺　　E1xxxxx302 盧Ｏ榆　　R2xxxxx341 張Ｏ弘　　T1xxxxx870 張Ｏ誠　　B1xxxxx895

黎Ｏ彤　　C2xxxxx041 陳Ｏ榕　　B1xxxxx514 蘇Ｏ傑　　S1xxxxx768 郭Ｏ琳　　R2xxxxx599 向Ｏ芬　　F2xxxxx627

謝Ｏ倫　　L1xxxxx156 李Ｏ潔　　N2xxxxx926 蔡Ｏ潾　　D2xxxxx283 陳Ｏ蓉　　D2xxxxx477 葉Ｏ宜　　D2xxxxx021

梁Ｏ　　　A2xxxxx745 黃Ｏ芮　　N2xxxxx741 曾Ｏ谷　　E2xxxxx550 盧Ｏ亭　　A2xxxxx290 鄭Ｏ齡　　H2xxxxx872

陳Ｏ宏　　F1xxxxx058 李Ｏ娥　　E2xxxxx551 王Ｏ元　　F1xxxxx459 曾Ｏ芬　　N2xxxxx964 賴Ｏ祥　　Q1xxxxx468

許Ｏ智　　F1xxxxx023 黃Ｏ霖　　R1xxxxx946 林Ｏ佑　　A2xxxxx199 李Ｏ玲　　E2xxxxx901 王Ｏ玲　　H2xxxxx117

林Ｏ南　　M1xxxxx826 尤Ｏ棋　　Q1xxxxx775 林Ｏ緯　　C1xxxxx290 王Ｏ宏　　L1xxxxx516 吳Ｏ真　　N2xxxxx522

林Ｏ琪　　A2xxxxx580 李Ｏ翰　　H1xxxxx453 鍾Ｏ宏　　F1xxxxx343 李Ｏ華　　F1xxxxx860 林Ｏ雯　　M2xxxxx618

柯Ｏ奇　　F1xxxxx001 黃Ｏ傑　　F1xxxxx346 劉Ｏ芳　　M2xxxxx163 李Ｏ玲　　F2xxxxx248 馮Ｏ儀　　F2xxxxx413

施Ｏ仁　　E1xxxxx402 蕭Ｏ綸　　D2xxxxx789 李Ｏ瑩　　Q2xxxxx167 沈Ｏ愷　　U1xxxxx627 劉Ｏ平　　K1xxxxx476

楊Ｏ敏　　J2xxxxx615 李Ｏ興　　A1xxxxx422 馮Ｏ怡　　A2xxxxx105 李Ｏ恬　　V2xxxxx313 翁Ｏ英　　A2xxxxx974

邱Ｏ芬　　R2xxxxx403 徐Ｏ蓮　　E2xxxxx372 林Ｏ睮　　N2xxxxx653 黃Ｏ綾　　J2xxxxx140 賴Ｏ惠　　E2xxxxx598

張Ｏ容　　D2xxxxx074 許Ｏ榮　　F1xxxxx672 施Ｏ其　　A1xxxxx044 謝Ｏ真　　A2xxxxx574 林Ｏ君　　A1xxxxx479

N2xxxxx116 賈Ｏ瑩　　A2xxxxx085 李Ｏ如　　U2xxxxx013 王Ｏ妮　　D2xxxxx576 陳Ｏ君　　Q2xxxxx641

林Ｏ博　　A1xxxxx211 吳Ｏ芬　　A2xxxxx800 張Ｏ裕　　L1xxxxx434 李Ｏ禎　　A1xxxxx652 黃Ｏ貞　　A2xxxxx949

莊Ｏ婷　　D2xxxxx687 鍾Ｏ琦　　A2xxxxx086 林Ｏ嬅　　R2xxxxx499 陳Ｏ玉　　Q2xxxxx271 陳Ｏ伶　　T2xxxxx755

許Ｏ淼　　P1xxxxx557 盧Ｏ盟　　S1xxxxx013 沈Ｏ冠　　F2xxxxx125 張Ｏ天　　F1xxxxx697 黃Ｏ淇　　B2xxxxx740

陳Ｏ光　　H1xxxxx247 林Ｏ翰　　H1xxxxx880 A2xxxxx810 吳Ｏ靜　　E2xxxxx059 許Ｏ萍　　E2xxxxx159

徐Ｏ峰　　F1xxxxx235 陳Ｏ民　　H1xxxxx176 黃Ｏ文　　B2xxxxx170 陳Ｏ禎　　D1xxxxx405 劉Ｏ廷　　N2xxxxx140

林Ｏ亨　　G1xxxxx574 許Ｏ嘉　　S1xxxxx355 林Ｏ慧　　A2xxxxx307 黃Ｏ　　　H2xxxxx869 林Ｏ芳　　R2xxxxx068

李Ｏ容　　P2xxxxx447 林Ｏ華　　X2xxxxx987 林Ｏ成　　F1xxxxx680 劉Ｏ惠　　E2xxxxx135 施Ｏ誠　　D1xxxxx371

吳Ｏ樺　　D2xxxxx533 林Ｏ修　　E1xxxxx835 何Ｏ澤　　K1xxxxx351 王Ｏ泓　　A1xxxxx145 曾Ｏ欽　　A1xxxxx201

林Ｏ真　　E2xxxxx546 李Ｏ華　　P2xxxxx870 陳Ｏ偉　　F1xxxxx837 王Ｏ　　　F1xxxxx587 邱Ｏ怡　　J2xxxxx490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周Ｏ瑜　　Q2xxxxx413 王Ｏ文　　A1xxxxx323 鄭Ｏ君　　F2xxxxx508 李Ｏ翰　　A1xxxxx524 王Ｏ裕　　C1xxxxx328

陳Ｏ容　　R2xxxxx463 林Ｏ誌　　A1xxxxx852 林Ｏ均　　A2xxxxx057 簡Ｏ瑤　　M2xxxxx997 鄭Ｏ文　　H1xxxxx049

黃Ｏ志　　F1xxxxx828 湯Ｏ茹　　A2xxxxx453 何Ｏ憲　　F1xxxxx983 王Ｏ婷　　F2xxxxx620 王Ｏ博　　E1xxxxx806

方Ｏ美　　X2xxxxx278 林Ｏ娟　　S2xxxxx988 楊Ｏ芬　　V2xxxxx726 蔡Ｏ岳　　L1xxxxx276 林Ｏ智　　E1xxxxx754

N2xxxxx082 連Ｏ如　　F2xxxxx653 許Ｏ堯　　A1xxxxx280 許Ｏ怡　　F2xxxxx816 洪Ｏ威　　I1xxxxx053

簡Ｏ如　　F2xxxxx101 鄭Ｏ硯　　N1xxxxx048 Q2xxxxx940 黃Ｏ文　　A2xxxxx916 H1xxxxx351

蔡Ｏ勳　　R1xxxxx984 林Ｏ蒨　　T2xxxxx313 吳Ｏ恩　　L2xxxxx254 陳Ｏ維　　B1xxxxx852 陳Ｏ中　　G1xxxxx363

王Ｏ妮　　H2xxxxx454 王Ｏ庭　　F2xxxxx251 傅Ｏ翔　　F1xxxxx548 廖Ｏ婷　　B2xxxxx406 阮Ｏ慶　　R1xxxxx239

蔡Ｏ吟　　E2xxxxx038 施Ｏ奇　　N1xxxxx427 葉Ｏ卉　　A2xxxxx296 劉Ｏ綺　　H2xxxxx438 陳Ｏ芸　　N2xxxxx169

池Ｏ瑋　　A2xxxxx832 廖Ｏ玟　　L2xxxxx441 余Ｏ鴻　　F1xxxxx960 陳Ｏ彰　　R1xxxxx374 楊Ｏ琴　　J2xxxxx734

林Ｏ豪　　A1xxxxx159 方Ｏ懿　　R1xxxxx797 魏Ｏ樺　　C2xxxxx498 曾Ｏ雯　　N2xxxxx184 林Ｏ卉　　R2xxxxx209

楊Ｏ玲　　A2xxxxx326 陳Ｏ穗　　F2xxxxx767 陳Ｏ文　　M1xxxxx056 陳Ｏ君　　A2xxxxx254 賴Ｏ薰　　T2xxxxx260

張Ｏ玲　　A2xxxxx902 仲Ｏ儀　　F2xxxxx501 莊Ｏ婷　　Q2xxxxx565 朱Ｏ逸　　F1xxxxx661 余Ｏ寧　　E2xxxxx047

陳Ｏ臻　　E2xxxxx296 李Ｏ忠　　K1xxxxx842 林Ｏ仰　　S1xxxxx439 洪Ｏ瑋　　L1xxxxx960 楊Ｏ琪　　A2xxxxx745

曾Ｏ儀　　H2xxxxx042 桑Ｏ涵　　F2xxxxx567 陳Ｏ宇　　F1xxxxx176 陳Ｏ雯　　G2xxxxx757 鍾Ｏ芳　　H2xxxxx915

郭Ｏ珠　　A2xxxxx020 劉Ｏ煜　　G1xxxxx467 張Ｏ雯　　A2xxxxx323 李Ｏ進　　F1xxxxx209 黃Ｏ雯　　D2xxxxx151

阮Ｏ勝　　D1xxxxx748 李Ｏ文　　T1xxxxx835 陳Ｏ忠　　N1xxxxx966 蕭Ｏ舟　　F2xxxxx333 周Ｏ忠　　A1xxxxx033

陳Ｏ華　　E2xxxxx650 詹Ｏ貞　　F2xxxxx213 李Ｏ辰　　D2xxxxx267 鄭Ｏ雯　　H2xxxxx451 蔡Ｏ真　　A2xxxxx302

吳Ｏ慧　　F2xxxxx925 黃Ｏ婷　　F2xxxxx417 張Ｏ梅　　F2xxxxx547 李Ｏ香　　E2xxxxx514 史Ｏ平　　A2xxxxx854

張Ｏ容　　A2xxxxx790 呂Ｏ娟　　D2xxxxx767 曾Ｏ順　　E1xxxxx833 李Ｏ芳　　F2xxxxx340 陳Ｏ政　　G1xxxxx162

梁Ｏ迪　　K1xxxxx917 莊Ｏ軒　　J1xxxxx550 陳Ｏ宜　　H2xxxxx206 陳Ｏ旺　　F1xxxxx084 林Ｏ妤　　A2xxxxx230

陳Ｏ樺　　F1xxxxx800 邱Ｏ慧　　X2xxxxx645 曾Ｏ翔　　L1xxxxx132 謝Ｏ平　　S2xxxxx171 陳Ｏ奇　　B1xxxxx666

吳Ｏ傑　　H1xxxxx330 范Ｏ寧　　K1xxxxx496 林Ｏ晟　　H1xxxxx933 張Ｏ純　　N2xxxxx899 孫Ｏ達　　A1xxxxx223

陳Ｏ明　　F1xxxxx465 林Ｏ雯　　S2xxxxx494 洪Ｏ毅　　N1xxxxx622 游Ｏ翰　　F1xxxxx862 陳Ｏ瑄　　Q2xxxxx639

黃Ｏ芝　　J2xxxxx306 王Ｏ元　　F2xxxxx307 李Ｏ聖　　Q1xxxxx483 陳Ｏ穎　　V2xxxxx894 胡Ｏ逢　　Q2xxxxx206

林Ｏ華　　F1xxxxx653 羅Ｏ勤　　K1xxxxx129 陳Ｏ蔓　　B2xxxxx618 王Ｏ芸　　F2xxxxx625 王Ｏ諠　　E1xxxxx248

林Ｏ怡　　A2xxxxx027 蔡Ｏ真　　P2xxxxx575 高Ｏ芠　　A2xxxxx280 孫Ｏ蕙　　L2xxxxx165 康Ｏ禧　　Q1xxxxx365

黃Ｏ婷　　A2xxxxx410 陳Ｏ文　　F1xxxxx386 陳Ｏ雯　　A2xxxxx445 劉Ｏ萱　　N2xxxxx896 賴Ｏ儒　　M1xxxxx403

徐Ｏ婷　　H2xxxxx929 陳Ｏ貞　　L2xxxxx352 林Ｏ　　　Q1xxxxx471 劉Ｏ涵　　G2xxxxx089 江Ｏ力　　M1xxxxx726

蔡Ｏ慈　　L2xxxxx147 陳Ｏ年　　D2xxxxx235 胡Ｏ珊　　A2xxxxx524 吳Ｏ龍　　U1xxxxx843 黃Ｏ誠　　A1xxxxx492

劉Ｏ邑　　A2xxxxx051 徐Ｏ德　　A1xxxxx006 蔣Ｏ真　　A2xxxxx412 楊Ｏ靜　　N2xxxxx138 陳Ｏ民　　G1xxxxx386

張Ｏ銘　　H1xxxxx102 陳Ｏ祺　　P1xxxxx611 F2xxxxx975 鄭Ｏ祥　　A1xxxxx301 劉Ｏ嘉　　K1xxxxx429

張Ｏ潔　　M2xxxxx414 張Ｏ珊　　A2xxxxx365 王Ｏ芝　　A2xxxxx484 鄭Ｏ淑　　S2xxxxx471 童Ｏ英　　A2xxxxx283

許Ｏ丰　　T2xxxxx009 郭Ｏ穎　　F2xxxxx871 李Ｏ君　　T2xxxxx368 鐘Ｏ清　　S2xxxxx955 林Ｏ妃　　B2xxxxx642

黃Ｏ傑　　F1xxxxx642 李Ｏ芳　　D2xxxxx002 林Ｏ雅　　N2xxxxx449 F1xxxxx947 陳Ｏ仁　　A1xxxxx228

林Ｏ瑩　　R2xxxxx412 P2xxxxx584 邱Ｏ玫　　K2xxxxx798 陳Ｏ嶧　　B1xxxxx228 蔡Ｏ芷　　A2xxxxx729

莊Ｏ雯　　W2xxxxx311 彭Ｏ源　　U1xxxxx255 江Ｏ紋　　N2xxxxx859 宋Ｏ惠　　H2xxxxx970 詹Ｏ達　　A1xxxxx940

王Ｏ婷　　V2xxxxx350 陳Ｏ裕　　J1xxxxx026 賴Ｏ君　　H2xxxxx458 林Ｏ亮　　J1xxxxx991 T2xxxxx291

李Ｏ綿　　T2xxxxx939 李Ｏ佑　　F1xxxxx856 陳Ｏ憲　　F1xxxxx023 李Ｏ榆　　Q2xxxxx131 楊Ｏ萍　　B2xxxxx726

陳Ｏ如　　E2xxxxx486 蕭Ｏ雪　　A2xxxxx931 呂Ｏ娟　　F2xxxxx200 丁Ｏ芳　　T2xxxxx217 李Ｏ成　　M1xxxxx050

周Ｏ緯　　F1xxxxx714 黃Ｏ雅　　A2xxxxx770 陳Ｏ華　　E2xxxxx072 劉Ｏ琳　　L2xxxxx324 關Ｏ玲　　A2xxxxx440

高Ｏ智　　A1xxxxx793 郭Ｏ宇　　P2xxxxx991 杜Ｏ娟　　T2xxxxx043 呂Ｏ陵　　A2xxxxx281 陳Ｏ勤　　A1xxxxx880

林Ｏ群　　A1xxxxx287 徐Ｏ谷　　N1xxxxx876 楊Ｏ達　　F1xxxxx759 范Ｏ筌　　A1xxxxx234 林Ｏ珊　　C2xxxxx093

陳Ｏ樺　　D2xxxxx886 林Ｏ旋　　L2xxxxx582 蔡Ｏ玟　　L2xxxxx913 李Ｏ楨　　J1xxxxx864 康Ｏ勇　　A1xxxxx475

黃Ｏ茹　　L2xxxxx359 王Ｏ心　　D2xxxxx479 鄭Ｏ慧　　F2xxxxx635 李Ｏ慧　　F2xxxxx090 劉Ｏ政　　F1xxxxx207

佘Ｏ晉　　E1xxxxx508 洪Ｏ馨　　E2xxxxx335 侯Ｏ翎　　J2xxxxx849 吳Ｏ禎　　Q2xxxxx569 曾Ｏ珍　　L2xxxxx742

黃Ｏ松　　U1xxxxx719 陳Ｏ嫻　　F2xxxxx685 林Ｏ姿　　Q2xxxxx891 許Ｏ修　　N1xxxxx983 林Ｏ佑　　L1xxxxx908

陳Ｏ玲　　R2xxxxx051 鄧Ｏ豪　　F1xxxxx943 蔡Ｏ娟　　A2xxxxx016 盧Ｏ瑋　　F1xxxxx550 高Ｏ鳳　　A2xxxxx235

辛Ｏ宏　　Y1xxxxx987 褚Ｏ雯　　H2xxxxx707 鍾Ｏ登　　S1xxxxx235 涂Ｏ涵　　T2xxxxx163 吳Ｏ裴　　A1xxxxx569

陳Ｏ玲　　Y2xxxxx898 陳Ｏ琪　　A2xxxxx530 林Ｏ民　　R1xxxxx150 吳Ｏ宜　　A2xxxxx962 呂Ｏ桐　　H1xxxxx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