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邦人壽網路投保_鑫光閃耀迎金秋得獎名單 

【新賓禮】共抽 129 名，每名可獲得 華納威秀 VIP 電影票(電子序號)兩張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劉○誠 601X 桃園市 王○怡 405X 台南市 

戴○佑 342X 台中市 謝○桂 867X 台南市 

曾○枝 659X 新竹縣 李○蓁 871X 台北市 

殷○瑛 168X 台北市 許○婷 066X 彰化縣 

吳○榮 300X 桃園市 洪○翔 701X 台北市 

吳○一 667X 桃園市 陸○升 281X 高雄市 

歐○蘭 061X 新北市 楊○澤 685X 新竹市 

王○瑜 727X 新竹縣 董○年 220X 新北市 

張○雯 156X 台南市 曾○雯 823X 台北市 

簡○瑩 612X 台北市 楊○任 565X 高雄市 

黃○瑜 726X 台北市 林○男 621X 高雄市 

陳○綸 924X 桃園市 李○駿 863X 台中市 

李○燕 171X 高雄市 郭○ 515X 台北市 

潘○志 656X 雲林縣 黃○銓 337X 新北市 

闕○瑜 831X 台北市 蘇○寒 719X 高雄市 

王○安 616X 彰化縣 吳○玲 943X 台北市 

莊○琪 915X 新竹市 施○閔 052X 彰化縣 



Ｆ○Ｍ 125X 新北市 ○○德 290X 彰化縣 

黃○鈴 016X 新北市 黃○榮 070X 台中市 

陳○中 529X 台南市 林○志 668X 台中市 

張○庭 628X 新北市 李○慧 127X 台北市 

高○豐 363X 新北市 楊○晶 994X 高雄市 

李○萍 876X 台北市 呂○慧 728X 桃園市 

陳○成 162X 高雄市 羅○偉 767X 新北市 

許○甄 483X 新北市 謝○倚 978X 新北市 

陳○玲 936X 桃園市 張○閣 893X 新北市 

李○賢 723X 新北市 卓○均 253X 台北市 

吳○駿 160X 台中市 陳○佑 547X 屏東縣 

施○傑 917X 彰化縣 林○誠 184X 新竹市 

李○信 196X 台北市 陳○媜 792X 台北市 

鄧○育 528X 嘉義縣 黃○絹 196X 台北市 

王○盛 496X 台北市 林○萱 630X 桃園市 

周○馨 060X 新北市 童○亞 116X 新竹縣 

顏○縈 753X 高雄市 林○村 539X 台南市 

鍾○娟 155X 桃園市 賴○靜 681X 桃園市 

楊○淇 717X 台中市 馮○嘉 861X 新竹縣 

黃○澍 086X 彰化縣 花○傑 045X 新北市 

余○廷 040X 新北市 賴○杏 787X 桃園市 



林○如 332X 新北市 魏○鵬 058X 高雄市 

游○玲 457X 桃園市 陳○世 727X 台北市 

詹○蘭 938X 新北市 林○維 712X 台北市 

柯○尉 967X 桃園市 吳○婷 815X 新北市 

徐○強 982X 台北市 張○裕 159X 新北市 

林○羽 562X 台中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劉○綺 080X 高雄市 柯○妡 791X 新北市 

陳○璿 953X 宜蘭縣 黃○清 176X 新竹市 

張○展 758X 宜蘭縣 陳○仁 240X 彰化縣 

陳○瑋 382X 台中市 葉○玟 245X 台北市 

陳○沛 999X 新北市 陳○仁 287X 新北市 

潘○忠 054X 桃園市 陳○穎 362X 宜蘭縣 

王○伶 009X 台南市 李○美 029X 高雄市 

張○璿 553X 台北市 賴○良 626X 新北市 

林○彰 515X 台北市 黃○燦 336X 台南市 

黃○嘉 788X 新北市 陳○舟 511X 台北市 

項○琪 962X 台北市 李○瑩 623X 台北市 

謝○正 263X 彰化縣 黃○雲 018X 新北市 

楊○凱 303X 台北市 郭○傑 601X 新北市 

黃○涵 588X 台北市 郭○慧 267X 台北市 

張○楓 908X 新北市 呂○華 851X 桃園市 



楊○淳 212X 新北市 梁○詩 011X 新北市 

蔡○恒 796X 台北市 吳○儀 288X 高雄市 

宋○開 675X 桃園市 簡○俊 866X 嘉義縣 

王○輝 761X 台南市 蔡○樺 050X 苗栗縣 

鄭○琳 895X 新北市 劉○芳 779X 台北市 

邱○遠 231X 新北市  

 

【滿額禮】網路投保年金險單筆保費 3,000~99,999 元共抽 235 名，每名可獲得

300 元 7-11 禮券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林○吟 503X 桃園市 陳○穎 362X 宜蘭縣 

王○凱 523X 台北市 巫○蓉 136X 高雄市 

蘇○寒 719X 高雄市 黃○豪 131X 新竹縣 

戴○葉 715X 新北市 張○楓 908X 新北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王○傑 928X 新竹縣 

花○傑 045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王○鼎 539X 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賴○良 626X 新北市 吳○儀 874X 南投縣 

白○榮 787X 台中市 廖○喬 693X 新北市 

王○傑 928X 新竹縣 白○榮 787X 台中市 



羅○偉 767X 新北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王○鼎 539X 台北市 王○傑 928X 新竹縣 

陳○謙 219X 高雄市 郭○慧 267X 台北市 

巫○蓉 136X 高雄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葉○宏 143X 彰化縣 戴○葉 715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葉○ 785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林○佐 795X 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王○文 770X 台中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高○豐 363X 新北市 蔡○偉 210X 台南市 

巫○蓉 136X 高雄市 周○泊 650X 台北市 

吳○綺 370X 桃園市 賴○良 626X 新北市 

林○宇 701X 台北市 李○芳 873X 桃園市 

施○宏 406X 高雄市 李○慧 127X 台北市 

楊○淳 212X 新北市 羅○民 351X 新北市 

施○昌 618X 台中市 巫○蓉 136X 高雄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彭○文 227X 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張○楓 908X 新北市 王○凱 523X 台北市 

謝○倚 978X 新北市 張○平 323X 台北市 

王○智 581X 桃園市 王○民 252X 新北市 

王○民 252X 新北市 葉○ 101X 新北市 

許○閔 985X 新竹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賴○良 626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蘇○寒 719X 高雄市 楊○淳 212X 新北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楊○淳 212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歐○蘭 061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王○文 770X 台中市 

陳○如 610X 新北市 廖○晨 995X 台中市 

吳○哲 071X 新北市 賴○良 626X 新北市 

歐○蘭 061X 新北市 巫○蓉 136X 高雄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廖○晨 995X 台中市 

李○芳 873X 桃園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黃○豪 131X 新竹縣 鄞○傳 606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賴○良 626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蔣○欣 300X 台中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彭○文 227X 台北市 

王○傑 928X 新竹縣 廖○喬 693X 新北市 

謝○倚 978X 新北市 吳○綺 370X 桃園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楊○淳 212X 新北市 

羅○偉 767X 新北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歐○蘭 061X 新北市 

吳○開 362X 苗栗縣 白○榮 787X 台中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陳○謙 219X 高雄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戴○佑 342X 台中市 

謝○翔 359X 台南市 林○吟 503X 桃園市 

陳○謙 219X 高雄市 王○鼎 539X 台北市 

吳○諭 154X 桃園市 張○閣 893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王○文 770X 台中市 

賴○良 626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陳○中 529X 台南市 戴○佑 342X 台中市 

李○芳 873X 桃園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許○揚 692X 新竹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陳○娥 290X 彰化縣 

李○芳 873X 桃園市 楊○淳 212X 新北市 

巫○蓉 136X 高雄市 蔡○祥 375X 新竹縣 

柯○妡 791X 新北市 戴○佑 342X 台中市 

張○楓 908X 新北市 謝○雄 911X 苗栗縣 

李○芳 873X 桃園市 戴○佑 342X 台中市 



黃○豪 131X 新竹縣 鐘○候 826X 苗栗縣 

戴○佑 342X 台中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張○楓 908X 新北市 謝○倚 978X 新北市 

李○芳 873X 桃園市 蔡○翰 791X 桃園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林○文 153X 新北市 湯○欽 113X 彰化縣 

王○鼎 539X 台北市 李○芳 873X 桃園市 

賴○良 626X 新北市 王○鼎 539X 台北市 

張○安 431X 新北市 張○緯 382X 高雄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簡○瑩 612X 台北市 

王○民 252X 新北市 王○凱 523X 台北市 

李○卿 817X 宜蘭縣 謝○桂 867X 台南市 

王○鼎 539X 台北市 賴○良 626X 新北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劉○誠 601X 桃園市 陳○任 986X 台南市 

謝○倚 978X 新北市 游○玲 457X 桃園市 

王○文 770X 台中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徐○坤 678X 高雄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吳○開 362X 苗栗縣 白○榮 787X 台中市 

彭○文 227X 台北市 巫○蓉 136X 高雄市 

巫○蓉 136X 高雄市 方○豪 874X 新竹縣 



戴○葉 715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王○凱 523X 台北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張○平 323X 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巫○蓉 136X 高雄市 李○芳 873X 桃園市 

施○宏 406X 高雄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楊○淳 212X 新北市 張○楓 908X 新北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張○平 323X 台北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吳○綺 370X 桃園市 

戴○佑 342X 台中市 謝○倚 978X 新北市 

戴○佑 342X 台中市 王○民 252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戴○佑 342X 台中市 

王○鼎 539X 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廖○晨 995X 台中市 賴○良 626X 新北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陳○穎 362X 宜蘭縣 

謝○倚 978X 新北市 戴○佑 342X 台中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黃○宗 212X 新竹市 陳○穎 362X 宜蘭縣 

白○榮 787X 台中市 王○文 770X 台中市 

王○凱 523X 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賴○良 626X 新北市 楊○慧 382X 苗栗縣 



葉○宏 795X 新北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白○榮 787X 台中市  

 

【滿額禮】網路投保年金險單筆保費 100,000~299,999 元共抽 40 名，每名可獲

得 500 元 7-11 禮券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胡○娟 894X 彰化縣 陳○豪 990X 台北市 

莊○婷 352X 台北市 許○玲 552X 彰化縣 

張○平 558X 台北市 王○蘭 134X 南投縣 

黃○鈴 016X 新北市 周○達 321X 台中市 

黃○嘉 788X 新北市 林○隆 196X 台北市 

林○涵 015X 新北市 劉○綺 080X 高雄市 

洪○駿 658X 新北市 張○烜 323X 新竹縣 

林○男 621X 高雄市 劉○芳 779X 台北市 

陳○仁 439X 彰化縣 陳○煌 135X 台北市 

李○窈 141X 台北市 陳○仁 240X 彰化縣 

鄭○中 716X 高雄市 曾○銘 252X 高雄市 

郭○傑 601X 新北市 林○洋 709X 新北市 

王○蕾 921X 台北市 李○賢 723X 新北市 

鄭○俊 104X 新竹市 趙○慧 675X 雲林縣 

馮○嘉 861X 新竹縣 李○宏 506X 桃園市 



劉○廷 127X 新北市 王○玲 853X 新北市 

林○玲 323X 高雄市 曾○賢 718X 新竹市 

卓○均 238X 台北市 陳○玟 001X 新北市 

陳○玉 878X 台北市 陳○媜 792X 台北市 

宋○平 017X 台北市 勵○勳 881X 台北市 

【滿額禮】網路投保年金險單筆保費 300,000~499,999 元共抽 6 名，每名可獲得

1,000 元 7-11 禮券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陳○雄 086X 高雄市 陳○蓉 082X 彰化縣 

劉○誠 601X 桃園市 殷○瑛 168X 台北市 

卓○均 253X 台北市 宋○嶙 930X 新竹縣 

【滿額禮】網路投保年金險單筆保費 500,000~999,999 元共抽 11 名，每名可獲

得 2,000 元 7-11 禮券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殷○瑛 168X 台北市 陳○舟 511X 台北市 

梁○文 607X 台北市 林○豪 611X 新北市 

殷○瑛 168X 台北市 李○彪 436X 台北市 

黃○榮 070X 台中市 陳○成 162X 高雄市 

王○安 616X 彰化縣 黃○榮 070X 台中市 

王○安 616X 彰化縣  

【滿額禮】網路投保年金險單筆保費 1,000,000 元以上共抽 9 名，每名可獲得開運



黃金兩台錢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廖○文 609X 彰化縣 陳○玉 878X 台北市 

廖○文 609X 彰化縣 何○文 551X 宜蘭縣 

潘○志 656X 雲林縣 廖○文 609X 彰化縣 

林○誠 184X 新竹市 郭○傑 601X 新北市 

郭○ 515X 台北市    

【8、９月早鳥禮】共抽 20 名，每名可獲得開運黃金一台錢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胡○娟 894X 彰化縣 李○利 452X 新北市 

殷○瑛 168X 台北市 黃○珈 878X 桃園市 

蘇○溫 428X 台北市 李○萍 876X 台北市 

歐○至 819X 台北市 宋○明 727X 桃園市 

林○誠 184X 新竹市 許○玲 552X 彰化縣 

王○安 616X 彰化縣 郭○傑 601X 新北市 

江○昌 601X 台北市 陳○雄 086X 高雄市 

許○玲 552X 彰化縣 宋○開 675X 桃園市 

簡○鵬 659X 台北市 劉○誠 601X 桃園市 

陳○仁 439X 彰化縣 馬○雄 060X 新北市 

【10、11 月早鳥禮】共抽 22 名，每名可獲得全聯禮券 2,000 元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李○婷 060X 新北市 陳○宇 495X 台北市 

徐○霜 551X 宜蘭縣 沈○秀 845X 桃園市 

黃○清 176X 新竹市 林○豪 611X 新北市 

卓○均 253X 台北市 陳○郎 216X 台中市 

李○蓁 871X 台北市 許○玲 552X 彰化縣 

翁○凌 822X 台北市 李○彪 436X 台北市 

王○福 272X 南投縣 梁○文 607X 台北市 

何○文 551X 宜蘭縣 廖○文 609X 彰化縣 

李○窈 141X 台北市 林○村 539X 台南市 

廖○文 609X 彰化縣 郭○傑 601X 新北市 

李○宏 506X 桃園市 陳○仁 439X 彰化縣 

【最後衝刺禮】共抽 45 名，每名可獲得新光三越百貨禮券 2,000 元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姓名 手機末四碼 居住縣市 

陳○傑 136X 新北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葉○ 785X 新北市 游○玲 457X 桃園市 

張○平 558X 台北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鄞○傳 606X 新北市 鄞○傳 606X 新北市 

陳○融 727X 新北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周○賢 633X 新竹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葉○宏 143X 彰化縣 



葉○宏 795X 新北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林○宇 701X 台北市 陳○宇 495X 台北市 

謝○翔 359X 台南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陳○豪 990X 台北市 王○芳 139X 桃園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劉○玲 397X 新北市 

李○芳 873X 桃園市 鄧○引 352X 新竹市 

張○楓 908X 新北市 張○璿 553X 台北市 

王○民 252X 新北市 張○璿 553X 台北市 

王○民 252X 新北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葉○ 785X 新北市 郭○慧 267X 台北市 

戴○佑 342X 台中市 馮○華 210X 台中市 

戴○佑 342X 台中市 戴○葉 715X 新北市 

戴○佑 342X 台中市 葉○宏 795X 新北市 

李○芳 873X 桃園市 林○涵 135X 嘉義縣 

戴○佑 342X 台中市 楊○淇 717X 台中市 

林○宏 751X 新竹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