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手機末3碼 住址

莊○宇 275 新竹縣

姓名 手機末3碼 住址

鄭○文 038 桃園市

姓名 手機末3碼 住址

陳○仁 066 新北市

林○村 397 台南市

胡○娟 945 彰化縣

李○峰 922 新北市

洪○賢 710 台中市

蕭○凱 900 新北市

劉○芳 792 台北市

張○君 068 台北市

古○琴 407 桃園市

網路投保年金/旅平/傷害/壽險【心安禮得】得獎名單

活動期間網路投保年金險單筆保費滿額100,000~199,999元，

抽2,000元 家樂福電子禮券

月月萬元好禮(7月)

任一商品保費滿額送翻倍抽獎次數，7月抽出 1萬元 家樂福電子禮券送給你

月月萬元好禮(8月)

任一商品保費滿額送翻倍抽獎次數，8月抽出 1萬點LINE Points送給你

年金險滿額



梁○旗 198 雲林縣

馬○雄 600 新北市

林○聖 938 桃園市

薛○妮 901 高雄市

王○玲 539 新北市

段○忠 512 台北市

李○雯 233 新北市

莊○婷 525 台北市

林○珠 733 新北市

賴○仁 509 高雄市

洪○城 879 高雄市

姓名 手機末3碼 住址

張○彬 557 新北市

朱○齡 757 高雄市

王○娟 321 基隆市

鄧○琪 101 花蓮縣

陳○郎 166 台中市

姓名 手機末3碼 住址

吳○慧 893 台北市

梁○文 073 台北市

辜○寧 240 新北市

呂○碧 123 台南市

李○芬 286 新北市

劉○君 806 台北市

杜○馨 863 新北市

陳○媚 079 基隆市

王○玲 539 新北市

盧○璇 251 新北市

蔡○仁 355 新北市

曾○鈴 925 新北市

歐○○誠 192 台北市

活動期間網路投保年金險單筆保費滿額30萬元以上，

抽1萬元 家樂福電子禮券

活動期間網路投保年金險單筆保費滿額200,000~299,999元，

抽5,000元 家樂福電子禮券



姓名 手機末3碼 住址

吳○君 279 新北市

張○勇 782 台北市

林○溱 704 高雄市

陳○宇 353 新竹市

呂○晉 150 台中市

陳○吟 151 台南市

李○葶 554 苗栗縣

汪○皓 336 桃園市

李○霖 322 新北市

崔○明 098 台中市

董○蘭 397 桃園市

游○良 981 基隆市

邱○霖 057 台北市

余○蘋 352 台南市

藍○廷 222 台中市

鄭○欣 079 桃園市

梁○維 983 苗栗縣

楊○萱 285 新北市

龐○瑋 468 台南市

黃○雅 417 嘉義市

陳○生 780 台中市

吳○鈞 572 台南市

洪○智 576 澎湖縣

鄒○賦 555 基隆市

張○儒 804 新北市

張○月 417 台南市

簡○嬌 626 新北市

楊○丞 602 台南市

陳○玉 313 高雄市

陳○俞 520 台北市

蔡○綾 229 台北市

萬○亞 624 桃園市

蘇○榆 599 台北市

黃○豪 792 彰化縣

陳○儂 700 台南市

保障型商品滿額

活動期間網路投保旅平險或傷害險或壽險，首次投保且單筆保費金額滿300元，

抽 50點 LINE Points



尹○緯 116 台北市

鄭○維 408 台南市

林○佑 569 台南市

江○堂 837 台中市

廖○妤 757 新北市

黃○琪 300 高雄市

林○君 461 宜蘭縣

陳○惟 440 新北市

羅○榮 504 桃園市

李○庭 426 高雄市

蕭○晏 650 新北市

盧○廷 517 台中市

周○淯 859 高雄市

吳○裕 549 新北市

陳○璇 268 台中市

陳○怡 802 台北市

陳○妍 792 台北市

花○南 827 桃園市

陳○媛 982 新北市

林○君 825 桃園市

謝○樺 019 台北市

陳○文 272 新北市

林○業 528 澎湖縣

李○安 105 台北市

薛○蔭 679 嘉義縣

黃○霖 802 基隆市

蕭○芳 515 花蓮縣

吳○岳 023 台南市

鄭○琳 117 桃園市

黃○珍 266 屏東縣

索○婷 501 高雄市

顏○芳 289 南投縣

洪○和 675 台中市

陳○綺 165 新竹縣

蘇○星 758 台北市

周○樺 819 高雄市

高○萱 240 新北市

謝○ 650 基隆市

蘇○光 609 雲林縣

羅○戩 979 苗栗縣

莊○媛 585 台北市



熊○浩 993 台南市

陳○銘 566 台北市

宋○安 672 高雄市

彭○予 897 新北市

林○銘 813 彰化縣

黃○雯 471 花蓮縣

陳○婷 260 台南市

蔡○枝 187 台中市

江○鱗 393 新竹縣

柯○淳 611 台南市

鄭○貞 098 新北市

羅○英 456 台北市

古○兒 292 台中市

蘇○如 531 新北市

鄭○君 124 台北市

方○玟 611 新竹縣

徐○娟 759 嘉義縣

賴○謙 566 台中市

張○鴻 233 台中市

陳○ 819 新北市

陳○全 110 台北市

陳○玥 363 新北市

廖○秋 098 新北市

黃○慈 217 高雄市

邱○芬 396 新北市

李○洋 290 桃園市

王○子 987 台北市

黃○傑 301 台北市

鄭○軒 311 高雄市

王○玲 773 高雄市

陳○昌 623 高雄市

王○蓁 332 台北市

姜○耀 785 台北市

侯○諺 076 嘉義縣

周○芳 002 桃園市

嚴○華 267 高雄市

侯○仁 678 台北市

洪○樂 618 台中市

陳○佐 808 新北市

練○承 037 新北市

管○卉 839 台北市



傅○泓 644 高雄市

陳○豪 318 台北市

葉○彣 422 苗栗縣

倪○揚 986 新北市

鄭○庭 457 台北市

李○誼 589 高雄市

郭○姍 265 台中市

張○倫 790 桃園市

柯○安 845 高雄市

柯○瀅 295 新北市

許○甄 065 彰化縣

蔡○慈 747 新北市

黃○豪 219 台北市

林○凰 888 台中市

洪○涵 286 台北市

莊○欽 565 新北市

陳○隴 827 高雄市

游○ 067 基隆市

劉○文 188 高雄市

曾○令 559 台中市

陳○麒 311 高雄市

楊○琇 308 台中市

李○平 157 台北市

袁○涵 110 桃園市

李○諭 095 台北市

朱○谷 629 台中市

賴○奕 082 台中市

林○富 841 南投縣

楊○碩 125 高雄市

陳○慧 150 台北市

楊○夆 706 高雄市

孫○罄 375 台北市

林○達 728 台中市

陳○丹 578 台北市

蔡○利 397 宜蘭縣

楊○銘 375 新竹縣

趙○義 688 台中市

施○雅 567 新北市

林○宇 090 花蓮縣

王○評 620 新竹縣

張○雯 238 基隆市



楊○婷 752 苗栗縣

鄧○辰 255 高雄市

廖○如 163 桃園市

廖○君 727 新北市

鄧○雯 363 新竹縣

林○穎 928 台中市

何○華 278 台北市

黃○鈞 068 桃園市

王○元 656 台北市

徐○翔 727 台南市

林○蓉 083 新北市

陳○君 312 新北市

吳○瑱 399 高雄市

林○淇 930 台北市

陳○杰 020 新北市

林○恩 839 新北市

張○婷 434 桃園市

林○堂 809 嘉義市

董○明 519 台南市

劉○坤 268 屏東縣

汪○偉 675 基隆市

楊○ 248 新北市

鍾○汧 650 桃園市

謝○任 958 新北市

許○仁 368 台北市

蔡○軒 800 台北市

張○芬 123 台北市

林○龍 431 花蓮縣

張○榮 540 高雄市

張○昇 401 台中市

劉○偉 162 新北市

黃○梅 975 新竹市

張○旭 717 新北市

朱○賢 117 嘉義縣

蘇○義 261 台南市

林○青 588 桃園市

陳○盈 502 高雄市

吳○瀠 987 新北市

胡○琦 956 台中市

李○青 121 台中市

李○鈴 404 彰化縣



林○婷 839 桃園市

孟○旭 644 宜蘭縣

宋○濬 199 台中市

賴○彰 909 新北市

黃○鳳 842 宜蘭縣

陳○文 800 新北市

黃○瑋 783 新竹縣

柯○青 039 桃園市

王○琴 839 高雄市

張○章 963 高雄市

曾○瑞 022 桃園市

陳○柔 652 台北市

周○成 856 基隆市

廖○荏 502 台中市

王○棠 486 台北市

連○華 719 新竹市

陳○婷 002 新竹縣

陳○瑋 302 高雄市

李○茹 283 台北市

李○嘉 293 桃園市

陳○瑩 627 台南市

吳○恩 972 新竹市

黃○婷 659 新北市

呂○君 439 新北市

戴○柏 385 新竹縣

黃○婷 187 桃園市

林○憲 479 新北市

羅○宇 893 新北市

謝○宏 973 桃園市

游○婷 929 台中市

查○啟 581 新北市

李○豪 781 台南市

陳○婷 546 高雄市

劉○臣 988 新北市

李○忠 457 台中市

吳○豪 991 高雄市

陳○彣 150 台南市

朱○澄 396 台北市

潘○宇 000 新北市

郭○信 398 高雄市

王○玉 899 嘉義縣



廖○維 780 台中市

陳○芬 687 彰化縣

牛○貽 789 新北市

高○淵 642 台北市

王○雅 275 台中市

蔡○睿 837 台南市

陳○眉 505 台中市

林○珍 686 新竹市

陳○帆 201 新北市

黃○婷 879 新北市

王○馨 737 台南市

王○賢 575 新北市

魏○勛 305 台中市

顏○輝 149 台中市

楊○達 033 台南市

林○興 507 台北市

林○盛 188 高雄市

吳○蓁 190 雲林縣

吳○喬 159 新北市

林○瑱 371 台中市

林○穎 443 花蓮縣

杜○寧 260 台南市

孫○祥 175 桃園市

陳○柔 960 台北市

黃○華 109 台北市

吳○貞 400 高雄市

王○萍 823 台南市

林○潔 560 新北市

葉○成 446 新北市

江○芩 401 新北市

丁○珍 377 台南市

巫○慧 810 台中市

張○瑜 833 桃園市

麥○綸 080 新北市

陳○姮 389 台北市

羅○暐 382 高雄市

林○妃 609 屏東縣

黃○安 470 台北市

張○耀 730 新北市

簡○暐 791 新北市

李○億 006 新北市



王○芬 068 新北市

林○妙 706 台中市

陳○陵 085 新北市

陳○凱 831 新竹縣

莊○凱 156 新竹市

姚○美 677 彰化縣

李○嘉 565 桃園市

施○湧 500 台中市

顧○綺 122 新北市

李○國 691 台北市

趙○華 324 台北市

蔡○純 535 高雄市

申○晏 398 高雄市

羅○宜 928 台北市

游○成 954 彰化縣

蔡○娟 647 高雄市

賴○如 230 彰化縣

許○誠 135 台北市

張○昑 718 台中市

姓名 手機末3碼 住址

王○升 021 桃園市

張○藝 040 桃園市

葉○其 880 桃園市

吳○賢 024 台北市

魏○超 929 桃園市

張○哲 517 台中市

施○哲 066 新竹市

吳○育 077 嘉義市

劉○怡 073 台北市

黃○霖 106 彰化縣

方○順 405 台北市

高○筠 022 台中市

白○君 885 台北市

賴○睿 961 台東縣

徐○庭 761 台北市

黃○洳 090 苗栗縣

陳○鴻 808 新北市

活動期間網路投保旅平險或傷害險或壽險，單筆保費金額滿800元以上

抽 300元 家樂福電子禮券！



蔡○皓 014 新北市

陳○宇 353 新竹市

侯○昇 557 嘉義市

李○穎 645 桃園市

王○清 168 新竹縣

謝○宏 587 彰化縣

林○源 101 新北市

林○凰 888 台中市

萬○綸 525 新北市

郭○宏 034 台北市

張○豪 033 桃園市

許○誠 135 台北市

詹○富 258 新北市

陳○玢 528 台中市

鄭○君 124 台北市

黃○裕 039 台北市

林○青 588 桃園市

陳○蓉 350 桃園市

駱○豪 062 新北市

程○凱 654 台北市

賴○謙 566 台中市

簡○暐 791 新北市

王○婕 490 新北市

何○修 759 新北市

歐○○格 329 台南市

王○馨 737 台南市

陳○宜 961 新竹市

廖○妤 039 台北市

徐○宏 662 桃園市

陳○中 770 南投縣

林○明 010 新北市

陳○諭 397 台北市

陳○霖 651 台中市

邱○益 266 高雄市

秦○聰 804 新北市

陳○慧 150 台北市

趙○甯 792 桃園市

吳○鈞 572 台南市

詹○茹 848 彰化縣

袁○秋 695 新北市

林○豪 845 台北市



黃○晟 213 高雄市

張○真 844 新北市

王○譽 809 台北市

高○萱 240 新北市

黃○益 046 新竹市

沈○庭 075 台北市

鄭○祐 548 台北市

陳○佐 808 新北市

曾○瀚 150 新竹市

賴○婷 201 台中市

宋○恩 840 台北市

許○仁 368 台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