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獎名單：
1. GQA02011 臺中市 簡○屏 頭獎
1. 17A02005 基隆市 吳○火 貳獎
2. IAA02002 臺南市 黃○壽 貳獎
1. IRB02014 臺南市 蘇○文 叁獎
2. C3A01015 臺北市 賴○志 叁獎
3. C3D08006 臺北市 劉○道 叁獎
1. A5A02002 新北市 許○燕 肆獎
2. G5B06015 臺中市 曾○鳳 肆獎
3. G7B03047 臺中市 曹○理 肆獎
4. CBB02018 臺北市 曾○德 肆獎
5. 16A04019 澎湖縣 陳○萍 肆獎
6. C2B02008 臺北市 張○珠 肆獎
1. 18B07023 新竹市 王○銘 伍獎
2. 04B01003 新竹縣 林○玲 伍獎
3. 08A04007 南投縣 林○墉 伍獎
4. 13A01004 屏東縣 黃○桃 伍獎
5. 07D19004 彰化縣 鄭○然 伍獎
6. GRA02020 臺中市 張○林 伍獎
7. IWE02026 臺南市 李○環 伍獎
8. 09C07001 雲林縣 李○存 伍獎
9. 03A02005 桃園縣 楊○阿屘 伍獎
10. 08B12006 南投縣 洪○長 伍獎
1. CCB02008 臺北市 黃○君 陸獎
2. KCB03002 高雄市 陳○和 陸獎
3. 02B18003 宜蘭縣 蔡○雄 陸獎
4. C4B02020 臺北市 許○玉 陸獎
5. 03B10001 桃園縣 賴○妹 陸獎
6. I7B01006 臺南市 吳○貞 陸獎
7. I7A01004 臺南市 王○月霞 陸獎
8. A6D02018 新北市 曾○宣 陸獎

抽獎地點：行政院主計總處中部辦公園區(南投市光明路25號)
見證律師：智勤法律事務所林益輝律師

100年家庭收支訪問調查抽獎活動

主辦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抽獎日期：101年4月25日



9. 14A08012 臺東縣 林○美女 陸獎
10. 02C02003 宜蘭縣 劉○伶 陸獎
11. C2D01001 臺北市 曽○倚 陸獎
12. CAA03019 臺北市 曾○傑 陸獎
13. IVC01029 臺南市 何○靚 陸獎
14. 02C07008 宜蘭縣 趙○秀儀 陸獎
15. 10C11009 嘉義縣 張○宜 陸獎
16. IGA03003 臺南市 吳○寶 陸獎
17. 03A16006 桃園縣 甯○美玲 陸獎
18. 05D12003 苗栗縣 何○文 陸獎
19. KAA01008 高雄市 蔡○得 陸獎
20. C5A03006 臺北市 王○地 陸獎
1. KWA01002 高雄市 潘○玲 柒獎
2. 09A03003 雲林縣 張○川 柒獎
3. 13C13003 屏東縣 林○緣 柒獎
4. ANC01015 新北市 林○素真 柒獎
5. KJA01005 高雄市 蔡○秀菊 柒獎
6. GRA02001 臺中市 林○根 柒獎
7. C6B02014 臺北市 江○麗春 柒獎
8. 08B16011 南投縣 洪○雀 柒獎
9. GCD01011 臺中市 楊○芬 柒獎
10. CCB05020 臺北市 喻○明 柒獎
11. A1B10008 新北市 童○讚 柒獎
12. 04B09008 新竹縣 陳○清 柒獎
13. 02B16014 宜蘭縣 江○祐 柒獎
14. IVC01035 臺南市 楊○婷 柒獎
15. 13C15002 屏東縣 林○峰 柒獎
16. A3C04005 新北市 涂○秦 柒獎
17. C4B05015 臺北市 楊○賢 柒獎
18. 04B09005 新竹縣 彭○鈴 柒獎
19. 02B01002 宜蘭縣 劉○灶 柒獎
20. 05D05002 苗栗縣 張○柱 柒獎
21. 09A06006 雲林縣 陳○萍 柒獎
22. ABC01003 新北市 吳○麗 柒獎
23. 17A10002 基隆市 劉○美 柒獎
24. 14B05004 臺東縣 蔡○琴 柒獎
25. 08A04004 南投縣 王○宸 柒獎
26. CAA04017 臺北市 葉○宏 柒獎
27. G8B01001 臺中市 陳○銘 柒獎



28. ICA01004 臺南市 黃○淑芬 柒獎
29. K5B06020 高雄市 劉○春 柒獎
30. KEB01018 高雄市 熊○君 柒獎
31. ABB02002 新北市 劉○慧 柒獎
32. A3B01005 新北市 郭○彰 柒獎
33. GBA02010 臺中市 張○良 柒獎
34. G5B06008 臺中市 林○玉 柒獎
35. G9D01005 臺中市 曾○薇 柒獎
36. ICA03003 臺南市 王○榮 柒獎
37. G6B06013 臺中市 王○谷 柒獎
38. G7A01010 臺中市 游○枝 柒獎
39. 17A06007 基隆市 林○珠 柒獎
40. IDB01003 臺南市 李○雲英 柒獎
1. IRB02003 臺南市 楊○花 捌獎
2. 03B21006 桃園縣 郭○德 捌獎
3. 15A05006 花蓮縣 豐○玲 捌獎
4. 16A02015 澎湖縣 趙○梅 捌獎
5. GQD02004 臺中市 張○秋 捌獎
6. 05B02001 苗栗縣 陳○月 捌獎
7. C9B01002 臺北市 簡○蘭 捌獎
8. GDA03010 臺中市 翁○國 捌獎
9. C7B02006 臺北市 林○清 捌獎
10. K5B06028 高雄市 鄭○宜 捌獎
11. 09A12002 雲林縣 蘇○榮 捌獎
12. KCB16008 高雄市 郭○柱 捌獎
13. 20B03002 嘉義市 李○娟 捌獎
14. 04B04010 新竹縣 劉○盛 捌獎
15. 20A06002 嘉義市 鄭○銀雪 捌獎
16. 03B30006 桃園縣 詹○忠 捌獎
17. KCB15018 高雄市 林○亦 捌獎
18. 17A07011 基隆市 葉○和 捌獎
19. IJB01016 臺南市 蘇○鶴 捌獎
20. 17B14008 基隆市 王○正 捌獎
21. C2B03006 臺北市 謝○雄 捌獎
22. C6C01020 臺北市 鄭○鈴 捌獎
23. IDA02004 臺南市 鐘○ 捌獎
24. G2B02010 臺中市 林○翰 捌獎
25. IZC05004 臺南市 周○福 捌獎



26. 03B04006 桃園縣 林○秝 捌獎
27. AEC05016 新北市 何○惠 捌獎
28. GCA01002 臺中市 林○鐘 捌獎
29. A1C01026 新北市 陳○英 捌獎
30. C3D05002 臺北市 呂○櫻 捌獎
31. G8B07022 臺中市 陳○芬 捌獎
32. 02B10006 宜蘭縣 曾○柳 捌獎
33. 07C12003 彰化縣 劉○美 捌獎
34. 03B34005 桃園縣 林○ 捌獎
35. 07A11002 彰化縣 黃○月娥 捌獎
36. 59105005 連江縣 黃○玉 捌獎
37. 04B03002 新竹縣 莊○桂香 捌獎
38. G6B04024 臺中市 劉○良 捌獎
39. 07F15004 彰化縣 彭○德 捌獎
40. K2B04018 高雄市 謝○奇 捌獎
41. 10D09002 嘉義縣 劉○芬 捌獎
42. GSA01026 臺中市 王○晴 捌獎
43. C8A05019 臺北市 林○宇 捌獎
44. K8B14009 高雄市 黃○翠月 捌獎
45. 59101024 連江縣 陳○平 捌獎
46. A2C08002 新北市 葉○真 捌獎
47. KJA02009 高雄市 羅○真 捌獎
48. IWC01003 臺南市 林○星 捌獎
49. J2E04010 臺南市 辛○季 捌獎
50. 17B08003 基隆市 洪○惠 捌獎
1. 02B12003 宜蘭縣 李○惠 玖獎
2. 02C15008 宜蘭縣 沈○嬌 玖獎
3. 03B21001 桃園縣 王○丞 玖獎
4. 03C21007 桃園縣 韋○碧 玖獎
5. 04A05005 新竹縣 李○欽 玖獎
6. 04B19003 新竹縣 賴○珠 玖獎
7. 05D03006 苗栗縣 蔡○豐 玖獎
8. 05B09007 苗栗縣 饒○運妹 玖獎
9. 07C16003 彰化縣 蔡○政 玖獎
10. 07A02014 彰化縣 吳○娟 玖獎
11. 08C06003 南投縣 陳○稻 玖獎
12. 08B15002 南投縣 陳○正 玖獎
13. 09E13003 雲林縣 許○秀 玖獎



14. 09A06010 雲林縣 陳○瑜 玖獎
15. 10C04005 嘉義縣 鄭○蓮 玖獎
16. 10C11005 嘉義縣 黃○閔 玖獎
17. 13C15001 屏東縣 鄭○菁 玖獎
18. 13B18007 屏東縣 馮○馨 玖獎
19. 14A07043 臺東縣 陳○福 玖獎
20. 14A05005 臺東縣 賴○馮 玖獎
21. 15A13010 花蓮縣 傅○明 玖獎
22. 15A16022 花蓮縣 孫○玉旗 玖獎
23. 16A03035 澎湖縣 薛○得 玖獎
24. 16A17013 澎湖縣 王○芽 玖獎
25. 17B12007 基隆市 康○錦玲 玖獎
26. 17B03020 基隆市 趙○榮 玖獎
27. 18C08006 新竹市 李○秀 玖獎
28. 18A07002 新竹市 蔡○勝 玖獎
29. 20A03023 嘉義市 羅○南 玖獎
30. 20B03009 嘉義市 林○玲 玖獎
31. 59109001 連江縣 陳○蔚 玖獎
32. 59104005 連江縣 陳○蓮 玖獎
33. 60401007 金門縣 陳○治 玖獎
34. 60306004 金門縣 莊○玲 玖獎
35. C8A04005 臺北市 劉○梅 玖獎
36. C8A05018 臺北市 李○蘇 玖獎
37. K2B04012 高雄市 陳○甫 玖獎
38. K9B07013 高雄市 吳○蕾 玖獎
39. A3C05004 新北市 李○娥 玖獎
40. A5A03011 新北市 翁○珠 玖獎
41. G7B01022 臺中市 鄧○藍 玖獎
42. GAA02014 臺中市 彭○雪 玖獎
43. IVB03017 臺南市 陳○英 玖獎
44. I7B01008 臺南市 周○泉 玖獎
45. A3B08013 新北市 陳○紅 玖獎
46. AEC01007 新北市 楊○琴 玖獎
47. K5B06018 高雄市 黃○穗 玖獎
48. C3D07003 臺北市 陳○銘 玖獎
49. C6B03014 臺北市 王○完 玖獎
50. A1B08003 新北市 葉○丹 玖獎
51. KJB02005 高雄市 蔡○心 玖獎



52. 17A13015 基隆市 張○心 玖獎
53. 02A06001 宜蘭縣 陳○惠 玖獎
54. A6D04008 新北市 宋○梯 玖獎
55. IFA03002 臺南市 黃○松 玖獎
56. 05B02002 苗栗縣 陳○桂 玖獎
57. CBC02006 臺北市 宋○紋 玖獎
58. IKB02003 臺南市 鄭○蘭 玖獎
59. C1A03006 臺北市 陳○敏 玖獎
60. ABD02001 新北市 楊○興 玖獎
61. 08A16001 南投縣 吳○寧 玖獎
62. IWE08016 臺南市 郭○珠 玖獎
63. 13D06002 屏東縣 王○英 玖獎
64. A7A04005 新北市 江○田 玖獎
65. 18B08032 新竹市 郭○美 玖獎
66. K6B03001 高雄市 王○華 玖獎
67. IWC01014 臺南市 方○文 玖獎
68. K8B02007 高雄市 謝○飛 玖獎
69. A2C07001 新北市 陳○水 玖獎
70. KCB10007 高雄市 劉○忠 玖獎
71. C7C01023 臺北市 張○碧霞 玖獎
72. G3B03002 臺中市 廖○美 玖獎
73. K6B02001 高雄市 莊○卿 玖獎
74. 09A10001 雲林縣 白○芳 玖獎
75. C3D05010 臺北市 吳○ 玖獎
76. GRA03015 臺中市 雷○玲 玖獎
77. A1B07010 新北市 陳○安 玖獎
78. G9A05018 臺中市 呂○秀枝 玖獎
79. A4D03017 新北市 李○蘭 玖獎
80. IZC03003 臺南市 王○明 玖獎
81. 14A03001 臺東縣 陳○英 玖獎
82. A1A01010 新北市 黃○竣 玖獎
83. 08B18001 南投縣 張○豪 玖獎
84. J2C01009 臺南市 陳○阿只 玖獎
85. 09B13002 雲林縣 陳○婷 玖獎
86. A3B04017 新北市 翁○月 玖獎
87. 13B12008 屏東縣 馮○蓮對 玖獎
88. C5A02007 臺北市 劉○華 玖獎
89. A2C17003 新北市 陳○娥 玖獎



90. 13D15002 屏東縣 陳○財 玖獎
91. 09E07001 雲林縣 丁○ 玖獎
92. C3D03015 臺北市 王○雲 玖獎
93. CBD01015 臺北市 李○原 玖獎
94. A4D01006 新北市 林○玉慧 玖獎
95. C1A03020 臺北市 游○ 玖獎
96. K8B01001 高雄市 劉○進 玖獎
97. GDA03004 臺中市 蔡○萬 玖獎
98. 16A12006 澎湖縣 翁○芬 玖獎
99. GRA03010 臺中市 陳○明 玖獎
100. 03B21010 桃園縣 熊○鑫 玖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