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獎名單：
1. 60501001 金門縣 鄭○福 頭獎
1. G4B02008 臺中市 徐○文 貳獎
2. 18B04016 新竹市 許○景 貳獎
1. GRA03005 臺中市 吳○珊 叁獎
2. J2C01010 臺南市 楊○嘉 叁獎
3. A8A02008 新北市 潘○瑩 叁獎
1. 10A03001 嘉義縣 林○年 肆獎
2. IYA03006 臺南市 郭○宏 肆獎
3. 08C03002 南投縣 廖○ 肆獎
4. I4A02001 臺南市 毛○素蓮 肆獎
5. 03D02008 桃園縣 詹○鑑 肆獎
6. C3A02031 臺北市 李○秀 肆獎
1. 05B02007 苗栗縣 王○華 伍獎
2. 20B02011 嘉義市 郭○根 伍獎
3. GOA02010 臺中市 林○芸 伍獎
4. 13A07010 屏東縣 許○霖 伍獎
5. K5B02014 高雄市 陳○山 伍獎
6. CBB03010 臺北市 蔡○榮 伍獎
7. 15A16001 花蓮縣 陳○紘 伍獎
8. A1C03011 新北市 林○真 伍獎
9. K5B04006 高雄市 王○燕 伍獎
10. C1B01017 臺北市 張○英 伍獎
1. ABA07008 新北市 胡○玲 陸獎
2. CBA05003 臺北市 丁○輝 陸獎
3. 02C11003 宜蘭縣 簡○鵬 陸獎
4. K5B03010 高雄市 黃○瑩 陸獎
5. IEB01002 臺南市 劉○取 陸獎
6. 15A17002 花蓮縣 許○賜 陸獎
7. A5B02005 新北市 白○雲 陸獎
8. A3B09010 新北市 鄭○瓊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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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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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年4月25日



9. 04A14006 新竹縣 田○美 陸獎
10. K9A06001 高雄市 曾○碧珠 陸獎
11. 07D05003 彰化縣 楊○卿 陸獎
12. C6A01010 臺北市 洪○庭 陸獎
13. 13D16002 屏東縣 蕭○美 陸獎
14. K5A03010 高雄市 張○津美 陸獎
15. IZC02001 臺南市 楊○吉 陸獎
16. GCA02018 臺中市 楊○岳 陸獎
17. GBC02011 臺中市 葉○和 陸獎
18. ADC01007 新北市 李○盈 陸獎
19. 02A06004 宜蘭縣 伊○美娟 陸獎
20. G4B02024 臺中市 黃○宜 陸獎
1. CAC02012 臺北市 金○璋 柒獎
2. 03C12004 桃園縣 官○草 柒獎
3. GSA01025 臺中市 吳○壽 柒獎
4. 03B37007 桃園縣 黃○玲 柒獎
5. IKA02002 臺南市 王○生 柒獎
6. IWA02012 臺南市 方○信 柒獎
7. C7A02011 臺北市 翁○日 柒獎
8. 04B15005 新竹縣 蔡○妹 柒獎
9. 03D03006 桃園縣 范○惠 柒獎
10. C8A02007 臺北市 徐○芳 柒獎
11. 04B08014 新竹縣 張○智 柒獎
12. C5A02002 臺北市 林○敏 柒獎
13. GFA02004 臺中市 黃○霞 柒獎
14. 09D11003 雲林縣 朱○英 柒獎
15. C2A01010 臺北市 卓○燕 柒獎
16. KCA07005 高雄市 黃○禧 柒獎
17. G8A05009 臺中市 洪○偉 柒獎
18. A1B05016 新北市 李○丹桂 柒獎
19. A2C02003 新北市 黃○哲 柒獎
20. A3A04013 新北市 許○麗 柒獎
21. 17A12015 基隆市 龔○珍 柒獎
22. 17A02001 基隆市 張○傳 柒獎
23. 05D05003 苗栗縣 楊○瑄 柒獎
24. G6C02017 臺中市 王○鈴 柒獎
25. CBA05029 臺北市 陳○吟 柒獎
26. A7A03011 新北市 胡○福 柒獎
27. A1A07007 新北市 陳○水 柒獎



28. A4A08002 新北市 洪○媗 柒獎
29. 05B11001 苗栗縣 郭○明 柒獎
30. GSA01036 臺中市 楊○香 柒獎
31. 03D15003 桃園縣 孫○玲 柒獎
32. 60404003 金門縣 許○鶯 柒獎
33. 03E08001 桃園縣 黃○堂 柒獎
34. A2C01031 新北市 許○倫 柒獎
35. 17A03014 基隆市 楊○洪 柒獎
36. 17A06002 基隆市 楊○妤 柒獎
37. KLA02003 高雄市 黃○懃 柒獎
38. CAB02010 臺北市 張○新 柒獎
39. A3A03016 新北市 王○英 柒獎
40. G6A01020 臺中市 謝○霖 柒獎
1. 10D03001 嘉義縣 黃○玉蓮 捌獎
2. 20A08015 嘉義市 林○蘭 捌獎
3. 07C10001 彰化縣 黃○瓊 捌獎
4. CCB04001 臺北市 張○麟 捌獎
5. C4B03015 臺北市 錢○龍 捌獎
6. 14B12005 臺東縣 王○妹 捌獎
7. A3A02022 新北市 李○耀 捌獎
8. A6A01010 新北市 詹○尾 捌獎
9. KCA06002 高雄市 王○北 捌獎
10. C1D01012 臺北市 陳○嬌 捌獎
11. A3B11011 新北市 楊○純 捌獎
12. K5B06005 高雄市 余○雄 捌獎
13. 09B13004 雲林縣 林○媚 捌獎
14. ISA01012 臺南市 林○錦 捌獎
15. 14B11002 臺東縣 曹○華 捌獎
16. K4D01020 高雄市 林○祿 捌獎
17. GOA01007 臺中市 趙○森 捌獎
18. C1C02011 臺北市 黃○隆 捌獎
19. 03B03001 桃園縣 邱○仁 捌獎
20. A1C02021 新北市 許○瑜 捌獎
21. 07E14003 彰化縣 江○波 捌獎
22. 04B03005 新竹縣 洪○吉李 捌獎
23. 20A08028 嘉義市 黃○ 捌獎
24. CBB01003 臺北市 陳○英 捌獎
25. A2A03002 新北市 吳○龍 捌獎



26. 03A01001 桃園縣 張○強 捌獎
27. I8A02003 臺南市 戴○義 捌獎
28. 15A04009 花蓮縣 郭○雪月 捌獎
29. KBA01011 高雄市 洪○桃 捌獎
30. GRB02006 臺中市 陳○雪 捌獎
31. AGA02015 新北市 廖○美 捌獎
32. 14B05002 臺東縣 羅○旺 捌獎
33. 10A04003 嘉義縣 洪○月女 捌獎
34. ILA03002 臺南市 王○娟 捌獎
35. K4D01012 高雄市 陳○貴 捌獎
36. K5A04007 高雄市 朱○過 捌獎
37. 04B01010 新竹縣 廖○棋 捌獎
38. CAB02013 臺北市 黃○霞 捌獎
39. 03B23010 桃園縣 謝○容 捌獎
40. IXA02004 臺南市 林○山 捌獎
41. C8A09010 臺北市 楊○愷 捌獎
42. 14B06003 臺東縣 鄭○哲 捌獎
43. GBC02002 臺中市 蔡○潔 捌獎
44. 03A08009 桃園縣 黃○偉 捌獎
45. ABA06010 新北市 林○新 捌獎
46. 09D21001 雲林縣 李○力 捌獎
47. 09E02001 雲林縣 黃○美容 捌獎
48. A3A08002 新北市 陳○元 捌獎
49. G4A03007 臺中市 黃○月 捌獎
50. K6A04006 高雄市 李○元 捌獎
1. 02B07001 宜蘭縣 吳○慧 玖獎
2. 02B16016 宜蘭縣 劉○誼 玖獎
3. 03D05001 桃園縣 林○淑 玖獎
4. 03C10001 桃園縣 李○鳳 玖獎
5. 04B08005 新竹縣 羅○明 玖獎
6. 04A13005 新竹縣 高○莉 玖獎
7. 05B12010 苗栗縣 林○玲 玖獎
8. 05B13002 苗栗縣 張○松 玖獎
9. 07B13002 彰化縣 李○義 玖獎
10. 07C08006 彰化縣 張○晉 玖獎
11. 08B05017 南投縣 邱○美 玖獎
12. 08C07001 南投縣 陳○源 玖獎
13. 09D05003 雲林縣 蘇○ 玖獎



14. 09B07004 雲林縣 張○春 玖獎
15. 10B06003 嘉義縣 游○森 玖獎
16. 10B04001 嘉義縣 黃○金戀 玖獎
17. 13C14002 屏東縣 賴○耀 玖獎
18. 13A19002 屏東縣 潘○財 玖獎
19. 14A10009 臺東縣 曾○順 玖獎
20. 14B06005 臺東縣 何○友妹 玖獎
21. 15A12011 花蓮縣 鄧○泉 玖獎
22. 15A13014 花蓮縣 陳○承 玖獎
23. 16A03052 澎湖縣 陳○燕 玖獎
24. 16A06022 澎湖縣 翁○敏 玖獎
25. 17B13008 基隆市 楊○素 玖獎
26. 17A07012 基隆市 余○田 玖獎
27. 18B06004 新竹市 吳○培 玖獎
28. 18B08017 新竹市 吳○絨 玖獎
29. 20A09005 嘉義市 陳○卿 玖獎
30. 20A08013 嘉義市 郭○銘 玖獎
31. 59206001 連江縣 王○細 玖獎
32. 59101034 連江縣 姜○仙妹 玖獎
33. 60305003 金門縣 李○真 玖獎
34. 60504002 金門縣 林○玉蓮 玖獎
35. CAC01016 臺北市 黃○壎 玖獎
36. C7D01021 臺北市 林○福 玖獎
37. K8A07004 高雄市 吳○玲 玖獎
38. KUB01003 高雄市 吳○珊 玖獎
39. A4B04009 新北市 簡○鳳 玖獎
40. ADA02014 新北市 方○秋鶯 玖獎
41. G9A02006 臺中市 黃○淞 玖獎
42. GCA01009 臺中市 洪○雲 玖獎
43. ICA01008 臺南市 陳○霞 玖獎
44. IVA04010 臺南市 溫○棟 玖獎
45. C2B03007 臺北市 陳○英 玖獎
46. 07E05007 彰化縣 林○月春 玖獎
47. A5A07005 新北市 林○慧 玖獎
48. GHA01020 臺中市 陳○賢 玖獎
49. ADA01012 新北市 周○梅 玖獎
50. 08B05015 南投縣 陳○勤 玖獎
51. 05D07003 苗栗縣 洪○章 玖獎



52. 03A12007 桃園縣 劉○秀恩 玖獎
53. 15A13004 花蓮縣 林○珍 玖獎
54. 18B07017 新竹市 何○慧 玖獎
55. 13C03001 屏東縣 張○琴 玖獎
56. A6A02014 新北市 呂○平 玖獎
57. IGB01001 臺南市 周○興 玖獎
58. 07C17001 彰化縣 楊○榮 玖獎
59. 03C15005 桃園縣 吳○銓 玖獎
60. 14A07006 臺東縣 吳○財 玖獎
61. 02C19014 宜蘭縣 林○嵐 玖獎
62. A1C02031 新北市 吳○錦 玖獎
63. AGA01001 新北市 陳○葉 玖獎
64. 18B03003 新竹市 許○珠 玖獎
65. 07E05009 彰化縣 施○蕉 玖獎
66. IXB04006 臺南市 林○貞 玖獎
67. 15B06004 花蓮縣 張○花 玖獎
68. A1A10006 新北市 李○月 玖獎
69. GCC01008 臺中市 陳○易 玖獎
70. CCA02021 臺北市 陳○昌 玖獎
71. 02C10005 宜蘭縣 林○民 玖獎
72. KAA02005 高雄市 陳○駩 玖獎
73. 17B05002 基隆市 王○風 玖獎
74. 02B01003 宜蘭縣 吳○香 玖獎
75. K5A02027 高雄市 王○中 玖獎
76. K2B01021 高雄市 施○秀 玖獎
77. 13A06005 屏東縣 蔡○珠 玖獎
78. K1A02006 高雄市 陳○ 玖獎
79. IGA01004 臺南市 張○仁 玖獎
80. ADA03017 新北市 林○宗 玖獎
81. K9A11006 高雄市 李○藝 玖獎
82. 07A13001 彰化縣 張○興 玖獎
83. A3A03009 新北市 廖○伯 玖獎
84. 05D03004 苗栗縣 曹○豐 玖獎
85. 08C12003 南投縣 邱○卿 玖獎
86. G6C02019 臺中市 楊○斌 玖獎
87. 03B11005 桃園縣 楊○揚 玖獎
88. 16A05005 澎湖縣 謝○珍 玖獎
89. 07A02012 彰化縣 江○霞 玖獎



90. 60107003 金門縣 邵○森 玖獎
91. K2B01046 高雄市 卓○靜 玖獎
92. 09C06004 雲林縣 林○清 玖獎
93. 59107001 連江縣 鄭○金 玖獎
94. 07C10003 彰化縣 黃○富 玖獎
95. A1B03013 新北市 李○修 玖獎
96. 04B02015 新竹縣 張○廉 玖獎
97. KNA01001 高雄市 李○恩 玖獎
98. ISA03003 臺南市 楊○仁 玖獎
99. 03B07003 桃園縣 吳○信 玖獎
100. 17B10005 基隆市 陳○守 玖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