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獎 - 主題旅遊金 $1,000 元   

恭喜以下 640 位中獎旅客，將由您所下單的業務專員聯繫您，並寄送贈品！ 

(排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三○康 孔○為 孔○禹 方○瑋 王○民 

王○德 王○偉 王○美 王○良 王○方 

王○茹 王○婷 王○淯 王○凱 王○理 

王○蓮 王○翔 王○芳 王○仁 王○甫 

王○倫 王○鎂 王○風 王○芊 王○鈞 

王○興 王○玲 王○平 王○ 王○元 

王○中 王○誠 王○誼 王○駿 王○賢 

王○輝 王○霆 王○怡 王○梅 王○錞 

包○杰 包○文 田○洋 田○ 白○娟 

石○旻 石○郁 石○達 朱○鈺 朱○霆 

江○維 江○芳 何○瀚 何○宏 何○婷 

何○枝 吳○通 吳○凱 吳○凱 吳○哲 

吳○耕 吳○敦 吳○ 吳○仁 吳○玲 



吳○綸 吳○子 吳○蓉 吳○慧 吳○鴻 

吳○融 吳○潔 吳○翰 吳○澄 吳○儒 

吳○芳 吳○韻 吳○韻 吳○宏 吳○仁 

吳○嫻 吳○瑋 吳○仁 吳○誠 吳○成 

吳○平 吳○煌 吳○峯 吳○恒 吳○哲 

吳○瑄 吳○東 呂○頻 呂○壕 呂○儒 

呂○蓁 呂○蓉 呂○寧 呂○虹 呂○銘 

呂○宸 呂○文 呂○明 李○坤 李○女 

李○琪 李○卿 李○潔 李○原 李○玲 

李○銖 李○勳 李○霖 李○憶 李○瑞 

李○毅 李○萱 李○翰 李○達 李○儒 

李○儀 李○寬 李○安 李○珠 李○ 

李○如 李○儒 李○婷 李○珠 李○祥 

李○甯 李○恩 李○祐 李○雯 李○銖 

李○儀 李○玉 杜○衡 杜○君 杜○嘉 



汪○英 沈○煜 沈○怡 沈○君 沈○瑩 

卓○琪 卓○安 周○文 周○懷 周○皓 

周○茂 周○萱 周○穎 周○轅 周○如 

周○吟 周○恩 周○諭 周○真 周○潔 

周○熙 周○儒 孟○怡 岳○英 易○澤 

易○樑 易○宏 林○皓 林○傑 林○閔 

林○正 林○智 林○楹 林○賢 林○靜 

林○捷 林○鈞 林○ 林○廷 林○軒 

林○叡 林○麗 林○綸 林○輝 林○臻 

林○瑩 林○萍 林○康 林○君 林○均 

林○任 林○宏 林○邦 林○茹 林○勳 

林○宏 林○靜 林○彣 林○玉 林○頌 

林○駿 林○徽 林○賢 林○倫 林○菁 

林○璜 林○ 林○傑 林○翔 林○翔 

林○華 林○安 林○敏 林○毅 林○怡 



邱○順 邱○琇 邱○碩 邱○蔚 邱○慧 

邱○捷 邱○棋 邱○廷 邱○德 邱○仁 

金○玲 金○揚 侯○任 俞○瑋 俞○翰 

俞○備 凃○羽 姚○柏 姚○明 姚○恩 

姜○芳 施○光 施○銓 施○馨 柯○霖 

柯○甫 柯○志 柯○均 洪○雄 洪○君 

洪○凱 洪○晏 洪○芸 洪○馨 洪○蔚 

洪○蔚 紀○薰 紀○瀚 紀○豪 胡○凡 

胡○惠 胡○瑜 胡○婷 胡○勻 范○芯 

范○呈 范○哲 范○任 范○傑 范○益 

倪○河 奚○君 孫○諭 容○瑋 徐○資 

徐○琪 桂○敏 涂○瑋   涂○翔 祝○瑜 

祝○基 翁○能 袁○青 馬○曦 馬○芊 

高○捷 高○君 高○惠 崔○傳 崔○森 

張○昂 張○瑄 張○謙 張○瀚 張○婷 



張○佳 張○萱 張○玲 張○珍 張○成 

張○蓁 張○仁 張○彥 張○寧 張○玲 

張○揚 張○傑 張○銘 張○棟 張○愷 

張○榕 張○瑋 張○婷 張○棻 張○雯 

張○嵐 張○玲 張○晏 張○芳 張○盈 

張○蓁 張○謙 曹○利 梁○莉 梁○欣 

梁○耘 梁○琚 莊○仙 莊○宸 莫○ 

莫○明 許○昂 許○謙 許○源 許○恩 

許○維 許○宗 許○晏 許○綸 許○培 

許○筠 許○麟 許○甯 許○璇 許○翔 

許○鷺 許○芳 許○悅 許○妍 許○薇 

郭○強 郭○昇 郭○芳 郭○安 郭○琪 

郭○錡 郭○佑 郭○敏 郭○宇 陳○帆 

陳○翔 陳○傑 陳○宏 陳○彥 陳○翔 

陳○汝 陳○汝 陳○宇 陳○筑 陳○君 



陳○欣 陳○誠 陳○宏 陳○毓 陳○樺 

陳○誠 陳○君 陳○璇 陳○蓉 陳○遠 

陳○隆 陳○年 陳○綺 陳○璋 陳○穎 

陳○融 陳○益 陳○心 陳○玲 陳○鳳 

陳○慧 陳○柔 陳○豪 陳○芳 陳○明 

陳○ 陳○楓 陳○俽 陳○鵬 陳○和 

陳○美 陳○宜 陳○芬 陳○瑜 陳○淇 

陳○財 陳○笙 陳○方 陶○瑋 陸○鈴 

傅○桓 傅○琮 彭○真 彭○達 彭○瑋 

彭○宇 曾○禎 曾○珠 曾○澤 曾○甯 

曾○凱 曾○冠 曾○娟 温○如 温○宇 

温○萍 游○全 游○新 游○昀 童○蓉 

黃○育 黃○民 黃○仁 黃○翰 黃○雯 

黃○文 黃○閔 黃○豪 黃○傑 黃○霖 

黃○欣 黃○樺 黃○穎 黃○凱 黃○瑄 



黃○睿 黃○萍 黃○宸 黃○亮 黃○棟 

黃○睿 黃○真 黃○芸 黃○婷 黃○盛 

黃○鍾 黃○豊 黃○暉 黃○娟 黃○佩 

黃○琴 黃○雯 黃○勝 黃○德 黃○慧 

楊○慧 楊○瑤 楊○緯 楊○慶 楊○叡 

楊○ 楊○倢 楊○憲 楊○盈 楊○昌 

楊○丞 楊○傑 楊○安 楊○勳 楊○崴 

楊○智 楊○輝 楊○宇 楊○婷 楊○華 

楊○學 楊○妮 溫○瑞 葉○怡 葉○妤 

葉○萱 葉○玲 葉○瑜 葉○全 詹○一 

詹○榕 廖○誠 廖○陽 廖○品 廖○庭 

翟○民 翟○菲 趙○智 趙○芳 劉○慧 

劉○芳 劉○唐 劉○俊 劉○侑 劉○儒 

劉○翰 劉○強 劉○彣 劉○邑 劉○諼 

劉○德 劉○圻 劉○岑 劉○玉 劉○芬 

劉○岑 劉○宏 劉○豪 劉○銘 劉○宏 

劉○翔 劉○玲 劉○睿 劉○爲 劉○瑛 

劉○麗 劉○瑞 劉○芝 潘○輝 潘○恆 



潘○培 潘○達 潘○沛 潘○予 潘○評 

潘○ 潘○平 潘○芝 潘○如 蔡○傑 

蔡○堃 蔡○蓁 蔡○勳 蔡○恩 蔡○芬 

蔡○峰 蔡○訓 蔡○信 蔡○桑 蔡○紘 

蔡○芬 蔡○瑋 蔡○君 蔡○玲 蔡○勻 

蔡○玲 蔡○侊 蔡○怡 鄭○欣 鄭○桂 

鄭○典 鄭○羽 鄭○峻 鄭○盈 鄭○容 

鄭○益 鄭○仁 鄭○茹 鄭○年 黎○琪 

盧○義 盧○華 盧○凡 盧○芃 盧○娟 

蕭○怡 蕭○佑 蕭○任 蕭○雯 蕭○鴻 

蕭○如 蕭○享 賴○柳 賴○竹 賴○碩 

賴○皓 賴○婷 錢○玲 戴○宏 戴○珊 

謝○凱 謝○芸 謝○揚 謝○芸 謝○純 

謝○宏 謝○瑄 謝○林 謝○淵 鍾○妤 

鍾○昌 鍾○麗 鍾○原 鍾○柔 簡○成 

簡○茹 簡○凌 簡○棟 簡○琦 簡○興 

簡○ 簡○修 簡○辰 簡○浩 藍○浚 

顏○明 顏○融 顏○呈 顏○瑩 顏○瑩 

魏○凱 羅○禎 羅○帆 羅○倢 羅○珍 

羅○珠 羅○齡 羅○宏 羅○容 羅○容 



譚○智 嚴○筠 蘇○儀 蘇○丹 蘇○君 

蘇○翔 蘇○涵 蘇○明 蘇○文 鐘○彬 

 

恭喜各位雪友！我們下各雪季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