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獎名單：
1. 18A08004 新竹市 陳○霞 頭獎
1. KIA01004 高雄市 謝○政 貳獎
1. C9A03017 臺北市 羅○富 叁獎
2. C9A03001 臺北市 黃○英 叁獎
1. 60201001 金門縣 何○城 肆獎
2. 03D01021 桃園市 劉○和 肆獎
3. 05B15011 苗栗縣 吳○純 肆獎
4. KCA03006 高雄市 楊○鋒 肆獎
1. C6A02004 臺北市 陳○秀玉 伍獎
2. A1A12007 新北市 林○娥 伍獎
3. 07D34004 彰化縣 賴○照 伍獎
4. IYC03027 臺南市 張○馨 伍獎
5. C8B03027 臺北市 施○玉 伍獎
6. C8B05007 臺北市 王○來 伍獎
1. C3A02003 臺北市 張○美 陸獎
2. 03C02025 桃園市 林○玫 陸獎
3. 18D02006 新竹市 陳○美 陸獎
4. 03D06006 桃園市 王○美 陸獎
5. 03C08004 桃園市 梁○銘 陸獎
6. A3A04016 新北市 龔○珊 陸獎
7. KJB01001 高雄市 莊○鈺惠 陸獎
8. IYB02008 臺南市 蔡○鑾 陸獎
9. 16C01005 澎湖縣 黃○寬 陸獎
10. IZA07009 臺南市 蔡○峰 陸獎
1. KVA01006 高雄市 張○玉英 柒獎
2. C1B01007 臺北市 黃○貴 柒獎
3. 60405006 金門縣 黃○蓁 柒獎
4. KQA01004 高雄市 蘇○雄 柒獎
5. KEA02008 高雄市 蕭○秀金 柒獎
6. KUA02008 高雄市 邱○芳 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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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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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4月24日



7. GSA02010 臺中市 施○能 柒獎
8. AHA02039 新北市 姚○凱 柒獎
9. 08A14008 南投縣 許○華 柒獎
10. 03C09013 桃園市 沈○章 柒獎
11. G6A02027 臺中市 呂○章 柒獎
12. C5A03018 臺北市 江○雄 柒獎
13. GFB02005 臺中市 唐○勝 柒獎
14. G3A03001 臺中市 林○珍 柒獎
15. 07E01002 彰化縣 張○發 柒獎
16. AJA01002 新北市 許○智 柒獎
17. G7B02017 臺中市 張○新 柒獎
18. 15A06002 花蓮縣 周○翠雲 柒獎
19. KBA03019 高雄市 褚○佩玲 柒獎
20. A4A05012 新北市 張○蘭 柒獎
1. K3C02045 高雄市 練○玲 捌獎
2. KIA01003 高雄市 黃○聰 捌獎
3. G3A03017 臺中市 邱○月 捌獎
4. C3A04007 臺北市 尤○存 捌獎
5. 10D03004 嘉義縣 張○裁 捌獎
6. K3B01004 高雄市 黃○雯 捌獎
7. K5A01015 高雄市 鍾○霞 捌獎
8. C2C02004 臺北市 陳○達 捌獎
9. GSB01007 臺中市 陳○靜 捌獎
10. 09B05011 雲林縣 詹○滿 捌獎
11. 03B05005 桃園市 藍○仁 捌獎
12. G9A01004 臺中市 林○章 捌獎
13. AAA02001 新北市 莊○綺 捌獎
14. INA01003 臺南市 謝○玉環 捌獎
15. A1A09015 新北市 葉○馨 捌獎
16. A5A03007 新北市 何○春 捌獎
17. G8A07027 臺中市 賴○蓉 捌獎
18. 13B12005 屏東縣 鄒○山 捌獎
19. G4A04023 臺中市 林○雄 捌獎
20. 60308002 金門縣 黃○鳳 捌獎
21. 07E14002 彰化縣 魏○禮 捌獎
22. 17C04004 基隆市 曹○婷 捌獎
23. 10B13003 嘉義縣 陳○民 捌獎
24. A3A05005 新北市 陳○煌 捌獎
25. 03C13005 桃園市 鄭○姍 捌獎



26. AGA02017 新北市 李○約 捌獎
27. IZA03007 臺南市 黃○貴 捌獎
28. 20B04001 嘉義市 陳○貞 捌獎
29. IVA02013 臺南市 吳○潔 捌獎
30. ADA05007 新北市 何○龍 捌獎
31. 04D04031 新竹縣 范○賢 捌獎
32. G8A02001 臺中市 賴○碧麗 捌獎
33. 07A11003 彰化縣 張○緞 捌獎
34. 13B24001 屏東縣 黃○ 捌獎
35. G7B02019 臺中市 楊○霖 捌獎
36. 07A20003 彰化縣 吳○雲 捌獎
37. GSA03030 臺中市 吳○軒 捌獎
38. 09B15004 雲林縣 曹○ 捌獎
39. G6A04004 臺中市 黃○雯 捌獎
40. 05D08002 苗栗縣 李○貞 捌獎
1. 02C03002 宜蘭縣 陳○發 玖獎
2. 02A17002 宜蘭縣 何○招治 玖獎
3. 03C17006 桃園市 羅○敏 玖獎
4. 03E05008 桃園市 吳○萍 玖獎
5. 04C04005 新竹縣 林○郎 玖獎
6. 04C02019 新竹縣 林○慧 玖獎
7. 05B12002 苗栗縣 吳○貞 玖獎
8. 05B15008 苗栗縣 邱○華 玖獎
9. 07F09002 彰化縣 謝○梅 玖獎
10. 07A08009 彰化縣 謝○姑 玖獎
11. 08A10015 南投縣 李○郎 玖獎
12. 08B04005 南投縣 吳○讚 玖獎
13. 09B22014 雲林縣 吳○澤 玖獎
14. 09E10001 雲林縣 許○梅 玖獎
15. 10B05002 嘉義縣 蔡○昇 玖獎
16. 10D04001 嘉義縣 黃○敏 玖獎
17. 13C22002 屏東縣 鄭○玲 玖獎
18. 13A01001 屏東縣 洪○媽珠 玖獎
19. 14B02024 臺東縣 陳○萱 玖獎
20. 14A05018 臺東縣 方○雄 玖獎
21. 15A14011 花蓮縣 徐○玉 玖獎
22. 15A05009 花蓮縣 余○英 玖獎
23. 16C01012 澎湖縣 陳○仕 玖獎
24. 16C02004 澎湖縣 蔡○石 玖獎



25. 17A07014 基隆市 林○平 玖獎
26. 17C06011 基隆市 謝○香 玖獎
27. 18C07005 新竹市 呂○芬 玖獎
28. 18C02006 新竹市 羅○佩 玖獎
29. 20A06005 嘉義市 許○彰 玖獎
30. 20A05005 嘉義市 呂○秋鳳 玖獎
31. 59109004 連江縣 劉○國 玖獎
32. 59101001 連江縣 劉○強 玖獎
33. 60103014 金門縣 陳○原 玖獎
34. 60404004 金門縣 李○應 玖獎
35. C9A04012 臺北市 李○芳 玖獎
36. C3A01002 臺北市 凃○樺 玖獎
37. KBA05009 高雄市 古○琴 玖獎
38. K2A01007 高雄市 吳○麗香 玖獎
39. AAA03014 新北市 黃○德 玖獎
40. AEA03010 新北市 李○美 玖獎
41. GBA01002 臺中市 王○章 玖獎
42. G4A03013 臺中市 洪○翔 玖獎
43. IOA01007 臺南市 江○魁 玖獎
44. I4A01005 臺南市 蔡○七 玖獎
45. 59204001 連江縣 陳○華 玖獎
46. C8B03002 臺北市 潘○琴 玖獎
47. K8A03006 高雄市 李○充 玖獎
48. 03D21013 桃園市 張○明 玖獎
49. A1A07015 新北市 張○翠 玖獎
50. AHA02009 新北市 曾○鳳 玖獎
51. 60102009 金門縣 李○言 玖獎
52. ABA01010 新北市 高○治 玖獎
53. C5B02005 臺北市 古○君 玖獎
54. 08B08004 南投縣 鄭○璋 玖獎
55. G5A02026 臺中市 何○祺 玖獎
56. 05C08007 苗栗縣 張○秀梅 玖獎
57. K9A01039 高雄市 葉○寶 玖獎
58. A6A07008 新北市 李○平 玖獎
59. 60205002 金門縣 楊○強 玖獎
60. 16B04004 澎湖縣 張○勉 玖獎
61. K3A03004 高雄市 謝○秀麗 玖獎
62. A2A14014 新北市 陳○鈺 玖獎
63. K5A05006 高雄市 張○明 玖獎



64. IJA03001 臺南市 胡○彩雲 玖獎
65. KBA01004 高雄市 魏○全 玖獎
66. IWC01013 臺南市 龍○玲 玖獎
67. KCB06004 高雄市 林○弘 玖獎
68. 60301006 金門縣 曾○珠 玖獎
69. 16B01011 澎湖縣 許○山 玖獎
70. AAA02009 新北市 黃○如 玖獎
71. 03E11011 桃園市 李○榮 玖獎
72. J2B01001 臺南市 張○凱 玖獎
73. A1A07013 新北市 郭○榮 玖獎
74. 09B19008 雲林縣 張○翠 玖獎
75. 59102013 連江縣 曹○芳 玖獎
76. IVC02002 臺南市 蘭○照 玖獎
77. A5C02015 新北市 吳○世 玖獎
78. IZA06003 臺南市 方○林 玖獎
79. GTA01002 臺中市 陳○賜 玖獎
80. A6B05006 新北市 廖○千惠 玖獎
81. 14B03001 臺東縣 黃○璋 玖獎
82. 59102012 連江縣 邱○寶 玖獎
83. K5B02015 高雄市 謝○卿 玖獎
84. AHA02036 新北市 鞏○玉華 玖獎
85. 60404003 金門縣 許○惠 玖獎
86. CAB02007 臺北市 吳○偉 玖獎
87. GRA04012 臺中市 蔡○蘭 玖獎
88. 09A05001 雲林縣 蔡○坤 玖獎
89. A5A02012 新北市 劉○珠 玖獎
90. GSA03022 臺中市 洪○ 玖獎
91. 03C04013 桃園市 陳○水 玖獎
92. 17A04011 基隆市 王○清香 玖獎
93. K2A02012 高雄市 黃○良 玖獎
94. 59402005 連江縣 陳○龍 玖獎
95. AEA03017 新北市 葉○美汝 玖獎
96. IWB02013 臺南市 李○杰 玖獎
97. IZA06016 臺南市 葉○麗 玖獎
98. 14A05014 臺東縣 施○琴 玖獎
99. C4B03006 臺北市 鄭○茵 玖獎
100. C7A02002 臺北市 朱○清 玖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