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獎劵號碼 獲得獎項 中獎人姓名 公會別

E2159 特獎 SHARP 60型4K聯網LED顯示器 (中午) 許先麟 台北市

D0447 頭獎 Watch_S5太空灰鋁金屬運動型錶帶(44) (中午) 許源哲 台北市

D1081 一獎 iPad 10.2吋128GB WiF(中午) 許源哲 台北市

E0238 二獎 飛利浦AC1213/80空氣清淨機 (中午) 林涵威 新北市

E1887 二獎 飛利浦AC1213/80空氣清淨機 (中午) 呂志明 新北市

E0923 三獎 德國百靈親膚靈動貼面電鬍刀 (中午) 郭雨文 新北市

E1193 三獎 德國百靈親膚靈動貼面電鬍刀 (中午) 江錫仁 新北市

E1297 三獎 德國百靈親膚靈動貼面電鬍刀 (中午) 江錫仁 新北市

D1414 四獎 SONY 藍牙DVD音響 (中午) 賴沐慈 新北市

E0819 四獎 SONY 藍牙DVD音響 (中午) 郭雨文 新北市

E2109 四獎 SONY 藍牙DVD音響 (中午) 許先麟 台北市

D0067 五獎 晶工10.5L光控溫熱開飲機 (中午) 許源哲 台北市

D1470 五獎 晶工10.5L光控溫熱開飲機 (中午) 賴沐慈 新北市

D2049 五獎 晶工10.5L光控溫熱開飲機 (中午) 謝松志 台北市

E1540 五獎 晶工10.5L光控溫熱開飲機 (中午) 林宴莊 新北市

D0190 六獎 AirPods Pro (中午) 許源哲 台北市

D0675 六獎 AirPods Pro (中午) 許源哲 台北市

E1130 六獎 AirPods Pro (中午) 江錫仁 新北市

E1266 六獎 AirPods Pro (中午) 江錫仁 新北市

E1717 六獎 AirPods Pro (中午) 林建州 台北市

D0240 七獎 貴夫人全營養調理機LVT738 (中午) 許源哲 台北市

D0664 七獎 貴夫人全營養調理機LVT738 (中午) 許源哲 台北市

E0312 七獎 貴夫人全營養調理機LVT738 (中午) 林涵威 新北市

E0611 七獎 貴夫人全營養調理機LVT738 (中午) 廖文堅 新北市

E1300 七獎 貴夫人全營養調理機LVT738 (中午) 江錫仁 新北市

D0366 八獎 東芝25L微電腦燒烤微波爐 (中午) 許源哲 台北市

D1354 八獎 東芝25L微電腦燒烤微波爐 (中午) 賴沐慈 新北市

E0288 八獎 東芝25L微電腦燒烤微波爐 (中午) 林涵威 新北市

0816中午場滿額禮摸彩中獎名單



抽獎劵號碼 獲得獎項 中獎人姓名 公會別

E0697 八獎 東芝25L微電腦燒烤微波爐 (中午) 廖文堅 新北市

E1581 八獎 東芝25L微電腦燒烤微波爐 (中午) 林宴莊 新北市

D0111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中午) 許源哲 台北市

D0252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中午) 許源哲 台北市

D1017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中午) 許源哲 台北市

D1497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中午) 賴沐慈 新北市

D2109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中午) 謝松志 台北市

E0089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中午) 林涵威 新北市

E0502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中午) 林育永 台北市

E0609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中午) 廖文堅 新北市

E0859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中午) 郭雨文 新北市

E1749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中午) 林建州 台北市

D1383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中午) 賴沐慈 新北市

D1718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中午) 林浩然B 新北市

E0062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中午) 蔡宜峰 台北市

E0378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中午) 林涵威 新北市

E0555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中午) 廖文堅 新北市

E0574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中午) 廖文堅 新北市

E0605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中午) 廖文堅 新北市

E0850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中午) 郭雨文 新北市

E0995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中午) 郭雨文 新北市

E1139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中午) 江錫仁 新北市

0816中午場滿額禮摸彩中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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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獎劵號碼 獲得獎項 中獎人姓名 公會別

E0921 特獎 SHARP 60型4K聯網LED顯示器 (下午) 郭雨文 新北市

E1544 頭獎 Watch_S5太空灰鋁金屬運動型錶帶(44) (下午) 林宴莊  新北市

D0048 一獎 iPad 10.2吋128GB WiF(下午) 許源哲 台北市

D2061 二獎 飛利浦AC1213/80空氣清淨機 (下午) 謝松志  台北市

E2489 二獎 飛利浦AC1213/80空氣清淨機 (下午) 陳柏舟-A  新北市

D2435 三獎 德國百靈親膚靈動貼面電鬍刀 (下午) 黃志平  彰化縣

D2742 三獎 德國百靈親膚靈動貼面電鬍刀 (下午) 黃日晟   台北市

E0984 三獎 德國百靈親膚靈動貼面電鬍刀 (下午) 郭雨文  新北市

D1298 四獎 SONY 藍牙DVD音響 (下午) 賴沐慈  新北市

D2110 四獎 SONY 藍牙DVD音響 (下午) 謝松志   台北市

E0507 四獎 SONY 藍牙DVD音響 (下午) 林育永   台北市

D1508 五獎 晶工10.5L光控溫熱開飲機 (下午) 賴沐慈  新北市

E0768 五獎 晶工10.5L光控溫熱開飲機 (下午) 郭雨文  新北市

E1688 五獎 晶工10.5L光控溫熱開飲機 (下午) 林建州  台北市

E2964 五獎 晶工10.5L光控溫熱開飲機 (下午) 謝承佑  台北市

D1169 六獎 AirPods Pro (下午) 林輔誼   台北市

D1615 六獎 AirPods Pro (下午) 賴沐慈  新北市

D2146 六獎 AirPods Pro (下午) 謝松志   台北市

D2641 六獎 AirPods Pro (下午) 黃日晟   台北市

D2967 六獎 AirPods Pro (下午) 陳品任  新北市

D0021 七獎 貴夫人全營養調理機LVT738 (下午) 許源哲   台北市

D0589 七獎 貴夫人全營養調理機LVT738 (下午) 許源哲   台北市

D2880 七獎 貴夫人全營養調理機LVT738 (下午) 陳昱達 新北市

E1103 七獎 貴夫人全營養調理機LVT738 (下午) 江錫仁  新北市

E1998 七獎 貴夫人全營養調理機LVT738 (下午) 許先麟   台北市

D0259 八獎 東芝25L微電腦燒烤微波爐 (下午) 許源哲   台北市

D0678 八獎 東芝25L微電腦燒烤微波爐 (下午) 許源哲   台北市

D2736 八獎 東芝25L微電腦燒烤微波爐 (下午) 黃日晟  台北市

D2803 八獎 東芝25L微電腦燒烤微波爐 (下午) 陳昱達 新北市

E2186 八獎 東芝25L微電腦燒烤微波爐 (下午) 許先麟  台北市



0816下午場滿額禮摸彩中獎名單

抽獎劵號碼 獲得獎項 中獎人姓名 公會別

D0538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下午) 許源哲   台北市

D2587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下午) 黃日晟   台北市

D3224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下午) 陳品任 新北市

D3256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下午) 陳品任  新北市

E0095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下午) 林涵威  新北市

E1087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下午) 江錫仁  新北市

E2078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下午) 許先麟  台北市

E2799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下午) 江錫仁 新北市

E3278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下午) 蘇少卿   台北市

E3320 九獎 聲寶微電腦觸控變頻電磁爐 (下午) 蘇少卿   台北市

D0859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下午) 許源哲   台北市

D1128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下午) 許源哲  台北市

D1416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下午) 賴沐慈  新北市

D1523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下午) 賴沐慈 新北市

D1529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下午) 賴沐慈 新北市

E0326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下午) 林涵威 新北市

E0562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下午) 廖文堅 新北市

E2755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下午) 江錫仁  新北市

E3208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下午) 蘇少卿  台北市

F0073 十獎 松木夏日清新涼廈扇MG-AF8107 (下午) 謝仁傑  新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