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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全民保防有獎徵答得獎名單

獎別 得獎者 得獎者 得獎者 得獎者 得獎者

特獎─超商商品券 2萬元 （1名） 施○枝 （臺南市）

頭獎─超商商品券 1萬元 （5名） 陳○瑜 （新北市） 劉○娟 （臺中市） 江○鋆 （新竹縣） 李○芬 （臺中市） 張○嘉 （彰化縣）

貳獎─超商商品券 5,000元 （20名） 陳○旻 （臺中市） 邱○綸 （新北市） 王○婷 （高雄市） 吳○芳 （高雄市） 黃○毅 （臺南市）

楊○義 （臺北市） 艾○義 （基隆市） 傅○萍 （桃園市） 林○志 （嘉義縣） 柯○辰 （臺北市）

張○涵 （新北市） 張○菁 （南投縣） 黃○瑩 （桃園市） 黃○雲 （高雄市） 黃○竣 （臺南市）

邱○燕 （雲林縣） 左○橙 （臺北市） 王○穎 （臺北市） 李○豪 （桃園市） 柯○彩 （臺北市）

參獎─超商商品券 3,000元 （50名） 王○謙 （新竹縣） 林○華 （雲林縣） 曹○宣 （宜蘭縣） 黃○遠 （桃園市） 陳○玲 （臺北市）

余○誠 （基隆市） 張○翰 （臺東縣） 謝○欣 （桃園市） 梁○夫 （花蓮縣） 李○蓉 （臺中市）

李○霞 （高雄市） 邱○惠 （臺南市） 黃○筌 （基隆市） 楊○馨 （臺中市） 林○婷 （臺北市）

陳○詩 （新竹縣） 林○仁 （桃園市） 劉○廷 （新北市） 林○妤 （宜蘭縣） 黃○萼 （高雄市）

巫○翰 （臺中市） 施○東 （臺南市） 鄞○穎 （屏東縣） 黃○忠 （高雄市） 牟○幸 （雲林縣）

曾○程 （新北市） 李○文 （基隆市） 馬○玲 （臺北市） 潘○婷 （高雄市） 劉○妤 （臺北市）

陳○如 （嘉義市） 郭○泉 （彰化縣） 侯○麟 （桃園市） 張○亭 （南投縣） 邱○玲 （高雄市）

彭○莉 （臺北市） 林○宏 （桃園市） 魏○兩 （屏東縣） 陳○智 （新北市） 李○穎 （臺北市）

周○瑞 （高雄市） 蔡○崇 （新北市） 梁○蘭 （新北市） 莊○丞 （桃園市） 劉○怡 （新竹縣）

周○明 （高雄市） 鄭○達 （高雄市） 洪○祥 （臺中市） 陳○琴 （新北市） 許○泓 （南投縣）

肆獎─超商商品券 1,000元 （130名） 江○芳 （宜蘭縣） 程○華 （高雄市） 李○華 （宜蘭縣） 李○凌 （臺南市） 胡○峻 （高雄市）

巫○晃 （苗栗縣） 郭○英 （屏東縣） 林○伶 （雲林縣） 陳○揚 （臺中市） 張○茹 （臺南市）

黃○瑄 （新北市） 劉○紅 （屏東縣） 施○睿 （彰化縣） 陳○婕 （新北市） 陳○正 （新北市）

張○詔 （屏東縣） 陳○捷 （臺中市） 李○祥 （臺北市） 蕭○芸 （宜蘭縣） 彭○麗 （雲林縣）

陳○靜 （南投縣） 許○德 （臺北市） 馮○錦 （基隆市） 李○芬 （臺南市） 陳○皓 （臺中市）

董○誌 （新北市） 李○如 （臺北市） 沈○承 （桃園市） 李○玉 （新北市） 黃○絹 （彰化縣）

謝○甫 （新北市） 劉○英 （桃園市） 杜○賢 （臺北市） 張○智 （新北市） 凌○暉 （新北市）

楊○賢 （新北市） 劉○琍 （桃園市） 張○葉 （新北市） 莊○婷 （臺北市） 黃○文 （宜蘭縣）

楊○川 （桃園市） 侯○麗 （新北市） 傅○萓 （臺中市） 林○右 （新北市） 葉○琴 （苗栗縣）

阮○章 （新北市） 李○女 （臺北市） 林○生 （桃園市） 龔○梅 （桃園市） 官○葳 （新竹縣）

陳○土 （新北市） 許○輝 （高雄市） 戴○琳 （臺南市） 徐○宏 （臺南市） 孫○韜 （高雄市）

黃○陞 （桃園市） 陳○凰 （澎湖縣） 蕭○柱 （高雄市） 楊○芳 （臺中市） 張○涵 （嘉義縣）

高○璟 （屏東縣） 陳○茹 （新北市） 張○瑋 （高雄市） 簡○明 （桃園市） 游○誠 （新竹縣）

呂○雄 （澎湖縣） 黃○蓀 （臺北市） 王○嘉 （彰化縣） 黃○明 （彰化縣） 陳○蘭 （嘉義縣）

李○建 （新北市） 廖○嘉 （臺中市） 張○昇 （高雄市） 謝○任 （雲林縣） 陳○守 （新北市）

鄭○伶 （臺中市） 林○美 （彰化縣） 鄭○潔 （臺北市） 陳○隆 （新北市） 李○舜 （金門縣）

郭○昌 （臺南市） 劉○語 （新北市） 塗○發 （臺中市） 游○欣 （新竹市） 黃○華 （新北市）

楊○展 （新北市） 許○杰 （臺北市） 陳○蘋 （臺中市） 洪○微 （金門縣） 林○鴻 （高雄市）

劉○慈 （苗栗縣） 洪○吟 （高雄市） 邱○賓 （高雄市） 吳○禹 （高雄市） 簡○倫 （宜蘭縣）

張○超 （臺北市） 劉○麵 （基隆市） 黃○憲 （高雄市） 邱○娟 （臺北市） 廖○珠 （桃園市）

陳○雯 （新北市） 劉○華 （桃園市） 吳○妹 （新北市） 蔡○哲 （臺中市） 劉○吟 （臺中市）

楊○慶 （臺北市） 楊○凡 （桃園市） 黃○麗 （高雄市） 陳○娟 （臺中市） 李○禹 （宜蘭縣）

李○芳 （新北市） 蔡○容 （新竹市） 楊○嬌 （新北市） 張○祥 （高雄市） 許○雯 （高雄市）

施○仁 （屏東縣） 莊○晶 （臺北市） 蔡○雲 （臺南市） 王○元 （臺中市） 林○逗 （屏東縣）

黃○欣 （臺南市） 田○倫 （臺北市） 陳○芬 （嘉義縣） 池○君 （桃園市） 黃○明 （新北市）

廖○崢 （臺南市） 蔡○龍 （臺北市） 高○莉 （新北市） 郎○璐 （臺北市） 胡○佑 （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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