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布【國泰人壽公教抽獎活動】得獎名單及領獎注意事項 

  本公司公教抽獎活動(下稱本活動)相關得獎名單已出爐，恭喜所有幸運得主！ 

 【領獎注意事項】 

依稅法規定，得獎者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且年度所得獎項價值累積超過新臺幣（以

下同）1,000元時，本公司將於翌年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予得獎者，如所得獎項價值達20,010

元(含)時，得獎者須先繳交10%機會中獎稅金，始可領獎。得獎者若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183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不論得獎獎項價值，均須先就得

獎所得扣繳20％機會中獎稅金，始可領獎，本公司並將依法須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若未能

依法繳納應繳稅額，即視為喪失得獎資格。得獎者因參加本活動而須支付之任何稅捐皆為得獎

者之義務，概與本公司無關。前述稅捐法規如有更新或變動者，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 

一、本活動獎項，將由本公司配送至得獎者於領獎確認書所載之地址。  

二、得獎者須完成下列作業，始得領獎： 

(一) 請依得獎獎項下載領獎確認書。 

 

 

 

(二) 所有得獎者均須於109/8/21前(依郵戳日期為準)，以掛號寄回領獎確認書，逾時視同放

棄得獎權利。 

郵寄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96號17樓 國泰人壽業務企劃科 公教抽獎活動。 

三、得獎者身分之認定係依得獎者所填寫之身分證字號為主，並須提供正確之身分證影本，且經本

公司確認無誤後始得領獎。 

四、本活動獎品寄送地址僅限中華民國境內，如得獎者未能於領獎期限前回覆有效國內寄送地址，

本公司得取消其得獎資格。 

五、得獎者逾期未領獎或因留存資料不完整或錯誤致無法通知得獎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不接受

開立扣繳憑單者，亦同。 

六、其他未盡事宜，請詳閱本活動辦法。 

頭獎、領獎確認書(下載) 貳獎、領獎確認書(下載) 叁獎、領獎確認書(下載) 

https://www.cathaylife.com.tw/cathaylife/-/media/38FC9525F7AA462CB8356B8903876D8A.pdf?sc_lang=zh-TW
https://www.cathaylife.com.tw/cathaylife/-/media/82E81F968AF14625BCB405D4527FA7F2.pdf?sc_lang=zh-TW
https://www.cathaylife.com.tw/cathaylife/-/media/033572AB63C147769723EBDDAC87A722.pdf?sc_lang=zh-TW


 

 

【頭獎  iPad Pro 11 吋 WiFi/128G+寶可夢造型手機架】共 3 名 

 
 
 
 
 
 

 
 

【貳獎  全聯福利中心禮券 2,000 元+寶可夢造型手機架】共 40 名 

 

得獎名單 
服務人員資料 

(供國壽業務員查詢保戶得獎資訊使用) 

序號 身份證字號 得獎保戶姓名 服務人員所屬通訊處 服務人員姓名 

1 P123****** 廖Ｏ嘉 雲縣分 李Ｏ芬 

2 T121****** 陳Ｏ盛 潮州分 李Ｏ琴 

3 B121****** 吳Ｏ龍 展嘉新 梁Ｏ仁 

得獎名單 
服務人員資料 

(供國壽業務員查詢保戶得獎資訊使用) 

序號 身份證字號 得獎保戶姓名 服務人員所屬通訊處 服務人員姓名 

1 T221****** 李Ｏ貞 專屏東 陳Ｏ均 

2 F123****** 林Ｏ卿 展板橋 陳Ｏ羽 

3 A121****** 鄭Ｏ泓 專彰泰 童Ｏ伶 

4 F123****** 鄭Ｏ銘 專駿翔 辛Ｏ婕 

5 M121****** 蔡Ｏ凱 專中利 許Ｏ彩 

6 P123****** 謝Ｏ佑 專朝陽 葉Ｏ帆 

7 C220****** 梅Ｏ英 專基隆 許Ｏ寧 

8 Q123****** 呂Ｏ樺 嘉縣分 張Ｏ凱 

9 A123****** 李Ｏ崇 展景美 張Ｏ珠 

10 D121****** 陳Ｏ穎 專南天 黃Ｏ茹 

11 J120****** 李Ｏ寧 桃市分 李Ｏ寧 

12 E223****** 林Ｏ如 專中信 陳Ｏ傑 

13 P122****** 林Ｏ魁 專基興 鄭Ｏ娟 

14 T223****** 沈Ｏ婕 專基隆 許Ｏ寧 

15 E224****** 陳Ｏ語 展岡山 林Ｏ芬 

16 A221****** 葉Ｏ青 專中山 林Ｏ助 

17 J220****** 何Ｏ青 專大展 劉Ｏ伶 

18 R220****** 王Ｏ如 新營分 封Ｏ慈 

19 P124****** 郭Ｏ杰 雲縣分 林Ｏ慧 

20 T220****** 蔡Ｏ真 展屏東 楊Ｏ貞 

21 T224****** 林Ｏ婷 專東港 蔡Ｏ科 

22 E124****** 蕭Ｏ欽 台東分 張Ｏ琪 

23 K221****** 蔡Ｏ燕 專朝陽 謝Ｏ臻 

國泰人壽【公教保戶】抽獎活動得獎名單 



 

【叁獎 全聯福利中心禮券 1,000 元+寶可夢造型手機架】共 70 名 

得獎名單 
服務人員資料 

(供國壽業務員查詢保戶得獎資訊使用) 

序號 身份證字號 得獎保戶姓名 服務人員所屬通訊處 服務人員姓名 

1 M120****** 林Ｏ宜 竹山分 蔡Ｏ佳 

2 E222****** 王Ｏ玲 專朝陽 李Ｏ青 

3 F225****** 陳Ｏ蘭 專中和 陳Ｏ釵 

4 L223****** 張Ｏ如 專東冠 陳Ｏ瑄 

5 H221****** 黃Ｏ玉 專國惠 何Ｏ芸 

6 N123****** 李Ｏ雄 專萬和 李Ｏ芳 

7 Q121****** 王Ｏ信 專路竹 翁Ｏ卿 

8 F222****** 陳Ｏ秀 展汐止 陳Ｏ秀 

9 V220****** 彭Ｏ敏 台東分 鄭Ｏ雲 

10 T222****** 黃Ｏ儀 展東湖 田Ｏ芬 

11 F220****** 廖Ｏ華 展宜蘭 林Ｏ芳 

12 D222****** 陳Ｏ君 展屏新 李Ｏ駿 

13 A222****** 潘Ｏ芬 專朝陽 李Ｏ青 

14 G122****** 魏Ｏ瑋 宜縣分 魏Ｏ瑩 

24 J221****** 陳Ｏ英 專中志 邵Ｏ雄 

25 Q222****** 吳Ｏ怡 專國惠 廖Ｏ益 

26 H221****** 徐Ｏ香 專萬代 劉Ｏ蘭 

27 T220****** 吳Ｏ娟 展高南 陳Ｏ文 

28 F123****** 薛Ｏ一 專國惠 廖Ｏ益 

29 N122****** 李Ｏ祿 展北斗 曾Ｏ嘉 

30 K220****** 謝Ｏ雲 苗縣分 曲Ｏ芳 

31 N225****** 周Ｏ伶 展和美 張Ｏ之 

32 H221****** 徐Ｏ珍 專吉民 游Ｏ任 

33 A221****** 吳Ｏ榕 專大豐 謝Ｏ玲 

34 A223****** 謝Ｏ如 專松山 柯Ｏ宜 

35 M221****** 張Ｏ麗 展南投 謝Ｏ君 

36 S224****** 黃Ｏ蘭 展鼓山 陳Ｏ君 

37 P121****** 蔡Ｏ剛 展北投 沈Ｏ旻 

38 P221****** 李Ｏ桃 宜縣分 蔡Ｏ真 

39 C220****** 林Ｏ汎 專國惠 李Ｏ希 

40 B220****** 林Ｏ勤 專東冠 卓Ｏ伶 



15 N125****** 莊Ｏ凱 展二林 楊Ｏ雄 

16 K221****** 蔡Ｏ敏 展東勢 謝劉Ｏ珠 

17 Q221****** 黃Ｏ茹 展嘉市 賴Ｏ惠 

18 G221****** 李Ｏ君 展蘭陽 曾Ｏ惠 

19 U220****** 陳劉Ｏ梅 花縣分 楊Ｏ德 

20 Q223****** 陳Ｏ紅 展歸仁 林Ｏ宜 

21 H221****** 彭Ｏ梅 專博愛 黃Ｏ如 

22 E223****** 陸Ｏ伶 豐原分 陸Ｏ佑 

23 E102****** 吳Ｏ能 南市分 王Ｏ慶 

24 E220****** 李Ｏ娟 專高銓 李Ｏ娟 

25 F228****** 馬Ｏ欣 專大豐 何Ｏ華 

26 G220****** 游Ｏ絜 展宜蘭 吳Ｏ浩 

27 P223****** 李Ｏ怡 展台西 蔡Ｏ瑛 

28 R121****** 吳Ｏ連 展高鳳 吳Ｏ慧 

29 L201****** 蔡Ｏ蘭 專中港 許Ｏ文 

30 A225****** 曾Ｏ玲 專博愛 黃Ｏ如 

31 U121****** 陳Ｏ軒 花縣分 林Ｏ香 

32 B223****** 蕭Ｏ珊 專吉民 楊Ｏ忻 

33 O200****** 鄭Ｏ婷 專松山 李Ｏ儀 

34 L221****** 劉Ｏ姈 專國惠 廖Ｏ益 

35 G221****** 潘Ｏ庭 展礁溪 林Ｏ雯 

36 H221****** 王Ｏ友 展樹林 陳Ｏ俐 

37 S222****** 王Ｏ怡 專高翔 邱Ｏ源 

38 P223****** 田Ｏ青 展北港 葉Ｏ璇 

39 U121****** 王Ｏ民 專國惠 廖Ｏ益 

40 B221****** 李Ｏ瑩 專中港 許Ｏ文 

41 D220****** 蔡Ｏ玿 專大豐 羅Ｏ齡 

42 R124****** 王Ｏ葦 專國惠 廖Ｏ益 

43 M221****** 洪Ｏ君 專國惠 廖Ｏ益 

44 L222****** 王Ｏ潔 專國惠 廖Ｏ益 

45 Y220****** 周Ｏ綺 專國惠 廖Ｏ益 

46 A223****** 趙Ｏ田 花縣分 施Ｏ鳳 

47 C220****** 劉Ｏ慶 專城北 陳Ｏ琳 

48 N225****** 張Ｏ倫 專國惠 廖Ｏ益 

49 B221****** 詹Ｏ璇 專高騏 黃Ｏ芳 

50 R224****** 王Ｏ娟 專南榮 陳Ｏ寧 



51 G121****** 洪Ｏ宗 宜縣分 歐Ｏ婷 

52 A226****** 劉Ｏ純 專岡山 孫Ｏ雰 

53 F221****** 劉Ｏ媛 新北分 黃Ｏ萍 

54 B120****** 黃Ｏ蒼 展大甲 王Ｏ閔 

55 L223****** 吳Ｏ頤 展大甲 陳Ｏ女 

56 C220****** 劉Ｏ敏 展花縣 林Ｏ鈞 

57 E220****** 羅Ｏ芬 展三重 吳Ｏ穎 

58 A128****** 卓Ｏ軒 專基隆 許Ｏ寧 

59 H221****** 呂Ｏ玲 專吉民 游Ｏ任 

60 Q120****** 呂Ｏ長 展三民 林Ｏ佑 

61 K120****** 徐Ｏ威 專通霄 徐Ｏ儀 

62 Q200****** 陳Ｏ珠 展南投 謝Ｏ君 

63 K121****** 蔡Ｏ偉 專新興 唐Ｏ德 

64 G220****** 徐Ｏ君 宜縣分 蔡Ｏ真 

65 A125****** 陳Ｏ孚 專富凱 王Ｏ文 

66 S123****** 蔡Ｏ戰 展鼓山 陳Ｏ君 

67 S123****** 吳Ｏ碩 專高偉 吳Ｏ芳 

68 L221****** 劉Ｏ惠 專彰中 施Ｏ展 

69 M121****** 陳Ｏ泓 潮州分 郭Ｏ環 

70 S224****** 余Ｏ萱 展三峽 張Ｏ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