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中獎公告 

    活動名稱:【桃猿卡月月抽樂天桃猿周邊商品】活動 

活動日期: 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活動辦法: 樂天桃猿卡於活動期間每月新增國內一般消費單筆滿

NT100元，且交易入帳日為消費日次月5日前，即可獲得當月抽獎

機會1次，兩筆享當月抽獎機會2次，依此類推。 

 抽獎獎項 (每月共計100名) 

-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共10名) 

- 球員背號T (共10名) 

- 主客場球迷帽 (共10名) 

- 樂天桃猿毛巾 (共10名) 

- 樂天桃猿證件帶 (共30名) 

- Rakuten Rocky 鑰匙圈 (共30名) 

中獎名額:正取100名 

 

11月中獎名單  

樂天桃猿鑰匙圈 張Ｏ文   F227XXX256 

樂天桃猿鑰匙圈 李Ｏ安   N125XXX614 

樂天桃猿鑰匙圈 洪Ｏ志   N123XXX419 

樂天桃猿鑰匙圈 曹Ｏ維   J120XXX363 

樂天桃猿鑰匙圈 徐Ｏ美   H220XXX178 

樂天桃猿鑰匙圈 林Ｏ慧   H223XXX963 

樂天桃猿鑰匙圈 張Ｏ麟   B122XXX599 

樂天桃猿鑰匙圈 陳Ｏ陞   R123XXX783 

樂天桃猿鑰匙圈 許Ｏ菱   T224XXX230 

樂天桃猿鑰匙圈 陳Ｏ秦   F125XXX024 

樂天桃猿鑰匙圈 葉Ｏ銘   FD30XXX172 

樂天桃猿鑰匙圈 張Ｏ裕   Q123XXX361 

樂天桃猿鑰匙圈 廖Ｏ璿   H120XXX125 

樂天桃猿鑰匙圈 潘Ｏ生   L123XXX549 

樂天桃猿鑰匙圈 蔡Ｏ鑫   D122XXX598 

樂天桃猿鑰匙圈 林Ｏ富   S123XXX370 

樂天桃猿鑰匙圈 王Ｏ凱   L123XXX967 



樂天桃猿鑰匙圈 鄭Ｏ儒   H123XXX278 

樂天桃猿鑰匙圈 彭Ｏ峰   V120XXX194 

樂天桃猿鑰匙圈 李Ｏ鎬   AC03XXX520 

樂天桃猿鑰匙圈 蕭Ｏ志   S120XXX620 

樂天桃猿鑰匙圈 李Ｏ隆   H120XXX245 

樂天桃猿鑰匙圈 黃Ｏ隆   R123XXX783 

樂天桃猿鑰匙圈 李Ｏ妤   F224XXX053 

樂天桃猿鑰匙圈 閻Ｏ祥   A126XXX961 

樂天桃猿鑰匙圈 陳Ｏ綸   T124XXX076 

樂天桃猿鑰匙圈 徐Ｏ武   C121XXX391 

樂天桃猿鑰匙圈 賴Ｏ格   A122XXX812 

樂天桃猿鑰匙圈 江Ｏ夏枝  L201XXX262 

樂天桃猿鑰匙圈 朱Ｏ維   J121XXX992 

主客場球迷帽 梁Ｏ雄   S122XXX976 

主客場球迷帽 黃Ｏ綸   F127XXX572 

主客場球迷帽 李Ｏ良   F127XXX765 

主客場球迷帽 方Ｏ智   G121XXX693 

主客場球迷帽 邱Ｏ禎   I200XXX566 

主客場球迷帽 鄧Ｏ榮   J122XXX178 

主客場球迷帽 趙Ｏ智   C121XXX461 

主客場球迷帽 鄭Ｏ翔   N125XXX614 

主客場球迷帽 江Ｏ瑋   L122XXX897 

主客場球迷帽 林Ｏ鴻   F124XXX060 

球員背號 T 楊Ｏ福   H122XXX569 

球員背號 T 賴Ｏ琪   N223XXX020 

球員背號 T 陳Ｏ瑄   A227XXX247 

球員背號 T 陳Ｏ潁   N221XXX666 

球員背號 T 謝Ｏ衡   H123XXX415 

球員背號 T 張Ｏ強   Q122XXX597 

球員背號 T 陳Ｏ銓   F128XXX038 

球員背號 T    E200XXX747 

球員背號 T 黃Ｏ傑   N124XXX402 

球員背號 T 詹Ｏ勳   H123XXX054 

樂天桃猿毛巾 施Ｏ    U120XXX015 

樂天桃猿毛巾 毛Ｏ增   F124XXX650 

樂天桃猿毛巾 簡Ｏ煌   P123XXX356 

樂天桃猿毛巾 陳Ｏ言   F129XXX332 



樂天桃猿毛巾 羅Ｏ傑   M222XXX618 

樂天桃猿毛巾 戴Ｏ佩   A122XXX812 

樂天桃猿毛巾 劉Ｏ煌   Q121XXX784 

樂天桃猿毛巾 詹Ｏ謙   F120XXX984 

樂天桃猿毛巾 莊Ｏ陽   S122XXX559 

樂天桃猿毛巾 余Ｏ聖   H122XXX773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徐Ｏ媛   H222XXX373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陳Ｏ瑋   A125XXX891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陳Ｏ善   H123XXX415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鄭Ｏ婷   A228XXX180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林Ｏ中   P123XXX341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練Ｏ浚   F123XXX258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璽Ｏ蔻．阿弼 U221XXX849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C220XXX478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姚Ｏ喬   C220XXX180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許Ｏ偉   A129XXX137 

樂天桃猿證件帶 謝Ｏ昕   N124XXX943 

樂天桃猿證件帶 陳Ｏ名   S123XXX853 

樂天桃猿證件帶 黃Ｏ翰   D121XXX456 

樂天桃猿證件帶 袁Ｏ泰   A124XXX176 

樂天桃猿證件帶 趙Ｏ    H221XXX112 

樂天桃猿證件帶 林Ｏ怡   F225XXX154 

樂天桃猿證件帶 陳Ｏ欽   F125XXX414 

樂天桃猿證件帶 丁Ｏ權   F125XXX514 

樂天桃猿證件帶 洪Ｏ偉   F123XXX887 

樂天桃猿證件帶 鄭Ｏ元   L125XXX923 

樂天桃猿證件帶 吳Ｏ綸   F125XXX504 

樂天桃猿證件帶 蔡Ｏ霖   M121XXX373 

樂天桃猿證件帶 吳Ｏ富   F134XXX183 

樂天桃猿證件帶 黃Ｏ浩   H124XXX809 

樂天桃猿證件帶 侯Ｏ羽   Q122XXX597 

樂天桃猿證件帶 陳Ｏ雄   K120XXX505 

樂天桃猿證件帶 張Ｏ瑄   J222XXX290 

樂天桃猿證件帶 蔡Ｏ鈞   A125XXX891 

樂天桃猿證件帶 賴Ｏ娟   L222XXX713 

樂天桃猿證件帶 藍Ｏ佑   A126XXX238 

樂天桃猿證件帶 吳Ｏ潁   F127XXX066 



樂天桃猿證件帶 葉Ｏ龍   A126XXX961 

樂天桃猿證件帶 李Ｏ傅   P122XXX404 

樂天桃猿證件帶 姚Ｏ如   T223XXX173 

樂天桃猿證件帶 李Ｏ恩   A121XXX130 

樂天桃猿證件帶 陳Ｏ瑀   N224XXX809 

樂天桃猿證件帶 陳Ｏ延   C121XXX461 

樂天桃猿證件帶 黃Ｏ揚   A125XXX891 

樂天桃猿證件帶 楊Ｏ雄   R121XXX360 

樂天桃猿證件帶 郭Ｏ華   L122XXX587 

 

 

 

恭喜以上中獎人，本公司將寄送中獎通知函至您留存於本公司之電子郵件信

箱，若有任何問題，請與本公司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