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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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中獎名單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陳O平 A124XXX377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王O裕 P122XXX689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陳O萍 D220XXX244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林O傑 Q120XXX897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陳O軒 A128XXX213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張O文 F227XXX256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婁O慈 H123XXX506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洪O峻 F128XXX985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范O華 F124XXX083 

樂天桃猿球員簽名球含框 曾O擎 H124XXX844 

球員背號T 簡O明 F125XXX512 

球員背號T 姚O如 T223XXX173 

球員背號T 吳O達 A128XXX173 

球員背號T 鄭O彤 A223XXX503 

球員背號T 張O軒 N125XXX034 

球員背號T 藍O佑 A126XXX238 

球員背號T 陳O利 E221XXX804 



球員背號T 王O博 A124XXX671 

球員背號T 林O安 U221XXX896 

球員背號T 黃O昌 G121XXX506 

主客場球迷帽 江O齊 A228XXX322 

主客場球迷帽 謝O強 K120XXX010 

主客場球迷帽 吳O萍 D221XXX827 

主客場球迷帽 莊O如 E220XXX821 

主客場球迷帽 劉O欣 H223XXX102 

主客場球迷帽 李O億 A122XXX053 

主客場球迷帽 蘇O評 T123XXX138 

主客場球迷帽 林O宜 U220XXX719 

主客場球迷帽 羅O禮 S122XXX008 

主客場球迷帽 蔡O謀 S123XXX283 

樂天桃猿毛巾 鄒O杉 U220XXX376 

樂天桃猿毛巾 張O偉 K121XXX151 

樂天桃猿毛巾 林O怡 F225XXX154 

樂天桃猿毛巾 邱O煒 R123XXX729 

樂天桃猿毛巾 廖O鋒 H125XXX016 

樂天桃猿毛巾 陳O甫 E123XXX875 

樂天桃猿毛巾 王O志 L120XXX087 

樂天桃猿毛巾 鄒O耀 H122XXX066 

樂天桃猿毛巾 何O鵬 H122XXX798 

樂天桃猿毛巾 吳O綸 F125XXX504 

樂天桃猿證件帶 鄭O翔 C121XXX573 

樂天桃猿證件帶 張O維 N121XXX051 

樂天桃猿證件帶 徐O子 H221XXX564 

樂天桃猿證件帶 羅O苗 K220XXX965 

樂天桃猿證件帶 羅O逸 C121XXX119 

樂天桃猿證件帶 歐O禎 H220XXX500 

樂天桃猿證件帶 李O倫 M122XXX295 

樂天桃猿證件帶 鄭O翔 V121XXX658 

樂天桃猿證件帶 陳O勝 A123XXX091 

樂天桃猿證件帶 吳O憲 A126XXX230 

樂天桃猿證件帶 呂O立 E124XXX446 

樂天桃猿證件帶 莊O綺 H222XXX164 

樂天桃猿證件帶 林O穎 E123XXX966 

樂天桃猿證件帶 王O欽 H122XXX815 



樂天桃猿證件帶 何O宇 F125XXX615 

樂天桃猿證件帶 岳O雄 H121XXX299 

樂天桃猿證件帶 黃O輝 F129XXX658 

樂天桃猿證件帶 周O權 N124XXX799 

樂天桃猿證件帶 王O翔 Q122XXX202 

樂天桃猿證件帶 謝O璋 F125XXX396 

樂天桃猿證件帶 黃O養 P122XXX690 

樂天桃猿證件帶 郭O華 L122XXX587 

樂天桃猿證件帶 羅O景 H122XXX698 

樂天桃猿證件帶 陳O儒 L124XXX492 

樂天桃猿證件帶 楊O文 F226XXX785 

樂天桃猿證件帶 何O儒 H223XXX941 

樂天桃猿證件帶 潘O宇 C121XXX631 

樂天桃猿證件帶 林O德 S123XXX360 

樂天桃猿證件帶 胡O明 K120XXX361 

樂天桃猿證件帶 賴O娟 L222XXX713 

樂天桃猿鑰匙圈 楊O旭 U120XXX949 

樂天桃猿鑰匙圈 鐘O閔 N120XXX866 

樂天桃猿鑰匙圈 羅O倫 H123XXX797 

樂天桃猿鑰匙圈 李O緯 F225XXX703 

樂天桃猿鑰匙圈 謝O昕 N124XXX943 

樂天桃猿鑰匙圈 商O傑 B122XXX130 

樂天桃猿鑰匙圈 尤O誥 F126XXX506 

樂天桃猿鑰匙圈 莊O淳 H123XXX010 

樂天桃猿鑰匙圈 康O揚 K121XXX987 

樂天桃猿鑰匙圈 黃O霖 K122XXX906 

樂天桃猿鑰匙圈 江O哲 G121XXX524 

樂天桃猿鑰匙圈 陳O瑋 F129XXX435 

樂天桃猿鑰匙圈 李O原 S123XXX798 

樂天桃猿鑰匙圈 陸O諺 A124XXX718 

樂天桃猿鑰匙圈 蔡O樺 S123XXX238 

樂天桃猿鑰匙圈 吳O方 A127XXX387 

樂天桃猿鑰匙圈 許  E200XXX747 

樂天桃猿鑰匙圈 連O廷 F128XXX004 

樂天桃猿鑰匙圈 張O榮 H223XXX766 

樂天桃猿鑰匙圈 李O宏 E121XXX642 

樂天桃猿鑰匙圈 薛O仲 S124XXX380 



樂天桃猿鑰匙圈 儒 N124XXX123 

樂天桃猿鑰匙圈 吳O泰 R123XXX692 

樂天桃猿鑰匙圈 林O志 O100XXX457 

樂天桃猿鑰匙圈 張O溥 A125XXX029 

樂天桃猿鑰匙圈 曾O棠 D120XXX327 

樂天桃猿鑰匙圈 金O中 H123XXX085 

樂天桃猿鑰匙圈 賴O格 A122XXX812 

樂天桃猿鑰匙圈 徐O潔 H222XXX002 

樂天桃猿鑰匙圈 吳O諺 F126XXX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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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