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名稱：春遊好趣處． Gofun 好好玩 

活動期間：102 年 2 月 8 日起至同年 2 月 28 日止 

 

獲獎名單：Gofun 旅遊達人獎-頭獎 

恭喜以下會員可獲得「來去白米玩」 (價值 2,000 元/組) 

序號 姓名 帳號 

1 洪*智 ch***36@yahoo.com.tw 

2 彭*君 hi***i_0812@hotmail.com 

3 何  * yo***is72@hotmail.com 

4 劉*豪 li***iahao@pcschool.com.tw 

5 陳*華 ev***33@yahoo.com.tw 

 

獲獎名單：Gofun 旅遊達人獎-二獎 

恭喜以下會員可獲得「啡焰之舞烏魚子禮盒」 (價值 1600 元/組) 

序號 姓名 帳號 

1 洪*儀 en***535@yahoo.com.tw 

2 陳*竹 vi***nt60403@yahoo.com.tw 

3 許*貞 qu***a0715@yahoo.com.tw 

4 王*君 ju***41213@yahoo.com.tw 

5 沈*珊 ki***mikokimo@yahoo.com.tw 

 

獲獎名單：Gofun 旅遊達人獎-三獎 

恭喜以下會員可獲得「苦茶油(山茶油)」 (價值 1200 元/個) 

 

序號 姓名 帳號 序號 姓名 帳號 

1 傅*黎 ki***812@gmail.com 11 巫*涵 ir***wsi@yahoo.com.tw 

2 張*娟 en***366@yahoo.com.tw 12 葉*媛 he***gina@hotmail.com 

3 林*樹 lu***in070@gmail.com 13 陳*銘 eg***eful@gmail.com 

4 曾*韻 ta***ccc@xuite.net 14 黃*陽 su***27@seed.net.tw 

5 鄧*鳳 an***7111@yahoo.com.tw 15 陳*娟 ja***6@yahoo.com.tw 

6 黃*賢 ya***an827@gmail.com 16 陳*雲 ky***n88@ms59.hinet.net 

7 范*玲 fa***6933@gmail.com 17 許*庭 an***a@pcschool.com.tw 

8 黃*雯 er***huang@gmail.com 18 林*君 tg***175@rseaec.com.tw 

9 劉*毅 we***nlu@hotmail.com 19 彭*龍 ke***@aiet.com.tw 

10 歐*廷 in***0@gmail.com 20 陳*香 th***sa12242000@yahoo.com.tw 



 

獲獎名單：Gofun 旅遊達人獎-四獎 

恭喜以下會員可獲得「忘憂三寶米」 (價值 450 元/個) 

 

獲獎名單：Gofun 旅遊達人獎-五獎 

恭喜以下會員可獲得「手工藍衫包包」 (價值 180 元/個) 

序號 姓名 帳號 序號 姓名 帳號 

1 洪*瑄 si***11@yahoo.com.tw 16 曹*真 pi***gooxx@yahoo.com.tw 

2 蔡*容 a1***520@yahoo.com.tw 17 陳*宏 ek***168@gmail.com 

3 譚*弘 rm***2u04j06@yahoo.com.tw 18 洪*珊 Mi***20630@yahoo.com.tw 

4 陳*成 mp***42002@yahoo.com.tw 19 廖*芳 eo***ebe@gmail.com 

5 林*芳 br***er1964@gmail.com 20 曹*修 ji***hia@gmail.com 

6 許*祥 sm***bear628@yahoo.com.tw 21 顏*如 qo***3566@yahoo.com.tw 

7 吳*程 sa***i65@gmail.com 22 廖*蘋 av***ion@yahoo.com.tw 

8 王*政 gr***ball@gmail.com 23 廖*義 e0***010@gmail.com 

9 巫*如 gd***8745@yahoo.com.tw 24 林*慧 e6***001@gmail.com 

10 林*華 su***1236661@yahoo.com.tw 25 賴*如 jo***ai0427@gmail.com 

11 蔡*倫 st***sai27@gmail.com 26 朱*鎮 ed***723@hotmail.com 

12 張*鈞 ch***.terry@yuanta.com 27 林*美 ch***8@gmail.com 

13 黃*青 gr***0703@hotmail.com 28 彭*帆 ki***812@yahoo.com.tw 

14 余*峰 ta***z2001@gmail.com 29 曹*意 ch***jia@hotmail.com 

15 莊*融 lo***n0630@hotmail.com 30 陳*嘉 ts***kake@gmail.com 

序號 姓名 帳號 序號 姓名 帳號 

1 陳*信 pi***eny@gmail.com 21 蕭*籐 we***20051986@hotmail.com 

2 洪*儀 en***636@yahoo.com.tw 22 洪*賢 di***88@yahoo.com.tw 

3 李*惠 wi***43@yahoo.com.tw 23 李*毅 ke***.tw@yahoo.com.tw 

4 馬*英 an***a.homespa@gmail.com 24 蔡*倫 em***pinkk@yahoo.com.tw 

5 李*茹 al***cschool.com.tw 25 吳*惠 r5***7@yahoo.com.tw 

6 蔡*玲 li***an0106@yahoo.com.tw 26 何*儀 gr***ho1027@Yahoo.com.tw 

7 楊*貞 jn***97607@yahoo.com.tw 27 劉*芬 vi***iu@feib.com.tw 

8 洪*蓉 ru***419@yahoo.com.tw 28 張*瑋 go***01@yahoo.com.tw 

9 翁*棋 ar***_weng@hotmail.com 29 許*茗 ce***ntes2236@yahoo.com.tw 

10 簡*輝 cs***8csh@gmail.com 30 洪*筠 si***7211@yahoo.com.tw 

11 陳*安 lo***hyi520@yahoo.com.tw 31 許*娥 e0***010@yahoo.com.tw 

12 許*祥 ar***r40913@hotmail.com 32 李*純 ap***vivi68@yahoo.com.tw 

13 陳*真 oo***en65@msa.hinet.net 33 余*蓮 ti***918@gmail.com 

14 黃*瑩 ke***@aiet.com.tw 34 楊*雯 de***e@pcschool.com.tw 

15 吳*珈 oo***n@ms83.url.com.tw 35 朱*伃 ma***09@yahoo.com.tw 



 

 

 

獲獎名單：歡樂春遊趣獎 

恭喜以下會員可獲得「驅蚊禮盒組」 (價值 300 元/組) 

序號 姓名 帳號 序號 姓名 帳號 

1 張*娟 en***66@yahoo.com.tw 26 簡*水 cs***csh@yahoo.com.tw 

2 陳*婷 sa***ch@gmail.com 27 林*芳 br***r1964@gmail.com 

3 李*惠 wi***3@yahoo.com.tw 28 林*華 su***236661@yahoo.com.tw 

4 洪*賢 di***8@yahoo.com.tw 29 彭*君 hi***_0812@hotmail.com 

5 吳*珈 oo***@ms83.url.com.tw 30 蔡*霖 ch***n@aiet.com.tw 

6 楊*雯 de***@pcschool.com.tw 31 蔡*玲 li***n0106@yahoo.com.tw 

7 洪*儀 en***35@yahoo.com.tw 32 黃*瑩 ke***aiet.com.tw 

8 許*娥 e0***10@yahoo.com.tw 33 何  * yo***s72@hotmail.com 

9 馬*英 an***.homespa@gmail.com 34 黃*菁 ev***ng@cc.shu.edu.tw 

10 洪*筠 si***211@yahoo.com.tw 35 黃*賢 ya***n827@gmail.com 

11 楊*貞 jn***7607@yahoo.com.tw 36 范*玲 fa***933@gmail.com 

12 鄧*鳳 an***111@yahoo.com.tw 37 黃*雯 er***uang@gmail.com 

13 傅*黎 ki***12@gmail.com 38 王*君 ju***1213@yahoo.com.tw 

14 吳*程 sa***65@gmail.com 39 蔡*倫 st***ai27@gmail.com 

15 曾*韻 ta***cc@xuite.net 40 蕭*籐 we***0051986@hotmail.com 

16 林*美 ch***@gmail.com 41 李*茹 al***school.com.tw 

17 陳*安 lo***yi520@yahoo.com.tw 42 張*鈞 ch***terry@yuanta.com 

18 邱*勇 ma***12@hotmail.com 43 李*毅 ke***tw@yahoo.com.tw 

19 陳*真 oo***n65@msa.hinet.net 44 劉*毅 we***lu@hotmail.com 

20 洪*儀 su***36@yahoo.com.tw 45 歐*廷 in***@gmail.com 

21 吳*澧 oo***65@yahoo.com.tw 46 蔡*倫 em***inkk@yahoo.com.tw 

22 簡*輝 cs***csh@gmail.com 47 吳*惠 r5***@yahoo.com.tw 

23 陳*信 pi***ny@gmail.com 48 黃*青 gr***703@hotmail.com 

24 王*政 gr***all@gmail.com 49 陳*成 mp***2002@yahoo.com.tw 

25 巫*如 gd***745@yahoo.com.tw 50 陳*竹 vi***t60403@yahoo.com.tw 

16 簡*水 cs***5csh@yahoo.com.tw 36 王*麟 ch***88_91@hotmail.com 

17 蔡*霖 ch***an@aiet.com.tw 37 陳*姍 vi***nne@pcschool.com.tw 

18 洪*慶 gi***66@yahoo.com.tw 38 洪*儀 su***636@yahoo.com.tw 

19 吳*澧 oo***n65@yahoo.com.tw 39 黃*琇 ev***n@pcschool.com.tw 

20 黃*菁 ev***ang@cc.shu.edu.tw 40 廖*環 ve***kiwi@gmail.com 



 
 

獲獎名單：歡樂春遊趣獎 

恭喜以下會員可獲得「驅蚊禮盒組」 (價值 300 元/組) 

序號 姓名 帳號 序號 姓名 帳號 

51 余*峰 ta***2001@gmail.com 76 洪*智 ch***6@yahoo.com.tw 

52 莊*融 lo***0630@hotmail.com 77 賴*如 jo***i0427@gmail.com 

53 曹*真 pi***ooxx@yahoo.com.tw 78 朱*鎮 ed***23@hotmail.com 

54 何*儀 gr***o1027@Yahoo.com.tw 79 陳*娟 ja***@yahoo.com.tw 

55 劉*芬 vi***u@feib.com.tw 80 朱*伃 ma***9@yahoo.com.tw 

56 張*瑋 go***1@yahoo.com.tw 81 王*麟 ch***8_91@hotmail.com 

57 巫*涵 ir***si@yahoo.com.tw 82 彭*帆 ki***12@yahoo.com.tw 

58 陳*宏 ek***68@gmail.com 83 陳*華 ev***3@yahoo.com.tw 

59 洪*珊 Mi***0630@yahoo.com.tw 84 陳*雲 ky***88@ms59.hinet.net 

60 葉*媛 he***ina@hotmail.com 85 陳*嘉 ts***ake@gmail.com 

61 廖*芳 eo***be@gmail.com 86 許*庭 an***@pcschool.com.tw 

62 陳*銘 eg***ful@gmail.com 87 林*君 tg***75@rseaec.com.tw 

63 許*茗 ce***tes2236@yahoo.com.tw 88 陳*姍 vi***ne@pcschool.com.tw 

64 曹*修 ji***ia@gmail.com 89 黃*琇 ev***@pcschool.com.tw 

65 黃*陽 su***7@seed.net.tw 90 洪*瑄 si***1@yahoo.com.tw 

66 洪*慶 gi***6@yahoo.com.tw 91 張*森 sa***50610@gmail.com 

67 廖*蘋 av***on@yahoo.com.tw 92 曹*意 ch***ia@hotmail.com 

68 廖*義 e0***10@gmail.com 93 彭*龍 ke***aiet.com.tw 

69 洪*儀 en***36@yahoo.com.tw 94 顏*如 qo***566@yahoo.com.tw 

70 李*純 ap***ivi68@yahoo.com.tw 95 翁*棋 ar***weng@hotmail.com 

71 余*蓮 ti***18@gmail.com 96 洪*蓉 ru***19@yahoo.com.tw 

72 林*慧 e6***01@gmail.com 97 廖*環 ve***iwi@gmail.com 

73 沈*珊 ki***ikokimo@yahoo.com.tw 98 陳*香 th***a12242000@yahoo.com.tw 

74 盧*春 e6***01@yahoo.com.tw 99 陳*潔 an***107132000@yahoo.com.tw 

75 劉*豪 li***ahao@pcschool.com.tw 100 林*華 th***a12242@xuit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