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分公司名稱 身份證字號後兩碼 客戶姓名營業員姓名 序號
分公司名

稱
身份證字號後兩碼客戶姓名營業員姓名

1 三重 98 邱○山 曾○穎 51 忠孝 70 劉○呈 黃○秀

2 三重 11 黃○智 陳○蓉 52 板橋 39 高○峰 李○青

3 三重 93 孫○瑋 李○真 53 板橋 54 林○億 林○薇

4 三重 82 陳○宜 鄧○霖 54 板橋 64 詹○璇 林○薇

5 三峽 98 簡○泰 秦○玲 55 板橋 37 李○豪 紀○玲

6 三峽 49 徐○君 陳○宗 56 花蓮 65 周○德 蘇○誠

7 土城 13 葉○汝 蔡○女 57 信義 30 鍾○○蘭鍾○潔

8 士林 42 何○璋 蔡○男 58 信義 75 陳○如 陳○軒

9 士林 24 李○楠 張○晟 59 南京 84 柯○騰 王○雲

10 士林 58 楊○鴻 蔡○男 60 屏東 38 鄭○鈞 李○祺

11 士林 06 黃○美 張○晟 61 員林 59 黃○信 李○芬

12 士林 75 楊○萍 蔡○男 62 員林 14 王○芳 龍○振

13 士林 79 呂○樺 張○晟 63 桃園 71 吳○其 黃○琪

14 士林 86 游○諺 蔡○男 64 高雄 84 陳○丞 蔡○寬

15 中山 63 王○旭 劉○揚 65 高雄 56 李○昌 陳○薇

16 中和 12 黃○麟 許○娟 66 高雄 67 蔡○諺 黃○慧

17 中和 69 吳○芬 呂○娟 67 高雄 74 黃○瑞 莊○琪

18 中和 25 蕭○良 劉○翔 68 高雄 67 黃○華 郭○雯

19 中壢 71 陳○維 鄭○馨 69 高雄 81 邱○詠 王○凱

20 內湖 47 黃○璇 林○晴 70 復興 92 吳○臻 翁○峰

21 內湖 37 尤○殷 林○元 71 復興 58 張○鈞 邵○玲

22 內湖 60 張○和 林○元 72 復興 37 洪○翔 陳○文

23 內湖 91 王○惠 吳○璇 73 景美 12 何○英 藍○玉

24 文化 09 蔡○宇 陳○凱 74 園區 65 邱○子 顏○玉

25 斗六 91 張○禎 黃○敏 75 園區 30 王○評 彭○菁

26 斗六 07 王○農 謝○燕 76 園區 65 蘇○仁 黃○櫻

27 斗六 32 林○蓁 吳○宏 77 園區 37 許○彥 翁○志

28 木柵 25 吳○智 廖○馨 78 新竹 06 連○宗 陳○元

29 木柵 01 李○泰 何○函 79 新竹 32 王○雲 陳○元

30 木柵 10 魏○虔 陳○潔 80 新竹 51 陳○茹 林○汝

31 北高雄 34 馬○菱 郭○伶 81 新莊 72 呂○瑩 林○月

32 北高雄 71 陳○汝 郭○伶 82 新莊 08 程○娟 蔡○美

33 台南 89 高○展 林○偉 83 新莊 74 王○錡 陳○華

34 竹北 26 林○為 林○雯 84 新莊 08 林○任 黃○芬

35 竹北 54 許○麟 魏○君 85 新莊 72 徐○勝 陳○卉

36 竹北 38 劉○彥 戴○鴻 86 新莊 35 胡○程 陳○卉

37 竹北 17 江○彥 吳○紋 87 新莊 30 徐○歆 陳○卉

38 竹北 69 蔡○行 魏○君 88 鳳山 09 蘇○璋 黃○瑋

39 竹北 31 鄭○方 魏○君 89 鳳山 29 李○仁 黃○慧

40 和美 51 林○泰 吳○鳳 90 鳳山 48 謝○琴 簡○霖

41 和美 20 曾○筌 辛○治 91 鳳山 83 蔡○泰 黃○慧

42 和美 65 林○澄 吳○鳳 92 鳳山 53 陳○明 林○龍

43 和美 22 林○佑 林○宏 93 頭份 17 徐○霆 朱○芝

44 宜蘭 75 張○暘 張○榮 94 營業處 71 陳○月 黃○芬

45 宜蘭 18 吳○暐 朱○宏 95 營業處 42 胡○發 黃○菊

46 宜蘭 13 游○芯 薛○霖 96 營業處 31 戴○錦 游○翔

47 宜蘭 48 黃○真 蔡○芬 97 豐原 26 李○津 葉○坡

48 宜蘭 67 林○珍 陳○瑩 98 豐原 39 顏○翔 廖○鈞

49 宜蘭 10 黃○雲 薛○霖 99 豐原 43 鄭○財 廖○鈞

50 忠孝 41 連○婷 鄭○婷 100 雙和 14 于○珍 施○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