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獎項內容 上線鑽石

張淑婷 羅馬洋甘菊6瓶 張銘軒

張銘軒 羅馬洋甘菊4瓶 張銘軒

張簡志明 童琇曲 伉儷 羅馬洋甘菊3瓶，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4組 張簡志明 童琇曲 伉儷

李宜靜 羅馬洋甘菊3瓶 張簡志明 童琇曲 伉儷

黃怡瑋 羅馬洋甘菊3瓶 蘇玉收

黃瓊瑩 羅馬洋甘菊2瓶 吳宜達 林曉青 伉儷

黃懷萱 羅馬洋甘菊2瓶 葉姿青

李孟霞 羅馬洋甘菊2瓶 邱宥蓁

吳明亮 羅馬洋甘菊2瓶 王添雄 林秀琪 伉儷

邱玉玲 羅馬洋甘菊2瓶 Steven & Monica Hsiung

張育渝 羅馬洋甘菊2瓶 何惠雯

黃雅玲 羅馬洋甘菊2瓶 林宥語

黃筠芳 羅馬洋甘菊2瓶 王添雄 林秀琪 伉儷

王雅麗 羅馬洋甘菊2瓶 郭湘鍇 鄭舒方 伉儷

江紫緹 羅馬洋甘菊2瓶 Amber Lin

梁靜瑜 羅馬洋甘菊2瓶 吳翰霖 王語安 伉儷

洪雪鈴 羅馬洋甘菊2瓶 洪雪鈴

郭莉津 羅馬洋甘菊2瓶 郭時安

陳翠娥 羅馬洋甘菊2瓶 郭湘鍇 鄭舒方 伉儷

張珠芬 羅馬洋甘菊2瓶 郭湘鍇 鄭舒方 伉儷

陳靜儀 羅馬洋甘菊2瓶 陳斐妮

吳岱凌 羅馬洋甘菊2瓶 彭國慶 楊蕾馨 伉儷

呂宜琤 羅馬洋甘菊2瓶 張簡志明 童琇曲 伉儷

林思辰 羅馬洋甘菊2瓶 張簡志明 童琇曲 伉儷

陳沛瑄 羅馬洋甘菊2瓶 黃佳美

楊茗惠 羅馬洋甘菊2瓶 黃冠程

方依琳 羅馬洋甘菊2瓶 林靖

林秀璘 羅馬洋甘菊2瓶 鄭秀微

蔡茹萍 羅馬洋甘菊2瓶 謝馨霈

邱鳳娟 羅馬洋甘菊2瓶 謝馨霈

劉盈伶 羅馬洋甘菊2瓶 謝馨霈

孫御庭 羅馬洋甘菊2瓶 蘇玉收

林芯瑜 羅馬洋甘菊2瓶 王添雄 林秀琪 伉儷

謝佳珍 羅馬洋甘菊2瓶 吳佳蓉

廖文華 羅馬洋甘菊2瓶 彭國慶 楊蕾馨 伉儷

黃芳美 羅馬洋甘菊1瓶 管敏容

謝佩珊 羅馬洋甘菊1瓶 李亭逸

黃玉玲 羅馬洋甘菊1瓶 Herbal King Group Inc

石淑純 羅馬洋甘菊1瓶 Steven & Monica Hsiung

顏思翰 羅馬洋甘菊1瓶 Steven & Monica Hsi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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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佳鈴 羅馬洋甘菊1瓶 于晴安

謝斐淑 羅馬洋甘菊1瓶 邵怡閔

蘇琴媖 羅馬洋甘菊1瓶 郭湘鍇 鄭舒方 伉儷

張素月 羅馬洋甘菊1瓶 郭湘鍇 鄭舒方 伉儷

蘇晏霆 羅馬洋甘菊1瓶 郭開熏 蘇沛泠 伉儷

李佳馨 羅馬洋甘菊1瓶 張簡志明 童琇曲 伉儷

管敏容 羅馬洋甘菊1瓶 管敏容

盧英妮 羅馬洋甘菊1瓶 謝佳玲

趙筱文 羅馬洋甘菊1瓶 謝馨霈

邱毓瑋 羅馬洋甘菊1瓶 羅郁棋

凌萬鈺 羅馬洋甘菊1瓶 羅郁棋

吳文婷 羅馬洋甘菊1瓶 蘇文章 黃惠鈺 伉儷

李國湧 褚柏菁 伉儷 羅馬洋甘菊1瓶 李國湧 褚柏菁 伉儷

盧柏靜 羅馬洋甘菊1瓶 陳芳琪

許淑琴 羅馬洋甘菊1瓶 蘇玉收

洪儀芳 羅馬洋甘菊1瓶 Herbal King Group Inc

林禹彤 羅馬洋甘菊1瓶 Steven&Monica

張惠琴 羅馬洋甘菊1瓶 Wendy Wang

李初香 羅馬洋甘菊1瓶 Wendy Wang

羅怡柔 羅馬洋甘菊1瓶 Wendy Wang

臧彤 羅馬洋甘菊1瓶 Wendy Wang

鄭尹汝 羅馬洋甘菊1瓶 于晴安

魏有志 羅馬洋甘菊1瓶 王浿蓁

張杏而 羅馬洋甘菊1瓶 何惠雯

蘇慧芬 羅馬洋甘菊1瓶 何惠雯

宋依穎 羅馬洋甘菊1瓶 何惠雯

陳亭羽 羅馬洋甘菊1瓶 吳佳蓉

蔡雨蓁 羅馬洋甘菊1瓶 吳美虹

溫治軒 羅馬洋甘菊1瓶 吳美虹

邱婉婷 羅馬洋甘菊1瓶 鄭美玲

蘇伊鈴 羅馬洋甘菊1瓶 李秀雯

蘇翔雲 羅馬洋甘菊1瓶 李美旻

張恆珊 羅馬洋甘菊1瓶 李美旻

葉雲 羅馬洋甘菊1瓶 李家羚

沈千又 羅馬洋甘菊1瓶 李家羚

劉臻 羅馬洋甘菊1瓶 李家羚

周宜欣 羅馬洋甘菊1瓶 李惠娟

楊國彬 羅馬洋甘菊1瓶 李惠娟

彭于素 羅馬洋甘菊1瓶 官珮如

林佩珊 羅馬洋甘菊1瓶 林秀鳳

蕭嘉屏 羅馬洋甘菊1瓶 林宜蓁

黃郁蕎 羅馬洋甘菊1瓶 林宥語

陳茗芯 羅馬洋甘菊1瓶 林靖

邱宥蓁 羅馬洋甘菊1瓶 邱宥蓁

傅玉琴 羅馬洋甘菊1瓶 邵怡閔

黃佳慧 羅馬洋甘菊1瓶 邵怡閔

莊照卿 羅馬洋甘菊1瓶 邵怡閔

溫進利 羅馬洋甘菊1瓶 邵怡閔

陳慧盈 羅馬洋甘菊1瓶 施曾聖惠

蔡亦金 羅馬洋甘菊1瓶 施曾聖惠

張秀珠 羅馬洋甘菊1瓶 洪素如

撒忠鼎 羅馬洋甘菊1瓶 洪嘉璇

孫瀚祥 羅馬洋甘菊1瓶 孫德富 王錦雪 伉儷

李琬慈 羅馬洋甘菊1瓶 孫德富 王錦雪 伉儷

林紀均 羅馬洋甘菊1瓶 孫德富 王錦雪 伉儷

馮芝嫻 羅馬洋甘菊1瓶 孫德富 王錦雪 伉儷

沈顏素霞 羅馬洋甘菊1瓶 孫德富 王錦雪 伉儷

賴宛均 羅馬洋甘菊1瓶 莊永煬 徐涵沁 伉儷

何佩蓉 羅馬洋甘菊1瓶 高佳荷

羅惠玲 羅馬洋甘菊1瓶 張沛珊



劉俋均 羅馬洋甘菊1瓶 張銘軒

陳霈洹 羅馬洋甘菊1瓶 張銘軒

張宜卉 羅馬洋甘菊1瓶 張銘軒

吳秀瑩 羅馬洋甘菊1瓶 郭湘鍇 鄭舒方 伉儷

周錦鈴 羅馬洋甘菊1瓶 郭湘鍇 鄭舒方 伉儷

黃意如 羅馬洋甘菊1瓶 陳芳琪

陳芳琪 羅馬洋甘菊1瓶，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1組 陳芳琪

陳均米 羅馬洋甘菊1瓶 陳芳琪

溫若喬 羅馬洋甘菊1瓶 陳瑩甄

曾筱芬 羅馬洋甘菊1瓶 曾筱芬

林丹萍 羅馬洋甘菊1瓶 張簡志明 童琇曲 伉儷

王建茹 羅馬洋甘菊1瓶 張簡志明 童琇曲 伉儷

郭人瑜 羅馬洋甘菊1瓶 張簡志明 童琇曲 伉儷

李玟臻 羅馬洋甘菊1瓶 張簡志明 童琇曲 伉儷

伍幼詩 羅馬洋甘菊1瓶 馮依怡

洪瑋彤 羅馬洋甘菊1瓶 馮依怡

邱碧玉 羅馬洋甘菊1瓶 馮依怡

蔡貴年 羅馬洋甘菊1瓶 黃炙榮 張貞貞

楊珮淨 羅馬洋甘菊1瓶 黃炙榮 張貞貞

吳佳靜 羅馬洋甘菊1瓶 黃炙榮 張貞貞

黃瑞蔥 羅馬洋甘菊1瓶 黃瑞蘭

劉慧雯 羅馬洋甘菊1瓶 黃瑞蘭

黃瑞蘭 羅馬洋甘菊1瓶 黃瑞蘭

葉啟芬 羅馬洋甘菊1瓶 蔡譯瑩

劉玳爾 羅馬洋甘菊1瓶 蔡譯瑩

徐瑜婧 羅馬洋甘菊1瓶 鄭秀微

萬清蘭 羅馬洋甘菊1瓶 鄭秀微

葉娜君 羅馬洋甘菊1瓶 鄭美玲

陳相歷 羅馬洋甘菊1瓶 謝佳玲

江毓琪 羅馬洋甘菊1瓶 謝佳玲

謝佳玲 羅馬洋甘菊1瓶 謝佳玲

王妤潔 羅馬洋甘菊1瓶 謝佳玲

徐巧芸 羅馬洋甘菊1瓶 謝馨霈

賴淑芳 羅馬洋甘菊1瓶 謝馨霈

何佩珍 羅馬洋甘菊1瓶 謝馨霈

謝璧如 羅馬洋甘菊1瓶 謝馨霈

張珮綺 羅馬洋甘菊1瓶 鍾泓翊

王宛瑜 羅馬洋甘菊1瓶 顏秋滿

黃琡娟 羅馬洋甘菊1瓶 羅郁棋

古蘇娜 羅馬洋甘菊1瓶 羅郁棋

馬育晴 羅馬洋甘菊1瓶 蘇玉收

李宜庭 羅馬洋甘菊1瓶 蘇玉收

吳素惠 羅馬洋甘菊1瓶 蘇玉收

曾鈺閔 羅馬洋甘菊1瓶 王添雄 林秀琪 伉儷

林秋蘭 羅馬洋甘菊1瓶 王添雄 林秀琪 伉儷

詹于霆 羅馬洋甘菊1瓶 王添雄 林秀琪 伉儷

簡玉玲 羅馬洋甘菊1瓶 王浿蓁

莊巧菁 羅馬洋甘菊1瓶 蘇玉收

盧昕玉 羅馬洋甘菊1瓶 吳美虹

鄭湘蓁 羅馬洋甘菊1瓶 吳蕙真

王瑞雪 羅馬洋甘菊1瓶 李家羚

黃柔 羅馬洋甘菊1瓶 林靖

彭馨慧 羅馬洋甘菊1瓶 彭國慶 楊蕾馨 伉儷

蔡惠君 羅馬洋甘菊1瓶 張簡志明 童琇曲 伉儷

郭小鈴 羅馬洋甘菊1瓶 張簡志明 童琇曲 伉儷

楊主正 羅馬洋甘菊1瓶 黃冠程

翁雅意 羅馬洋甘菊1瓶 林靖

蔡心怡 羅馬洋甘菊1瓶 謝馨霈

石嘉禎 羅馬洋甘菊1瓶 謝馨霈

紀韋同 羅馬洋甘菊1瓶 王添雄 林秀琪 伉儷



曾品穎 羅馬洋甘菊1瓶 于晴安

洪淑如 羅馬洋甘菊1瓶 張銘益

楊心怡 羅馬洋甘菊1瓶 鄭秀微

胡凱綺 羅馬洋甘菊1瓶 謝馨霈

林佳貞 羅馬洋甘菊1瓶 羅郁棋

吳嘉雯 羅馬洋甘菊1瓶 黃瀞瑩

廖淑純 羅馬洋甘菊1瓶 郭時安

李輝蘭 羅馬洋甘菊1瓶 黃佳美

林昭助 羅馬洋甘菊1瓶 林宜蓁

吳靖婷 羅馬洋甘菊1瓶 黃炙榮 張貞貞

盧思羽 羅馬洋甘菊1瓶 吳東翰

梁敏玲 羅馬洋甘菊1瓶 蘇玉收

黃彥銘 羅馬洋甘菊1瓶 蘇文章 黃惠鈺 伉儷

謝月文 羅馬洋甘菊1瓶 謝月文

謝月玲 羅馬洋甘菊1瓶 謝月文

邱賴月霞 羅馬洋甘菊1瓶 謝月文

陳佳秀 羅馬洋甘菊1瓶 王濟政

陳靖宣 羅馬洋甘菊1瓶 蘇文章 黃惠鈺 伉儷

張安晴 羅馬洋甘菊1瓶 吳翰霖 王語安 伉儷

陳又綾 羅馬洋甘菊1瓶 黃佳美

王德蓉 羅馬洋甘菊1瓶 蔡昊衡

王孟愉 羅馬洋甘菊1瓶 羅郁棋

黃惠玲 羅馬洋甘菊1瓶 臧惠瀅

張子圓 羅馬洋甘菊1瓶 Wendy Wang

奚嘉穗 羅馬洋甘菊1瓶 蘇玉收

張惠蓉 羅馬洋甘菊1瓶 蘇玉收

孫銘君 羅馬洋甘菊1瓶 孫羽欣

袁子惠 羅馬洋甘菊1瓶 謝月文

左鎮榮 羅馬洋甘菊1瓶 左采亭

連玉芬 羅馬洋甘菊1瓶 林宜蓁

吳陳雅蕙 羅馬洋甘菊1瓶 林宜蓁

張銘益 羅馬洋甘菊1瓶 張銘益

游謹華 羅馬洋甘菊1瓶 偕美瑛

林郁偉 羅馬洋甘菊1瓶 林靖

耿美琴 羅馬洋甘菊1瓶 林靖

胡智彰 羅馬洋甘菊1瓶 蘇文章 黃惠鈺 伉儷

李怡佩 羅馬洋甘菊1瓶 張簡志明 童琇曲 伉儷

莊淇扉 羅馬洋甘菊1瓶 蘇文章 黃惠鈺 伉儷

曾潘奕子 羅馬洋甘菊1瓶 蘇文章 黃惠鈺 伉儷

楊舒惠 羅馬洋甘菊1瓶 陳新傑

陳玟伶 羅馬洋甘菊1瓶 張簡志明 童琇曲 伉儷

方美瓊 羅馬洋甘菊1瓶 李宥瑩

蘇玉收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3組 蘇玉收

羅郁棋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2組 羅郁棋

黃芷釩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2組 黃芷釩

李惠娟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2組 李惠娟

陳淑芬 張佳玲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2組 陳淑芬 張佳玲

鄭秀微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1組 鄭秀微

黃柏翰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1組 林靖

孫德富 王錦雪 伉儷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1組 孫德富 王錦雪 伉儷

彭國慶 楊蕾馨 伉儷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1組 彭國慶 楊蕾馨 伉儷

李宥瑩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1組 李宥瑩

李家羚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1組 李家羚

蘇文章 黃惠鈺 伉儷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1組 蘇文章 黃惠鈺 伉儷

于晴安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1組 于晴安

吳宜達 林曉青 伉儷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1組 吳宜達 林曉青 伉儷

邵怡閔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1組 邵怡閔

李美旻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1組 李美旻

施曾聖惠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1組 施曾聖惠

林宥語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1組 林宥語



吳佳蓉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1組 吳佳蓉

莊永煬 徐涵沁 伉儷 呵護系列玫瑰、茉莉、橙花精油1組 莊永煬 徐涵沁 伉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