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獎名單】開春換匯抽好禮，最大獎抽 iPhone 12 Pro 

活動資格：凡於活動期間內，透過星展行動銀行「星展 digibank App」、星展個人網路銀行或星展 i

客服換匯，單筆換匯金額達等值 NT$ 50,000（含）以上，即可獲得一次抽獎機會，抽獎機會累積無

上限。  

活動期間：2021/1/1~2021/3/31 

回饋時間與方式： 

1. 本活動不適用於本行在職員工。 

2. 本行非活動贈品之發行人或供應商，與其等並無代理、合夥、經紀或提供保證之關係，本行對贈

獎商品不負任何擔保責任，其瑕疵與保固請逕洽供應商或發行人。 

3. 於本行寄送及客戶領取活動獎項時，客戶於本行之活存帳戶須為有效且仍為本行網路/行動銀行

客戶，否則喪失獲獎資格。本活動之獲獎資格以本行電腦系統之紀錄與本行認定為準，本行保留

確認客戶是否符合本活動參加資格及獲獎資格之權利。 

4.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之規定，參加本抽獎活動所得中獎禮品，如單一中獎之禮品之價值超過 

NT$20,000 者，須先扣繳或預繳 10%稅金（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無論金額多寡，依法負

擔贈品價值之 20%稅金）。如中獎人（同一納稅義務人）全年累積之獎金及禮品價值超過 

NT$1,000，但未達 NT$20,000 者，依照現行稅法規定，本行將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不再寄

發扣繳憑單給客戶。敬請客戶記得將該所得納入個人綜合所得辦理稅務申報事宜。客戶除可向本

行查詢該筆所得之外，亦可於所得稅報稅期間透過自然人憑證或臨櫃向稽徵機關查詢。中獎者有

義務提供稅法上所需之個人資料及身分證影本，不願繳交稅金、個人資料或身分證影本者，視同

放棄得獎權利。 

 

中獎名單： 

獎項 人次 得獎人 

iPhone 12 Pro Max 1 名 葉★海 

Dyson 吹風機 1 名 林★香 

Apple Watch Series 6 1 名 簡★惠 

 

 

 

 

 

 

 

 

 

 

 

 



 

 

 

 

【得獎名單】換匯新戶獎上加獎，線上換匯加碼享 7-11 電子禮券 NT$100 

活動資格：每月限前 500 名換匯新戶於活動期間內，首筆線上換匯交易達等值 NT$ 50,000（含），該

名新戶除可享開春換匯抽獎機會外，可再享有 7-11 電子禮券 NT$100，共 1,500 名，每名客戶限回饋

一次。 

 

活動期間：2021/1/1~2021/3/31 

回饋時間與方式： 

1. 本活動不適用於本行在職員工。 

2. 本行非活動贈品之發行人或供應商，與其等並無代理、合夥、經紀或提供保證之關係，本行對贈

獎商品不負任何擔保責任，其瑕疵與保固請逕洽供應商或發行人。 

3. 換匯新戶係指 2021/1/1 至 2021/3/31 新加入客戶或既有星展客戶過去一年（2020/1/1 至

2020/12/31）未曾使用過線上換匯服務。 

4. 換匯新戶於活動期間之首筆換匯單筆金額達等值 NT$ 50,000（含）享 7-11 電子禮券 NT$ 

100，每月以 500 份為限，活動期間共 1,500 份。同一客戶獲得 7-11 禮券以一次為限，不得

重複領取，若新戶辦理首筆交易時已逾該月 500 名限額，則無法獲得本活動之電子禮券

（即使於次月活動期間內再辦理換匯交易亦無法取得獲獎資格），但仍可參與線上抽獎活

動。本活動不含預約/週期性轉帳。活動結束後將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含）以前以簡訊方

式傳送兌換序號至獲贈客戶留存於本行之行動電話號碼，若未留存行動電話號碼者，將以

電子郵件傳送至客戶留存於本行之電子郵箱。本項所指之換匯交易，包含但不限於新台幣

與外幣間轉帳、外幣不同幣別之間轉帳、辦理外幣匯款或購買匯票時以非匯款或票面幣別

扣款等交易。 

5. 7-11 電子禮券使用使用問題請洽安源資訊客服專線：（02）2659-9900（服務時間：周一至周

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6：00） 

 

 

 

 

 

 

 

 

 

 

 

 

 

 

 



中獎名單： 

2021 年 1 月獲獎人 

廖★洋 吳★民 李★鳳 莊★榮 周★詩 陳★全 康★瑞 

謝★輝 王★玉 陳★池 張★文 黃★凡 李★明 莊★華 

楊★任 蔡★葶 黃★蘭 林★偉 曲★安 曾★方 蘇★鳳 

陳★詮 許★信 傅★杰 鄭★甫 陳★敏 HW★★★N 蘇★蘋 

曾★鈞 章★星 李★昌 林★樹 劉★瑞 李★倫   

劉★華 施★吉 黃★誠 林★文 陳★群 林★熙   

葉★淳 陳★鳳 詹★蘋 羅★興 張★正 梁★杰   

陳★翔 賴★珍 林★洋 呂★綺 陳★伊 劉★雲   

蘇★誠 林★平 邱★珠 陳★貴 曾★璋 顏★芸   

陳★光 吳★恬 許★穆 陳★寶 林★英 簡★萍   

蘇★惠 侯★蘭 黃★菲 羅★華 陳★穗 李★諹   

施★菁 莊★婷 陳★茵 洪★猛 江★政 沈★諭   

張★玫 周★薇 徐★薇 林★君 詹★美 李★華   

陳★銘 林★瀅 徐★彥 王★都 楊★雯 黃★珅   

侯★花 劉★愛 王★苡 周★宇 黃★娥 林★涵   

黃★吟 陳★明 楊★青 楊★傑 余★薇 馬★哲   

黃★艇 張★境 林★禾 涂★芳 田★中 王★輝   

張★杰 朱★妘 傅★菲 張★★釵 王★芳 王★娟   

蔡★發 黃★源 王★勻 曾★煜 蘇★川 謝★辰   

王★珠 張★馨 林★香 廖★君 許★倫 徐★鈞   

林★妤 徐★儀 楊★錦 陳★玲 黃★閔 籃★傑   

李★筠 賴★喬 廖★順 蕭★菁 林★修 洪★瑄   

黃★慶 朱★瓊 魏★秀 粘★惠 王★唯 宋★芳   

林★娟 陳★昇 林★★香 何★如 蕭★穎 陳★純   

廖★鈴 張★榮 柯★仲 梁★雄 吳★香 黃★梅   

洪★★★ 莊★珈 許★和 林★常 朱★榕 謝★惠   

饒★君 黃★倩 郭★仁 詹★文 高★桓 馬★穎   

袁★嬌 陳★成 陳★員 熊★華 李★駒 黃★晶   

佘★璋 林★年 林★璋 吳★彥 黃★英 陳★官   

陳★銘 鄭★婷 林★蘭 呂★麟 許★欣 李★★★   

迮★嵐 于★玲 蕭★絜 梁★璧 楊★岳 王★婷   

林★財 劉★似 謝★志 李★賢 林★忠 王★豪   

葉★海 李★玲 李★鈴 王★仁 劉★真 陳★媛   

陳★芬 許★麟 鍾★章 余★賢 盧★穎 顏★臻   

 

 

 

 

 



2021 年 2 月獲獎人 

康★泰 鄭★濤 楊★芸 楊★明 趙★希 李★軒 

游★瑤 劉★諺 黃★儒 林★祥 鄭★君 許★文 

李★華 洪★全 賴★生 林★韻 莊★蓉 李★頴 

洪★斌 林★信 趙★慧 林★宏 蔡★儀 葉★貞 

劉★良 廖★菁 謝★真 李★凱 沈★琦 胡★凱 

王★正 陳★傑 梁★馨 鄭★宜 沈★哲 陳★娟 

詹★強 蔡★君 曾★筌 王★人 黃★娟 曾★泠 

杜★秀 宋★涵 陳★★★ 劉★育 鍾★恩 李★婧 

許★妮 羅★寧 翁★宏 閻★明 盧★志 黃★裕 

曾★愔 林★然 饒★卿 林★惠 王★賢 高★駿 

徐★玉 黎★中 陳★蘭 李★汝 李★恭 WU★★★WEI 

陳★娟 宋★鳳 楊★慈 吳★晴 吳★澐 SH★★★MICHAEL M 

李★平 孫★君 邱★嵐 洪★梅 王★蕙 王★★★ Ａ★★Ｙ 

王★★蘭 李★蓉 王★娟 鄭★瑋 吳★隆 LI★★★ YE★★ DE★★★★ 

李★倩 楊★芬 楊★璋 黃★儀 陳★銘 LE★★★E H★★★ 

巫★萍 劉★姍 盧★妹 胡★華 曹★勝   

陳★娟 楊★坤 張★怡 林★慧 侯★生   

鄒★慧 黃★堯 周★★雲 卓★儀 鍾★國   

陳★慈 劉★麟 盧★霞 岳★儉 吳★璇   

許★仁 李★年 許★龍 蔡★怡 管★★★   

楊★明 周★婷 李★瑜 吳★雪 謝★金   

賴★儀 戴★懋 楊★人 陳★影 廖★德   

吳★慧 陳★微 林★玲 尤★韻 賴★松   

黃★華 張★★玲 張★宇 邱★婷 謝★伶   

許★恩 董★廷 李★富 林★雄 高★超   

張★評 許★紋 于★元 簡★政 楊★慧   

林★雯 簡★鉠 羅★嬌 鄭★澤 張★儀   

林★寶 鄭★足 楊★全 丁★★采 柯★琪   

黃★芳 李★玲 王★淑 陳★然 涂★翎   

莊★芬 王★驊 葉★東 蘇★璇 吳★銘   

高★晋 陳★雯 黃★維 黃★美 周★如   

詹★福 魏★玉 王★維 諸★華 孫★祥   

郭★婷 黃★慈 陳★遠 陳★蒨 高★昕   

顧★春 陳★★★ 施★玲 楊★怡 林★本   

 

 

 

 

 

 



2021 年 3 月獲獎人 

陳★堂 陳★成 張★華 羅★舜 陳★賢 劉★遠 伍★紅 姜★希 

康★慈 曾★銘 陳★琪 許★適 陳★甫 游★翊 吳★儒 劉★興 

陳★生 游★真 曾★嵐 謝★娟 陳★中 許★慈 吳★葶 李★霓 

謝★蘭 林★芳 張★★★ 周★坤 吳★龍 王★鳳 沈★婷 林★玉 

林★幸 劉★塵 蕭★萍 林★青 李★剛 吳★鐘 殷★民 TA★★★ GHEE 

鄭★霞 彭★灝 吳★★梅 游★揚 林★呈 鄭★樺 林★伊 李★儀 

白★旺 鄭★玲 陳★奇 林★堂 祁★雲 賴★照 沈★蒼 陳★裕 

何★炎 羅★嫺 林★吟 陳★喬 周★民 馮★庭 吳★璇 林★苹 

魏★蘭 陳★★★ 王★雅 李★澤 陳★美 鍾★道 盧★純 鄭★元 

唐★輝 沈★峰 袁★★★ 陳★娟 林★棻 張★敏 郭★維 李★英 

趙★貴 李★哲 邱★君 李★銘 周★章 林★華 張★瑩 林★宇 

裴★國 黃★雪 吳★榕 趙★維 陳★忠 苗★妮 江★煌 張★誠 

黃★椒 巫★淇 黃★玲 陳★源 余★坤 林★均 崔★英 余★斌 

郭★現 吳★庭 林★龍 賴★慎 林★娜 許★雀 劉★才 王★虹 

胡★琳 李★基 李★星 洪★鈺 林★戎 游★偉 江★霖 徐★楹 

翁★惠 朱★燕 黃★真 何★濠 謝★禧 黃★鑫 朱★★★+眞 劉★良 

林★芳 蔡★澄 張★貞 宋★明 李★安 陳★昱 謝★君 徐★挺 

黃★慧 羅★廷 黃★淳 陳★龍 解★寬 劉★琳 劉★綺 陳★宏 

黃★英 黃★  張★慧 廖★玟 方★如 HA★★★INK 游★花 張★新 

黃★嫻 蔡★文 施★瀚 侯★珠 張★魁 楊★臺 閻★偉 蔡★遠 

曾★瑋 洪★元 林★如 李★華 陳★君 陳★宇 戴★森 紀★志 

謝★涵 王★黛 謝★玫 吳★鴻 汪★連 許★毅 江★頡 劉★漢 

劉★華 邱★妹 陳★榛 陳★安 許★宜 黃★誠 林★鋒 郭★文 

張★卿 林★甘 許★彗 詹★丞 蕭★庭 陳★文 馬★芳 曹★偉 

莊★賢 羅★萱 劉★萬 陳★瑋 黃★惠 朱★君 王★廷 陳★草 

張★榮 鄭★志 丘★嬌 黃★隆 戴★林 柯★勤 何★玲 鄭★方 

游★瑞 陳★鴻 黃★偉 林★岑 高★耀 劉★慈 李★容 劉★銨 

廖★惠 雍★★娥 賴★玲 李★麟 羅★倫 俞★樑 葉★志 陳★中 

柯★君 簡★如 邱★毅 齊★平 吳★婕 宋★容 林★瑩 駱★瑤 

李★廷 呂★珠 呂★文 陳★遠 朱★霞 許★婷 廖★仁 王★雲 

黃★瑞 王★媜 吳★璇 吳★心 顏★華 梁★伊 彭★萍 鄭★志 

柯★雅 曾★金 劉★慧 楊★晴 林★廷 邱★萍 張★芬 NG★★★OONG 

曾★英 李★炎 賴★良 葉★真 王★蓁 林★明 黃★宏 
 

李★玫 林★基 楊★淇 謝★華 劉★遠 陳★宏 詹★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