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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林 88 陳○雄 杜○華 51 宜蘭 96 游○芳 薛○霖

2 八德 49 李○寬 陳○蓉 52 宜蘭 05 林○津 薛○霖

3 八德 93 陳○全 林○雅 53 宜蘭 45 李○綺 薛○霖

4 八德 15 游○竺 萬○梅 54 宜蘭 13 游○芯 薛○霖

5 八德 51 胡○傑 曹○蘭 55 宜蘭 14 吳○儀 廖○偉

6 三重 85 劉○琪 鄧○霖 56 宜蘭 93 許○進 鮑○行

7 三重 65 魏○云 黃○娟 57 信義 53 陳○水 莊○琦

8 三峽 61 劉○彬 陳○宗 58 屏東 01 陳○松 李○祺

9 士林 05 林○安 蔡○男 59 屏東 61 賴○偉 鐘○翔

10 士林 64 徐○銘 呂○鴻 60 員林 14 王○芳 龍○振

11 士林 86 游○諺 蔡○男 61 員林 89 巫○聖 周○慧

12 士林 09 陳○國 蔡○男 62 員林 74 吳○郁 蘇○綾

13 士林 01 鍾○君 蔡○男 63 桃園 27 陳○翰 黃○琪

14 士林 13 黃○筑 蔡○男 64 高雄 65 林○蒼 李○明

15 大墩 46 林○麒 王○ 65 高雄 16 戴○于 吳○杰

16 大墩 65 莊○鏘 陳○英 66 復興 74 洪○宏 陳○文

17 大墩 46 陳○順 彭○惠 67 復興 26 許○方 何○蓉

18 大墩 16 吳○程 朱○維 68 園區 17 張○治 蔡○涵

19 大墩 71 劉○麟 王○ 69 園區 27 王○宏 顏○玉

20 中山 11 劉○菊 劉○揚 70 園區 60 李○玉 黃○櫻

21 中和 44 盛○龍 林○英 71 園區 84 周○期 黃○櫻

22 中壢 11 李○傑 楊○承 72 園區 29 陳○瑛 陳○儀

23 中壢 74 江○興 楊○承 73 新竹 37 陸○慈 陳○燕

24 內湖 45 馬○玲 林○元 74 新竹 64 廖○鶯 林○汝

25 內湖 31 游○瑋 林○元 75 新竹 86 陳○輝 謝○鈴

26 文化 14 李○聖 王○傑 76 新竹 23 李○傑 簡○娥

27 文化 89 蕭○禪 陳○文 77 新莊 59 鄭○雲 陳○玲

28 斗六 80 郭○辰 謝○燕 78 新莊 57 黃○賢 蔡○美

29 木柵 46 陳○壎 陳○潔 79 新莊 72 徐○勝 陳○卉

30 木柵 24 朱○柔 朱○輝 80 新莊 54 吳○傳 魏○玲

31 北高雄 56 顏○鈞 高○淑 81 新莊 59 盧○為 許○誠

32 台中 32 張○惠 林○怡 82 新莊 31 林○圻 陳○卉

33 台中 60 王○華 程○凝 83 新莊 33 徐○豪 陳○卉

34 台中 91 許○凱 林○怡 84 新莊 68 陳○玲 陳○卉

35 台南 72 杜○平 陳○君 85 嘉義 46 江○玫 張○綾

36 台南 60 吳○均 陳○芸 86 鳳山 80 張○誠 黃○瑋

37 台南 55 周○傑 饒○原 87 鳳山 00 陳○傑 林○龍

38 台南 78 郭○憲 李○卿 88 樹林 58 陳○煒 王○秋

39 台南 40 韋○鴻 林○良 89 樹林 63 張○洲 林○青

40 永康 98 錢○棠 許○菁 90 樹林 77 林○鳳 陳○宣

41 永康 56 王○麗 蘇○月 91 營業處 00 陳○良 黃○薰

42 竹北 54 許○麟 魏○君 92 營業處 54 林○宜 柯○安

43 和美 65 林○澄 吳○鳳 93 營業處 70 林○凱 林○慧

44 和美 14 林○雅 吳○鳳 94 營業處 83 徐○傑 陳○丹

45 和美 60 林○臻 吳○鳳 95 營業處 31 戴○錦 游○翔

46 宜蘭 60 游○煌 廖○偉 96 營業處 37 李○庸 施○珊

47 宜蘭 84 李○聰 鮑○行 97 營業處 57 陳○仁 林○慧

48 宜蘭 41 李○凡 鮑○行 98 雙和 62 洪○展 施○娟

49 宜蘭 51 薛○宏 薛○霖 99 雙和 81 黃○婷 張○仁

50 宜蘭 46 林○珍 薛○霖 100 雙和 56 張○蓉 林○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