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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5      

楊宓      

金額:50      

李佑安 李彩玉 柯丁瑋 林珊如 陳宗誌 陳思妤 

楊博堯 鍾明坤 簡沁睿 簡家豪   

金額:75      

顧書華      

金額:100      

李涼玉 李展旭 李毓翔 李誠熹 李秀霞 李育奇 

李宜蓁 李承祐 王國斌 王淑珠 王瑞芬 王鈴玉 

王翰宇 王聰穎 王瀛偉 王鏡雯 史莉勤 史莉鈴 

毛小孩-NIKE 毛小孩-卡孟 王小南 王文瑜 王四海 王妮妮 

王俐文 王盈程 王盈翔 王苗菁 王郁婷 孔平山 

尤福昇 朱品濂 朱秋卿 朱恩琪 朱筆煌 江智丞 

江翠蔭 何品慧 何瓊玲 余匡傑 余浩松 吳月雲 

吳昌諭 吳芯蓁 吳俊逸 吳昭容蓉 吳柏寬 吳秋研 

吳淑梅 吳淑華 吳勝評 吳瑀潔 吳穗君 吳麗華 

呂保珠 巫佳紋 林彥文 林彥圻 林彥昕 林美玲 

林韋翔 林娟朱 林家智 林家慶 林延叡 林芷晴 

林金櫻 林冠微 林桂泉 闔家 林珮青 林純如 林雪玉 

林惠敏 林紫微 林瑛芷 林鈺庭 林竹瑞 林佐臻 

林秀香 闔家 林育青 林佳慧 林佩穎 林函旳 柯品宇 

施守都 施宗邑 姚世峰 姚依君 邱偉城 邱聖翔 

林默微 邱政垣 邱若毓 邱翁秀珠 范沛淇 虹籹 

胡祐嘉 洪民緯 洪易慈 洪淑燕 洪義辰 徐月霞 

徐美心 桑傑確頓 將逢有限公司 康亦會 張存葳 張采潔 

張淑暖 張凱螢 張愷育 張瑜珊 張嘉育 張爾鈞 

陳彥霖 陳政佑 陳建智 陳信元 陳信凱 陳俊聖 

陳冠媚 陳奕潔 陳威溢 陳宥紝 陳庭螢 陳敏欣 

陳淑華 陳淑華 陳雪蓮 陳新瑞 陳聖燕 陳靖綺 

陳瑀庭 陳德龍 陳蔡色 陳麒翔 陳麗珠 傅文哲 

傅彥霖 彭翔筠 曾仟喻 曾英然全家 曾楹翔 曾筠茹 

曾筠珺 陳佳楣 陳怡廷 陳林淑貞 陳玟錡 陳立耕 

郭伯陞 郭品範 郭映辰 郭哲源 郭宴廷 郭詩昱 

郭靜華 郭蘅萱 陳子璿 陳文典 陳月娥 陳世昌 

許小姐 許育彬 許靜蘭 郭才雄 張蘭英 張露雪 

曹心怡 曹雅芬 莊世吟 賀王鳴 馮天治 馮宇淮 

馮震碩 黃上芩 黃于萍 黃土瑜 黃士豪 曾慧蘭 

游家新 黃少群 黃平和 黃民德 黃秀金 黃林滿圓 

黃彥翔 黃昱嘉 黃秋貴 黃美芳 黃美芬 黃美玲 

黃美麗 黃郁倫 黃姵蓁 黃書結 黃書鈺 黃婉茹 

黃淑苗 簡苑羽 韓其昌 韓舒晴 韓閔癀 鍾文松 

鍾佳男 賴素真 賴麗香 藍振善 顏秋錦 顏彩華 

顏惠華 顏櫻花 楊雅婷 楊睿騏 楊忞綺 楊美淑 

楊悅寧 楊祐愷 黃惠卿 黃惠琴 黃雅莉 黃意雅 

黃楚甯 黃楷傑 黃照雲 黃詩茜 黃詩甯 黃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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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嘉玲 黃聰明 黃麗君 溫鈺菡 祿逢璟 葉佳容 

葉佳真 葉冠佑 葉美君 葉蕙瑛 廖沛恩 廖垣煦 闔家 

廖繁男 廖麗芬 劉正傑 鄭進富 盧玟蓉 蕭妤如 

蕭昇欣 蔡俞季美 蔡政軒 蔡倩芬 蔡富凱 蔡⒖皓 

鄭文瑞全家 鄭文讚 鄭平南 鄭宇辰 鄭宇哲 鄭宇泰 

鄭秀珠 蔡佳興 蔡佩吟 蔡宜蓁 蔡尚霖 蔡明德 

蔡炎福 蔡月桂 蔡平原 劉美暖 劉庭婷 劉振民 

劉朝貴 劉紫葳 劉愛宿 劉慧玲 劉瑩瑩 羅子欣 

羅家豪 闔家 羅書郎 羅偉仁 羅國光 羅啟銘 羅婉文 

羅鈺奇 羅鈺凱 羅慧如 蘇文謙蘇蓮蕉 

蘇士勛蘇于庭  

蘇于倫 

蘇靖婷 釋德慶法師 

釋慧天法師 釋慧妙法師 王庭軒 吳秀玲   

金額:103      

陳育成 陳昕      

金額:105      

莊蔡月雲      

金額:108      

謝其恩      

金額:110      

張庭薰 張幸鐘 林宸甫 陳俊諺 簡錦榮  

金額:115      

林青桂 廖麗芳     

金額:150      

7925**車主 林昱彤 林詩紜 陳阿妙 林佑承 陳昭言  

金額:200      

FONTAINE LEE 方振芳 孔林秋秋 孔國帆 三寶弟子 亡者蘇文彬 

王英哲 王益秋 王益家 王美惠 王長福 王宜菁全家 

王怡惠 王東茂 王秉岳 王金玉 王周阿貴 王存德 

王宇禮 王成貝 王成傑 王呂金華 王仁聰 毛振東 

毛陳敏 古淑娟 王銘群 王瑞強 呂東育 呂淑貞 

吳淑敏  
 

吳昭蓉 吳昱承 吳俞淳 吳枚芳 

吳成 余彥廷 余好幼 余安良 余秉蓉 何衛芬 

何奕承 何宥臻 艾萬育 何竹英 何昌隆 朱王玲 

田佩瑤 白志清 李承恩 李昌洲 李忠發 李昇穎 

李芳勳 李亮宜 李建松 李佳樺 李亞潔 李秀鳳 

李錦汝 李靜玫 李舒勍 李哲洋 李敏甄 李情珍 

李國鈺 李桂香 李護村 杜氏歷代祖先 杜佩如 林詩涵 

林頎勝 林華雲 林雅婷 林雅惠 林雪蓮 林陳淑敏 

林素顏 林振安 林晉宇 林莉娟 林許阿月 林柏伸 

林恬羽 林柏恩 林娟娟 林美雲 林茂立 林金英 

林宜惠 林明慧 林佳蓁 岳榮恭 林仁傑 林友聰 

沈修束 沈裕慶 卓心良 周庚申 周怡岑 周娟亦 

殷秋黎 翁玉萍 翁吳素雲 徐豪堉 徐世雄 孫秀雯 

孫佳薇 孫毓晴 孫碧瑞 洪瑜璟合家 洪榮歸 洪淑芳 

洪秋蘭 洪如信 洪孝婷 洪孝嫻 胡美旭 苗閔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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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靜 范芳苡 邱彥緯 邱玟文 林麗萍 法泰 

林靜枝 林麗芬 林麗芬 林碧瑛 邱詩惠 邱景筠 

邱榮華 邱耀德 侯文麟 侯水龍 侯冠宇 侯美珍 

侯桂美 張佳玄 張坤睿 張孟綠 張良良 張芮瑜 

張建成 張思碩 張家珍 張峻銘 張耿豪 張翊軍 

張陳阿糖 張智榮 張淑美 張式旭 張孝暄 張孝嘉 

張月玲合家 康秀鳳 張小雯 張予綸 高慶菊 高嚴 

高柏祺 馬魁遙 高聿盈 張歆如 張嘉玲 張愛芸 

張雅婷 陳昱帆 陳建洲 陳思華 陳炫婕 陳盈心 

陳禹豪 陳秋霞 陳美玲 陳美鳳 陳亭安 陳長逸 

陳俊宏 陳信璋 陳俐君 陳威誌 陳宥蓉 陳郭碧雲 

陳婷瑜 陳崴煬 陳淑蘭 陳崇峻 陳素錦 陳訓生 

陳振昌 陳竑睿 陳家宜 陳虹淑 曾羿哲 曾弘山 

彭姿維 陶鈺蓁 陳麗華 陳麗玉 陳麗文 陳聯豐 

陳襄嬿 陳薏安 陳瑩潔 陳劉碧麗 陳慧津合家 陳瑞昌 

莊靜宜 莊懋嶸 許之俞 莊聰元 許郁珮 許盧秀桃 

許瓊英 許韶紋 許貴美 莊文堅 莊佳芸 莊佳玲 

莊林素玉 莊柯文賈 莊柏群 莊彩鳳 莊梨玟 莊鈞甯 

曹淑珍 曹î云 梁火盛 張蘇淑娥 陳芊瑀 陳志新 

陳李碧惠 陳秀足 陳朱玉霞 陳克煒 陳宏仁 陳武雄 

陳明福 陳怡安 陳忠和 陳忠榮 陳佳鳳 陳佳文 

陳亞睿 陳佩君 陳宗平 陳月雲 陳平安 陳文琦 

陳子程 陳千惠 郭靜宜 郭美雲 郭李寶桂 黃陳時 

黃啟哨 黃國典 黃國松 黃展偉 黃美訓 黃秋順 

黃冠霖 黃品華 黃姿怡 黃寶慶 黃采嫻 黃金村 黃俊帷 

黃玉銘 黃仲揚 黃世華 游家僖 游緯聖 曾慶宗 

曾瑞霖 曾穎 曾瓊立 游代宜 游承軒 游承穎 

黃子玹 黃子庭 華明芳 華桂珠 程沛慈 廖渟鈺 

廖書瑋 廖婉君 廖俐婷 廖貞欽 廖泳翔 廖子瑄 

劉世昌 劉玉華 劉玉霞 劉乃榮 劉于鎮 趙芷嫻 

葉怡妏 葉坤山 黃瓊玉 黃慧琳 黃賜源 黃歷代祖先 

黃鈺傑 黃資甯 黃聞農 黃慧玲 黃琬珺 黃雅雯 

黃惠媛 黃惠美 楊秀麗 楊筱琪 劉曉憶 劉嘉嬿 

劉庭佑 劉宇育 劉朱淑梅 劉征治 劉怡芬 蔡永霖 

蔡玉釵 蔡妤欣 蔣昌成 蔡欣妤 蔡怡靜 蔡承宏 

蔡宛婷 蔡宗哲 蔡宜盈 蔡佩蓁 潘靜儀 鄭佩玲 

鄭美珍 鄭恩慈 鄭人瑋 鄭女月 蔡崴捷 蔡崴凱 

蔡惠如 蔡棨棠 蔡傳達 蔡興達 蔡倩華 蔡政偉 

蔡雨彤 蕭亮瑛 蕭岑秭 蕭伯澔 盧品妤 盧柏睿 

盧嵩洋 鄭蒂容 鄭豊軒 鄭富顧 鄭惠蘭 藍心彤 

顏清水 魏廷翰 魏妤安 謝易龍 謝蕎卉 謝粵婷 

謝粵琳 韓立行 簡美容 賴鈺喬 賴興莉 賴寶蓮 

賴崇豪 賴景惠 賴冠名 賴彥亨 賴正明 賴在順 

賴如黨 賴俊霖 謝克光 謝佳琦 釋演嘉 羅淑琪 

王庭歡 端木彧 端木楨 藍秀月 嚴建良 鐘悅寧 

羅富維 羅子緩 鐘偲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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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220      

吳清發 吳葉不纏 吳德芳 吳盧綢 林玉雲 梁麗香 陳碩彥 黃曾霞飛 

金額:230 
     

王秀蓮 林淑惠 張錦郎 廖宥菱 廖偉翔 廖健鈞 

廖振志 廖振志土木技師 

事務所 
廖韋綾 

   

金額:232      

練霓誼      

金額:234      

練柏巖 練諦潔     

金額:242      

姚蕭玉壁      

金額:250      

呂家維 呂家齊 呂芳裕全家 呂昱德全家 吳玉暘 李博銓 

李曉娟 李秉勳 李昀倢 邱馨 邱梨 林淑華 

林雅倫 林柏樺 官美華 官詹梅 莊欣浩 郭麗滿 

陳文隆 陳天耒張秀娟 陳世翔 陳世耀 陳佳慶 陳秋安 全家 

德蘭中心 蕭雅蓮 蔡金山 蔡金蓮 蔡榮南 全家 劉正榮 

楊糸羽晴 楊育瑞 謝有政 鍾岳珊 鍾岳倫 謝富美 

金額:259      

林曉萱      

金額:300      

李明宗 李孟儒 李宗祐 李宗獄 李知穎 李思韻 

李秀貞 李太榮 李世緯 李聖慈 李陳金好 李逸榛 

李逸蘭 李財和 李敏菁 李淑娟 李香茹 李柏雯 

李玲玲 杜見發 杜睿嚴 李麗華 李寶英 杜麗芬 

沈士軒 吳平義 吳兆端 余秀真 何麗欽 白芳玫 

江銘堂 江淑女 呂信良 呂珮勻 呂素任 呂瑋洛 

吳曜丞 吳曜妤 吳靜宜 呂沛玲 呂坤益全家 吳梨花 

吳婕如 吳秋香 吳奕勳 吳建興 吳怡瑱 王佳麗 

王羽樂 王弘杰 王世華 王林淑容 王冠勛 王桂青 

王榮隆 王雪珠 游瑞聰  

游雅筑 
王智泓 王絲誼 王緹恩 王錦麗 李政鴻  

李昇原 

王耀駿 史雅中 方金雄 方吳春蓮 方文娜 PRIHNTIN 

修麟章 昌陳億虹 林子琳 林巧蓮 林永財 林廷蓁 

周志隆 周志豪 周志鴻 周菁筠 周麗洋 來富 

周仟彬 汪淑倩 林柏翰 林珊如 林美月 林美秀 

林柏宏 林怡婷 林明忠 林泳瑢 林芳柳 林姿靚 

林微芳合家 林惠珍 林棋勇 林嘉炫 林培麗 邱瑞龍 張雅瑛 

邱經堯 姚芊丞 威淑芳 邵愛珍 邱品閎 邱秀鳳 

邱家盈 范芳舜 范美琪 胡聰敏 胡禕涵 胡國崑 

胡順富 胡巫孍 洪明英 洪素月 洪偉倫 洪淑英 

洪梓凌 洪紫瑜 冤親債主 唐淑婷 徐英鐘 徐顥恩  

徐彬瀚 徐儷芳 
徐秀鶴 

徐言欣 徐國行 徐旌凱 徐敬學 殷章培英 翁望豐 

張貴瑜 張嘉惠 高世明 高麗敏 高義雄 康詠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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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詠晴 康詠筑 康榮哲 涂閔晴 張巧晨 張弘傳 

張文璟 張全祺 張任梅 張莊種 張淑惠 張哲榮 

張晉益 張昭媚 張秀金 張孟靜 張承華 陳盈全 

陳玲玲 陳炳宜 盧美雲  

陳厚合 
陳建霖 陳昱志 陳昱劭 陳昱儒 

陳昱叡 陳柚寧 陳冠龍 陳俊傑 陳郁雅 陳致良 

陳振頡 陳乾仁 陳素琴 陳梓明 陳添華 陳惠珍 

陳許惜 陳欽明 陳進芳 陳褚麗雲 陳廖淑媛 陳黃金英 

陳黃春美 陳慶重 陳曉芬 陳麒荃 陳麗芳 陳麗鈴 

彭彥慈 彭彥錡 彭立仁 曾柏源 彭劉鴻 曾柏霖 

曾浩政 曾新生曾源慶 曾晴子 陳宜貞 陳明荷 陳明安 

陳明宗 陳鴻志 陳畇溱 陳臾伶 陳妍卉 陳妍伶 陳有義 陳仲賢 

陳月鳳 陳五音 郭育辰 郭胤伯 郭胤圻 郭胤杕 

郭春秀 郭英達 郭建德 莊政宏 莊美輝 莊文政 

莊仁凱 莊石料 張燕廷 許湘宜 許堯志 林美麗  

許庭樣 許庭瑄 
許莊岱妙 

許瑞成 許燕玲 連玉梅 連秋英 郭王惠玉 許秉植 

許敏惠 許文忠 無名氏 游繪潔 華儀諠 善心人士 

黃先生/小姐 游昕哲 曾耀瑩 曾銘欽 游喬凱 張心邁 

張唐鸞 
游閎仲 

游美雲 黃子桂 黃玉真 黃妍蓁 黃沛心 黃芷瑩 

黃明毅 黃恭由 
黃得才 葉輟 
黃隨 黃傳承 
黃詹綿 黃信裕 

黃博良 謝晴安 謝菊珠 

謝樺欣 謝爐彬 謝宛昀 韓唐玉琴 韓翠華 瞿謝碧玉 

謝佐旻 謝京恩 駱彩禎 魏朱敏 簡綉虹 
顏辰諺 林玉霞  
顏國祥 顏銘伸 

楊李秀華 楊張月英 楊阿梅 楊采嫻 楊鳳鄉 楊馥榕 

楊惠珍 楊盛博 黃善結 黃雅瑩 黃善建 黃鳳添 

黃睿霆 黃睿麒 黃道茹 黃則叡  

黃郁淨 
黃鉑君 黃雪娥 黃裕錦 黃瑞華 

黃藍瑩 
黃鎮炎白蓮子 
黃建智黃百謙 
黃世釵 

黃懷弘 黃懷德 黃蘇春秀 楊三德 

劉世昌 劉永仁 廖芯鈞 廖秀鳳 謝佳拃 廖千惠 葉先生 

溫峻賢 葉育嘉 葉家豐 葉靜子 葉福興 詹荏喻 

蔡鈺娟 蔡惠霞 蔡宥靜 蔡政良 黃山平 蔡美如 鄭安佑 

鄭安辰 鄭家丞 鄭純增 鄭張秀梅 鄭沛杉 蕭婉婷 

盧純純 盧明義 蕭昕霈 鄭擇娟 鄧喜諄 鄧麗君 

劉簡慈好 楊榮蓮 

楊政儀 
劉麗敏 潘文狍 潘世桓 潘秀慧 潘念棣 

潘念萱 蔡秀清 蔡王玉珠 劉玉琦 劉秀姿 劉柏葦 

劉柏鞍 劉芷安 劉芷伶 劉俊宏 劉晏廷 劉書琪 

劉書農 劉彩瀅 劉淑莉 
劉森祥 黃玉秀  
劉佩真 劉宗育  
林威志林梅如  
林裕翔 

劉惠珠 劉誼如 

劉榮樹 魏麗賈 魏勝評 譚蕭雷 曾苔琳 關允 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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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熒宣 施凱明 黃暐智 楊若妤 戴智杰 王如冰 戴采蓉 戴泳騰 戴詠翊 謝東甫 

謝新一 釋演通 (鄭好瑞) 蘇宥瑄 鐘沅津   

金額:305 
     

宋美雲 鄭學裕 鄭信雄 鄭安婷   

金額:315      

王廷睿 張佩珊 郁貴人美容工作 

室 
黃禹瀚 黃安宥 陳均笙 

陳豐森 陳富田     

金額:320      

王誌宏 吳文中 吳文哲  

吳文雄 
劉泳娟 

   

金額:330      

吳秉杰 陳思源 莊絮淳 黃如茵   

金額:350      

沈芷筠 張詔程 張心瑜  

林佳盈 
陳瑋鑫 

   

金額:360      

蔡明峰 郭麗珠      

金額:380      

汝子茵      

金額:400      

向芳宜 王嘉勝 王希倫 王永盛 王秉彥 王秉謙 

Pets Li 杜尚謙 杜秉睿 李繼源 李德偉 李叔凡 張雅惠 

張哲瑋 陳淑玲  

張國棟 張劉連 
張淑珍 高香蘭 蔡進興  

蔡承佑 蔡涵雯 
林光照 袁乃仁 殷慎禧 

陳采嫻 陳品翰 陳英立 陳旭田 陳泳綸 陳心媚 

黃信杰 黃信彰 黃安芸  

黃子佑 曾旻瑩 
游欣樺 游素蓮 黃掬珮 蔡永振 黃麗月 

蔡政芳 蔡彩鳳 盧建成 盧東錦實 蕭雅玲 賴永瑋 張育寧 劉子瑒 劉子瑜 

黃豐幃 黃志棠 賴怡如 錢佩筠 李舜耀 
  

金額:420 
     

吳佳玲 陳明進  

陳弘倫 陳子倫 

吳麗珍 吳瑞生  

吳祈儒 吳信宏 
張瓊文 

   

金額:428      

陳進元      

金額:440      

郭羿廷 黃子峻     

金額:450      

郭玉限 陳逸豐 陳俊男    

金額:500      

吳謹慧 吳豐宇 吳馥羽 吳靜慧 吳錚曜 吳聰輝 

呂秀惠 呂亞璇 呂自立 呂文文 呂世坤 吳銘吉 

吳銘庫 吳鳳美 吳維芬 吳語芹 吳慧真 吳燕明 

吳蕙杏 吳筱筠 吳葉珍 吳筠瑞 
蔡好菜 吳建廷 吳慧玲 
吳欣玲吳義 吳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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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鼎昌 吳棟然 吳雅真 吳雅萍 吳新發 吳楊明資 

宋美滿 宋侁儒 宋侁翰 巫家豔 宋德華 呂鳳君 

呂樂添 宋全芳 呂碧雲 呂慈慧 呂群秋 呂郭榮 

呂陳寶秀 呂桂真 呂婉琦 呂淑芬 呂柏頡 呂思頡 

呂尚恆 吳佳隆 吳佳蓁 吳佳芸 吳秀眉 吳明洲 吳秀貞 

吳佳慧 吳佳勳 吳佳靜 吳佩容 吳侑璘 吳和勳 

吳和謙 吳奇軒 吳怡靜 吳承修 吳承森 吳承翰 

吳易霖 吳明仁 吳亦翔  

吳宥慈 陳阿煥 
吳怡婷 吳怡瑾 吳怡璇 吳孟秋 

吳宜芬 吳宜儒 吳宜親 吳芳書 吳采芳 吳秉磬 

吳欣儒 吳林阿敏 吳東隆 吳東誠 吳建興 吳彥儒 

吳宥熙 吳品蓉 吳冠廷 吳俊揚 吳金蘭 吳盈蓁 

吳珊娜 吳美婷 吳茂榮 吳娟 吳家琪 吳家榆 

吳庭妤 吳庭榛 吳珮珊 吳素珍 吳雪蘭 吳雪玉 

吳雪枝 吳湘鈞 吳陳剩 吳淳羽 吳梅華 吳健豪 

吳國明 伍榮泰 朱光玉 朱安琪 朱秀琴 白芸瑄 

田翠萍 田宇宸 甘方潔合家 甘永材 白筱涵 石金蟬 

石淑瑛 石嘉憲 石宛薰 江天送 朱嘉琦 江志彥 江佳怡 

江佳貞 朱順謙 朱揚瑜 朱淑芬 朱翎瑄 朱惠美 

朱庭萱 朱韋達 朱美玲 朱素蘭 朱健敏 朱啟銘 

江張秀蜜 江彗菁 江惠滿 江慶美 江靜佩 江碧珍 

江綵真 江綵晨 江阿敏 江亭毓 江威賢 江彥霖 

江政修 江美玲 江若瑄 吳文雅 吳文豪 吳王月英 

吳玉娟 吳光煇 吳玉燕 吳伊瀅 吳安 吳廷鋅 

吳志宏闔家 吳李玉英 吳売仁 吳秀如 吳秀芝 吳秀玲 余秀美 

余沛君 余沛倫 余正雄 余永承 余子滕 余花 

余昕恩 余昕祐 余俊言 余亭儀 余宗謀 余承鴻 

余政賢 余姿儀 余姿慧 余威儒 余昭典 余美麗 

余淑玲 余連福 余華娟 余達銘 余爾雅 余蔡雀 

余適超合家 克里思皮爾斯 何黎螢 何錦雯 何龍青 何錦忠 

何錦哲 何景輝 何雅娟 何銘文 何銘峰 何政榮 

何為燊 何若竹 何品緹 何品勳 何青蓮 何振琯 

何軒豪 何添根 何淑惠 何翊瑋 何惠英 何宗季 

何昀義 何昀霖 何芯婕 何沅育 何宇峰 何佳華 

何一民 江麗子 Sam Chiu SEVENTEEN Theodozia Szanajda Yi-wan,Wang 

CAROL HSU JOHN YUAN lin anne Anson Lee 文月梅 尤楊金鳳 

尤維新 尤霖國 尤美珠 孔柏文 友達光電 小瑜 

三好乙寧 三好亮 一修師 丁文宣 丁玉琳 楊博勛 丁政成 

丁美玲 丁偉世 丁敏原 丁敏莉 丁敏華 丁淑儀 

丁龔來杏 八里區公所李慧 

玉 

八堡圳中犸碑福 

德正神(眾神尊) 
王金英 王武祥 王林秀卿 

王明坤 王明惠 王忠文 王宜美 王怡文 王怡婷 

王冠閔 王品婕 王奎鈞 王長益 王亮傑 王芷萱 

王宥騏 王春福 王真祥 王素貞 王英驊 王郁馨 

王韋鈞 王美觀 王羿佳 王秋謹 王洪麗珠 王秋玲 

王秋鳳 王昱昇 王昱晴 王仲平 王竹生 王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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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圻卉 王宋皖 王成偉 王有惠 王光勵 王呂秀容 

王志雄 王佩如 王秀綿 王秀櫻 王良男 王辰鈺 

王劭丞 王仁郎 王天助 王小玲 王千菡 王士福 

比嘉悤璃 王Sunny 王一新 方聆真 方薰葶 方櫻潢 

王睿希 王碧鳳 王筠婷 王筠雅 王聖凱 王詳雰 

王楷寧 王溪俊 王愛花 王詠瑄 王黃月雲 王黃春妹 

王紫涵 王渝平 王琪涵 王智弘 王智成 王晴儀 

王景鈺 王祥利 王梅桂 王曼霏 王國光 王婉蓁 

王張秋桃 王敏洳 王蓉婷 王銀幸 王劉金桂 王慮伻 

王慧如 王慧芳 王震連 王穎君 王濟維 王瀚霆 

王錦雀 王錦對 王璧麞 王禮雄 王繹綸 王麗鈴 

王寶慶 史薇琦 史惠貞 史健鋒 史國光 左仲恩 

左伯元 王蘇揚 王綉菁 古睿凱 古慧珍 史如芯 

卯吟梅 李奇 李坤熹 李孟熹 李孟真 李孟康 

李宜 李宜靜 李明志 李明玲 李明珍 李明倫 

李明哲 李明祐 李明慧 李昕柔 李怡玲 李怡萱 

李承佑 李昌鴻 李易霖 李彥穎 李政慈 李建億 

李威霖 李宥柏 李俐 李俞萱 李冠毅 李品成 

李武朕 李欣 李欣芳 李芹玗 李芸 李金蓮 

李青花 李占榮 李世卿 李心心 李文聰 李方明 

李月綢 李王悅子 李永靖 李玉瑛 李仁建 巫麗卿 

李之心 李秀蕙 李秀婷 李育慧 李秀霞 李佳穎 金珍宜 

李秀鸞 李佩臻 李至豪 李安庭 李式忠 李光榮 

李先生 李全金 李名媗 李秀珊 李秀美 李德章 

李慧洋 李慧玲 李震泰 李樹根 李璟彤 李穎蓁 

李蕙君 李鈴琇 李睿沅 李維基 李維芹 李銘章 

李雅玲 李貴英 李瑞晴 李溪池 李淑賢 李畢連 

李博生 李雪華 李婕俞 李惠娟 李智彬 李春兆 

李春蘭 李研箴 李家宏 李唐鶴 李家豪 李家瑮 

李家儀 李家嫺 李美惠 李美華 李羿萱 李致任 

李淑華 李淑華 李梅花 李淑文 李素貞 李素娟 

李格政 李珮君 李珮甄 李祐呈 李唯禎 李張玉 

李張慧美 李顥倫 杜林金玉 杜冠輝 杜茂淳 杜蕙如 

李寶珠 李麗鈺 李麗珠 李濟世 李鴻明 闔家 李關吏 

李關曳 杜麗華 杜扨芬 栗明照 翁千惠 翁中榮 

翁瑜璘 翁淑芬 翁許梅 翁秀蒼 翁宜彤 翁美朱 

徐華勝 徐靖惠 徐靖華 徐梅英 徐素娟 徐純瑩 

徐翎娟 徐博謙 徐復華 徐慧倩 徐潮相 徐叡霆 

徐麗香 徐芊翔 徐依慧合家 徐秀煖 徐季苓 徐林美玉 

徐英友妹 徐容琇 徐振榮 徐恆慧 徐占元 徐本凡 

徐名澤 徐妙彌 孫寧 徐千淳 徐千惠 徐千絢 

徐文奎 唐朝賴 夏琬鈞 夏麗香 凌秀如 凌育妃 

唐?棋 孫碧蓮 孫肇祥 金瑜琪 孫麗玲 孫詠慈 孫袁秀華 

孫忠 孫書明 孫書勝 孫書琴 倪佩君 倪瑞香 

范清昉 范雅菁 范秀容 范姜琦 胡敏惠邱佩民 胡紹緯 

胡綺玲 胡馨云 范曲英 胡名銓 胡文英 胡石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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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李秀 紀華木文 洪翔 洪淑真 洪婌瑛 洪彩蓮 

洪啟東 洪偉誠 洪國智 洪國棟 洪稜雅 洪聖揚 

洪聖維 洪偉恩 洪偉 洪美玲 洪郁真 洪芸稘 

洪金花 洪美甘 洪秋華 洪旻琪 洪孝鴻 洪吳秋淋 

洪秀銖 洪妮均 洪岱琪 洪加樺 洪文豪 邱軍浩 

邱若芷 邱素慧 君 邱炫煜 邱珊珊 邱美鳳 邱秀蘭 

邱至陽 邱呂英妹 邱妙娟 邱完妹 邱建珽 邱芮晴 

邵琪芳 祁柏雅 邵士恩 邵子恩 邱天寶 廖羽羽 邱玉珠 

狗妹妹 林讌如 林麗鳳 林麗燕 林瑤卿 林碧珠 

林廖寶蓮 林福珍 林端容 林維剛 林德安 林德成 

林德瑞 林德銘 林慶隆 林蔚君 林蔚婷 林蔡儼 

林潲茗 林霈琳 林壁忠 林學銘 林學擇 林麗美 

林麗貞 林金時 林麗惠 林聰富 林謙 林豐鎮閤家 林靜儀 

林錦綉 林曉鈺 林燕慧 林蕭華 林蕭龍 林融榆 

威博工程有限公 

司 
宣文華 姚麗華 施小姐 施予翎 施昀杞 

施至芫 施如偉 施映瑀 施昶安 施家溙 施莊玉人 

施凱捷 施博笙 施惠凱 柯俊安 柯亨樹 柯妙宜 

柯明佑 柯明良 柯乃斤 柯文玲 柯氏敏 柯正義 

柯淑芬 柯喬偉 柯湘淳 柯賢榮 柯耀輝 柳梅桂 

段幼琪 段清杏 南君豪 姜婉茹 侯若語 侯東進 

侯林月英 侯美玲 侯書卉 侯喬馨 侯智偉 侯當立 

侯當寶 侯大鵬 邱惠貞 邱淑珍 周政忠 周彥丞 邱綉緹闔家 林吉宏 

林有宏 林佑容 林君怡 林志成 林哲維  

林郁恩 林庭筠  

游淑君 

林吟珊 林杉益 

林沂潔 林牡丹 林秀女 林佳慧 林佳靜 林佩貞 

林佩蓉 林佳慧 林京平 林京嫻 林佳玲 林辰奕 

林劭宣 林育蘋 林良癸 林秀蘭 林秀香 林秀梅 林胤均 

林秀萍 林永文 林正祥 林正達 林玉對 林玉珠 

林文能 林世庭 林可為 林可樂 林巧青 林大洲 

林中冬 林中正 林中聖 林尹鈞 林于瀞 屈明詩 

尚志軍 沈姿嫻 沈宥廷 沈佳臻 沈春綢 沈淑慧 

汪祥熙 汪妤珊 汪宜家 沈嘉靜 沈碧蓮 沈景昭 

周白玫珓 周士騰 周文健 卓宣彤 卓宥琪 卓施麗娟 

卓映彤 卓美瑤 卓淑貞 卓雪 阮瑞卿 阮梨蘭 

阮涵沛 周麗雲 孟祥正 季兆芷 周碧純 周興 

周惠玲 周淑貞 周沛琪 周老諭 周秀陳 周香君 

周芝名 周采瑩 周俊星 周昱宏 周昱玟 周昱偉 

林張碧珠 林得宜 林啟安 林敏琪 林清正 林清圳 

林淑女 林淑女 林淑珍 林淑貞 林淑貞 林莊碧 

林陳阿梅 林淑靜 林晉楷 林書含 林振毅 林振叡 

林晉弘 林桂平 林益宏 林真寶 林祐廷 林祐賢 

林素貞 林素鑾 君 林純安 林素真 林涂瑞 林偉師 

林國川 林國清 林嘉雄 林嘉炫 林鈺富 林鈺霖 

林鉦濟 林鈺娟 林裕翔 林頌慈 林鼎翔 林筱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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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瑛棋 林萬益 林慈玫 林新蒨 林瑞文 林瑞旭 

林瑞珠 林惠玉 林陳富子 林章 林婧筠 林傳賢 

林雅晴 林紫辰 林雅慧 林詠傑 林紫歆 林進富 

林冠妏 林姿婷 林宥名 林宥辰 林宥羚 林奕辰 

林亮谷 林長昀 林長賡 林信旺 林俊男 林芳玲 

林金蓮 林芷琪 林芸榛 林芷林 林芙蓉 林明昌 

林明炎 林承軒 林怡玲 林昌達 林延真 林明清 陳淑娟 

林明智 林東飛 林宜臻 林忠正 林尚毅 林岱蓉 

林坤北 林宗和 林施碧蓮 林春浩 林政良 林思妤 

林思辰 林彥妤 林彥佑 林建雄 林美辰 林美佳 

林美君 林美吟 林美利 林秋敏 林秋霞 林炳 

林珀承 林盈君 林秋女 林秋月 林美靜 林美煆 

林美華 許穎儒 林美華 林美素 林美雪 林家民 林家旭 

林家億 林家胬 林峰立 林庭玉 林姵仁 林倚岑 

林修魁 林郁展 林郁婷 林虹雯 高苹修 高金龍 

高秋金 高翔宇 高翔恩 高慈妤 高慈香 高甄璘 

高翠容 高麗晴 涂玉豐 高永銘 高小姐 高士凱 

高子涵 馬瑞聰建築師事 

務所 
馬曉菁 高光寬 高明賢 高林來于 

記筱倩 張立臻 張生 張玉容 張玉雲 張宏仁 

張佑謙 張百賞 張月女 張月如 張月娥 涂瑜庭 

涂瑜真 涂秀惠 涂燕輝 商宏鈞 商玲綺 崔佾歆 

張元瀚 張少軒 張人山 張淑美 張淑玲 張清龍 

張淑美 張淑清 張景盛 張惠彩 張陳藝 張家玲 

張峻愷 張桂禎 張素英 張素卿 張崇禧 張佳英 

張佳宸 張周 張明哲 張林月清 張林敏惠 張林淑 

張沛婕 張君平 張志銘 張李常清 張育鳳 張育汝 

張秀紅 張春敏 張信江 張芮瑄 張金富 張金梅 

張金蘭 張芷寧 張芸瑄 張家銘 張欣元 張欣玲 張柏駿 

張美玉 張美香 張美香 張美惠 張美燕 張美蘭 

張若蘋 張珈樺 張雅婷 張雅雯 張超昀 張貽絜 

張菊枝 張華治 張筑茵 張舒淮 張智評 張焜程 

張楚雲 張楊來好 張毓琇 張群 張道涵 張嘉恒 

張嘉倫 張嘉玲 張瑍堂闔家 張廖美齡 張綠泠 張綠綠 

張維聰 張維寶 張劉琴 陳俊棠 陳俊豪 陳俊豪 

陳信宏 陳亮彤 陳金閂 陳芷捷 陳初玉 陳金龍張秀卿 
陳志祥陳志達 

陳金瓶 陳阿敏 陳阿絨 陳阿菊 陳奕正 陳品臻 

陳奕如 陳奕傑 陳品? 陳品妤 陳品婷 陳冠宇,梁瑜晏 

陳冠伶 陳冠甫 陳冠淳 陳俞帆 陳俞君 陳琪臻 陳威碩 陳庠亨 

陳宥鈞 陳宥慈 陳建宏 陳宥均 陳奕蓁 陳奕蓁 

陳奕霖 陳奎汝 陳姿佑 陳姿璇 陳姿融 陳威宇 

陳威佐 陳政佑 君 陳彥蓉 陳思妤 陳思帆 陳彥君 

陳彥妤 陳彥廷 陳建言 陳建維 陳建語 陳建樺 

陳柏丞 陳柏安 陳柔君 陳昱樺 陳柏源 陳昱瑋 林晏羽 

陳映羽 陳昭崋全家 陳春珠 陳春英 陳炬睿 陳皇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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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炫廷 陳洪冬綢闔家 陳柏輝  
 

陳秋君 陳科名 

陳祉安 陳美智 陳美足 陳進方 陳詠淯 陳欽博 

陳湘武 陳景祥 陳渝方 陳琦 陳登志 陳舜 

陳富安 陳惠玲 陳惠滿 陳梓瑜 陳梅玉 陳敏雄 

陳敏慧合家 陳清通 陳秋金  

陳秀緞 
陳淑招 陳淑美 陳淑美 陳淑鈴 

陳習利 陳莊美英 陳莊娥 陳莓 陳莉卿 陳育勝 陳淑惠 

陳若涵 陳若儼 陳美霞 陳羿瑄 陳韋亦 陳韋廷 

陳訂熹 陳振源 陳振瑋 陳娥 陳峻霆 陳書宇 

陳書甯 陳家家神 陳家睿 陳苾婷 陳凌宇 陳俋閔 

陳姵均 陳姵妤 陳姵蓉 陳姵穎 陳素華 陳素真 

陳素貞 陳祝秀 陳素月 陳釗青 陳健宏 陳純敏 

陳素蘭 陳荔荔 陳敏貞 陳參木 陳國榮 陳嘉璇 

陳漢龍 陳鈺平 陳鈺甯 陳嘉倫 陳筱淩 陳豪畇 

陳銀池 陳銘旭 陳端端 陳綺鄉 陳綢 陳翠娟 

陳翠鳳 陳碧連 張錡旻  

張鈞傑 
陳睿宜 陳矞專 陳楷東 陳黃玉梅 

陳開瑞 陳雅妍 陳雅郁 陳雅芬 陳榆蓚 陳毓棠 

陳詩函 陳詩絜 陳瑛霈 陳絹文 陳義朞 陳鴻男 

陳鴻烈 陳錫銘 陳錦秀 陳靜芬 陳優美 陳麗玉 

陳麗如 陳麗珠 陳麗英 陳瓊華 陳藝華 陳燕美 

陳賴綱 陳錫榮 陳慕珊 陳蔡秀欽 陳學甫 陳學瑜 

陳慧芬合家 陳慧倩 陳慧偷 陳慧詩 陳鳳蓮 陳德權 

陳德峰 陳德女 曾惠華 曾莛允 曾琍禎 曾陳美秀 

曾煜琇 曾煜棻 曾浥堯 曾翁碧子 曾乾約 曾淑芬 

彭箴銘 彭羅秀珠 彭馨嬅 曾千容 曾士娟 曾小玲 

曾柏彰 曾則晏 曾忠立 曾金福 曾至甫 曾沛崴 

彭世雄 彭美玲 彭貞瑜 彭進興 彭陳淑娟 彭雅惠 

彭雅妮 彭婉瑜 彭紹銘 傅城愛 傅秀英 傅承英 

傅明珠 傅芳芝 傅韋銘 傅維從 陳麗淑 陳麗寬 

陳寶珠 陳寶真 陳獻城 陳蘇月雲 陳衮枝 陸秀美 

陸錦美 郭五妹 連羿婷 連振宏 連素鑾 連啟榮 

連紳如 部良山 郭力中 郭上綸 連子涵 許懷恩 

許燦綾 許銘真 許瑞玲 許照榮 許閎凱 許雅玲 

許嘉元 王儷燕 許翠芳 許祥婕 許琇琦 許淑玲 許淑美 

許堯卿 許曾阿蟳 許皓哲 許菊花 許木成 許沛亞 

莊豐瑋 莊麗莉 許少齊 莊繁雄 莊叡均 莊榮鐘 

許張鳳琴 許高桂秀 許珮怡 許素雪 許倖甄 許家榮 

許家豪 許庭維 許峻瑋 許芳芠 許金山 許育豪 

許孟麟 許春和 許秋萍 許長庚 張麗雀 張麗瑛 

張樹冬 張慶籓 張慧慧 張慧蓮 張慕軒 張錦連 

張錦華 張錦鳳 張璟佩 張靜娟 張耀仁 張櫻 

張馨尹 張鶯瓊 曹文華 惟仁悅 曹世珍 曹宏楷 

曹玉麟 曹耀元 梁亞寧 吳梅花 曹芮華 曹修雅 曹恩郡 

曹晏郡 曹雲琇 曹曾月嬌 曹貴足 曹瑄航 莊詠霖 

莊雪玉 莊英揚 莊梨玲 莊國連 莊美美 莊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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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佩珍 莊吳碧霞 莊志德 莊巧妘 莊月嘉 梅春輝 

淨願 盛鉦凱 符竣碩 梁穎梅 梁興榮 梁智瑋 

梁榮洲 梁翠芳 梁桂嘉 郭娜智 郭家妤 郭玫君 

郭玫君 郭芷宏 郭采雲 郭青慈 郭信良 郭育騫 

郭宗憲 郭怡君 郭明憲 郭秀春 郭有文 郭靜 

郭蓁樺 郭筱玫 郭睿舫 郭瑞明 郭恩銘 郭張秀美 

郭清何 郭紹武 郭惠 郭惠 陳心羚 陳允文 

陳予佳 陳元山 陳文福 郭麗雪 陳乃榕 陳九彾 

陳又嘉 陳力福 陳又瑄 陳小月 陳月花 陳月娥 

陳月桂 陳月霞 陳木賢閤家 陳右華 陳巧苙 陳弘毅 

陳市藏 陳正雄 陳正德 陳永健 陳玉花 陳玉珊 

陳玉美 陳玉貞 陳玉珠 陳泓語 陳泊升 陳泊仕 

陳泊瑞 陳杰萬 陳玫霖 陳玟潔 陳玨豪 陳玟伶 

陳玟伶之子女 陳明昭 陳明典 陳怡臻 陳怡臻 陳招治 

陳昌維 陳明聰 陳明耀 陳昀佐 陳東輝 陳東霖 

陳宜光 陳宛莉 陳忠賢 陳紅蓮 陳忠雄 陳忠彥 陳忠偉 

陳怡安 陳妤蓁 陳怡伶 陳怡君 陳怡安 陳怡婷 陳佳欣 

陳依潔 陳佳瑩 陳其佑 陳宗德 余淑美 陳宗哲 陳周美媛 

陳坤富 陳立芯 陳立信 陳甲穎 陳妤喬 陳妊君 

陳羽慈 陳何嬌 陳伯勳 陳秀英 蔡佩旻 陳材宏 陳沛雲 

陳志明 陳志明 陳芃安 陳良佑 陳育菁 陳秀琴 

黃士庭 黃子恩 黃士宜 黃千芳 黃千芬 馮亞玲 

馮英志 童文雀 賀怡嘉 賀愛 辜瓊華 湯和錚 

程孝龍 程春菊 程素芳 無名氏 程心怡 程淑美 

程富美 程曉峰 程穎賢 程膺才 程薰瑢 程麗菊 

童水生 童古足 游原信 游張呅 游清亮 游淑芬 

游淑芬 游淨閒 游美惠 游振傑全家 游菜緹 游惠徵 

游喻詅 游凱蘭 游雅芳 游雅晴 游雅雯 游意貞 

曾慧貞 曾瑾玲 曾萬枝 曾寵融 曾濱如 曾穎 

游明達全家 游余素月 游川承全家 游玉琪 黃俊仁 黃信傑 

黃信智 黃俊凱 黃俊祐 黃俊博 黃俊碩 黃俊魁 

黃金足 黃阿蘭 黃炘垣 黃明鴻 黃林藍 黃佩綺 

黃怡真 黃柏森 黃美華 黃秋霞 黃奕言 黃威霖 

黃宥菁 黃冠勳 黃建春黃張春桃 黃成沛 黃百成 黃玉香 

黃玉萍 黃吉財 黃玉蘭 黃田堯 黃亦飛 黃沁彤 

黃秀妹 黃秀琴 黃秀慧 黃秀瓊 黃秀懿 黃依諾 

黃心瑜 黃月女 黃卉芸 黃月英 黃正璋 黃永智 

黃正欽 黃仁俊  

黃子穎 
黃惇琳 黃張愛黃碩姮 黃崇榮 黃淑芬 黃許玉妹 

黃琇瑩 黃莉蘭 黃淑郁 黃淑雅 黃淑齡 黃振吉 

黃韋茹 黃韋誠 黃韋寧 黃郁羚 黃郁婷 黃美穗 

黃茂弘 黃茂育 黃國恩 黃乾書 黃根榮 黃浩翊 

黃凱斯 黃勛琳 錢秀琴 錢佳汶 錢連玉靜 賴狛琪 

錢慧文 錡謝秀琴 賴薰薇 賴鈺霖 賴麗玉 賴麗池 

賴麗娟 賴淑真 賴雪娥 賴傳凱 賴煥琳 賴聖宇 

賴聖安 賴聖佳 賴幸宜 賴怡青 賴金進 賴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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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欣怡 賴芷君 賴建志 賴奕綺 賴冠儒 賴柔安 

賴素真 賴素 賴素惠 賴素錦 賴美珠 賴香玲 

駱美惠 霍嘉芮 戴安雄 戴佑玲 戴呈龍 戴宏展 

戴秀娥 戴昀潔 戴國強 戴意修 薛永澤 薛良杰 

謝依恬 謝妙紅 謝志昌 謝玉梅 薛淼松 薛鈴娜 

謝不愛 謝元琪 謝月 韓佳蓉 叢鳳儀 韓濟遠 

韓美麗 韓白雪 隱名氏夫婦 鍾幸惠 鍾秋子 鍾菀婷 

簡佩吟 簡宛柔 簡明美 簡采瑩 簡沅庭 簡沅毓 

簡益弘 簡素玲 簡陳春香 簡進成 簡嫦娥 簡榮華 

簡語璇 簡語璇 謝宗霖 謝宜芬 謝宜益 謝明峻 

謝明璋 謝東敏 謝阿樵 謝春泉 何明蕙  

謝筱涵 謝筱嫺 
謝秋微 謝郁文 

謝珮琳 謝素娥 
謝偉銘 謝偉君 謝偉紋 
謝佳澤 謝佳欣 謝清河 謝淑紋 謝謦襄 

謝麗蘭 鍾佳伶 鍾兆晟 謝德宗 謝錦雀 謝錦箱 

謝景鳳 謝晴? 謝郭飲 謝煜城 謝煜彬 顏羽汝 

顏羽希 闕妘珊 豐達塑膠有限公 

司 
闕嘉慧 聶美玲 簡藍如蜜 

簡瓊芳 藍于翔 藍阿連 藍春暄 藍國瑋 藍翊中 

藍喻楓 顏麗滿 魏宇萱 魏行芳 魏可茵 魏可澄 

顏景洲 顏惠芳 顏宥騫 顏瑞模 顏嘉良 顏雅娟 

黃瓊玲 黃瓊慧 黃麗珍 黃麗香 黃麗香 黃麗珠 

黃曜東 黃澤祥 黃蔡美 黃慧雅 楊之豪 楊允綺 

楊心瓊 楊文文 楊文藏 楊方寧 黃顯輝 塗靖淑 

塗曼鈴 黃經華 黃裕田 黃暐婷 黃竫評 黃嘉偉黃巧甯 

黃碧慧 黃翠婂 黃鳳珠 黃慧芳 黃慧芬 黃廣良 

黃劉秀壬 黃雅惠 黃雯瑰 黃榆甯 黃毓珊 黃欽章全家 

黃游秀鳳 黃湘婷 黃朝盆 黃朝卿 黃森 黃惠玲 

黃富子 黃惠如 黃惠楨 黃惠珠 黃惠敏 楊淮籈 

楊珺安 楊淳捷 楊淑芳 楊淑貞 楊惠如 楊景淵 

楊智堯 楊朝智 楊雅惠 楊雅晴 楊雅雲 楊詠荃 

楊詠婷 楊舒惠 楊閎志 楊曜彰 楊韻橙 楊翰薇 

楊錦昌 楊濬棋 楊燦如 楊聰權 楊趙美香 楊漢笙 

楊嘉娟 楊榮廷 楊蓁宜 楊慧暄 楊瑞祥 楊畯凱 

楊嗣郎 楊煥斌 楊芳容 楊金枝 楊林玉華 楊林晟 

楊東穎 楊欣蓉 楊芳玉 楊阿猜 楊阿美 楊思綺 

楊國強 楊祖垚 楊泰璿 楊美英 楊沛榮 楊秀妹 

楊秀春 楊秀軟 楊秀惠 楊永寧 楊玉甄 楊立騰 

楊見男 楊佩靜 楊和文 楊季禎 楊宗霖 楊尚諦 

楊忠泌 楊承恩 楊旺淇 楊明鴻 劉大德 劉 

劉乃華 銀冠崴 銀珩宇 銀晞如 劉伊聆 劉世琦 

劉心筠 趙芷吟 趙李榕 趙培君 趙培樟 趙淑貞 

趙翊捷 榮秀蘭 熊睿澤 熊慧行 翟光復 裴柔媛 

廖大翔 廖尹君 廖心彤 瑋晴 廖文鈺 廖平福 

廖玉惠 廖宏仁 廖翊亨  

廖思妤 黃香華 
廖佳玲 廖秀玉 廖周婉 廖幸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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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明珠 廖東育 廖松搤 廖俞埻 廖冠宇 廖冠其 

廖亭淨 廖信雄 廖昭仁 廖書緯 廖書賢 廖書弘 

廖素禎 廖培鈞 廖健富 廖敏安 廖敏斌 廖清香 

廖翎采 廖雪茹 廖勛宏 廖逸驊 廖繼堅 廖懷恩 

廖證傑 廖慧如 廖潘 廖憶芳 詹素純 詹淑如 

詹德森 鄒梅柑 鄒運鑑 鄒適丞 葉濟銘 葉靜乃 

董心朱 董永祥 董其源 董其瑋 董志文 董家妤 

董冠宏 解博丞 詹宗旺 葉素惠 葉欲琮 葉淑珍 

葉淑娟 葉淑娥 葉惠昀 葉進鋒 葉瑋庭 葉宗文 

葉怡君 葉林彩琴 葉秉倫 葉青欣 葉韋汝 葉珍妤 

葉盈蘭 溫祥淵 溫祥斌 溫凱婷 溫淑貞 溫家榛 

楊麗惠 溫力臻 溫玉葉 葉秀蓉 賴乃綺 蕭輔材 

蕭錦惠 蕭振發 盧禹豪 盧禹璢 盧禹籝 盧竑允 

盧書凌 盧承維 盧冠妃 盧淑芬 盧賽陽 蕭呂甜 

蕭艾 蕭沛雅 蕭秀霞 蕭易聖 興豐蔘藥行 鄭靜枝 

鄭豐昇 鄭鎰鍾 鄭麗卿 鄧珮珊 鄧佳珣 鄧貴彬 

鄧臺蘭 燕玉 盧玉蕙 盧妘卉 鄭智宇 鄭朝發 

鄭淑月 鄭淑娟 鄭淑惠 鄭凱文 鄭翊君 鄭碧琪 

鄭竣元 鄭紫儀 鄭翔恩 鄭黃月娥 鄭愛珠 鄭新諺 

蔡淳任 蔡淑芬 蔡淑珍 蔡淑敏 蔡淑惠 蔡重仁 

蔡重義 蔡校慶 蔡金花 蔡金炳 蔡金龍 蔡翔任 蔡金鶴 

蔡倉成 蔡英健 蔡陳豐茂 蔡博凱 蔡辜祝 蔡漢川 

蔡瑞太 蔡瑞吟 蔡瑞陽 蔡潔玲 蔡慧玲 蔡慧娟 

鄭羽希 鄭克洲 鄭名璋 鄭正杰 鄭玉枝 鄭玉婷 

鄭玉霞 鄭伊順 鄭弋 鄭允守鄭芸佳陳欣霖 鄭文珍 鄭文華 

鄭央辰 蔡鬱 蔡祢倪 蔡麗霞 蔡耀升 蔡覺賢 

蔡顯童 鄭阿妹 鄭阿綿 鄭志展 鄭曼洳 鄭素珍 

鄭美玲 鄭美幸 鄭美雲 蔡玉蓉陳子沁 

陳佑齊陳秀鑾 
蔡立上 蔡同永 

蔡色觀 蔡佑良 蔡佑林 蔡吳春蘭 蔣昊諺 蔣杰樺 

蔣侑勳 蔣周淑寶 蔣坤成 蔣坤龍 蔣宗明 蔣尚恩 

蔣尚晏 蔣秋燕 蔣筱筠 蔡月珍 蔡文傑 蔡文憶 

蔡文濱 蔣謹 蔣艷 蔡承安 蔡炎福 游有羊 蔡明潔李漢東 

蔡東憲 蔡佩珊 蔡宜真 蔡宗慧 蔡宗諺 蔡宜華 

蔡命令 蔡孟芬 蔡孟珍 潘良淑 潘玉華 潘同獻 

潘姿辰 潘厚勳 蔣吳雪蝦 潘國柱 潘莉媚 潘雅婷 

潘文源 潘文仁 潘子聖 歐月華 劉麗湘 劉麗玉 

劉雙乾 劉鎧睿 劉騏睿 劉麗雲 劉寶金 劉泓華 

劉秉和 劉青松 劉冠伶 劉奕伶 劉建亨 劉建佑 

劉彥君 劉羿 劉柏伸 劉宏儒 劉志杰 劉育妏 

劉安庭 劉安貴 劉安進 劉昌和 劉明昇 劉宜倫 

劉佳鑫 劉畇憲  

陳思羽 
劉妮妮 劉滿釗 劉碧華 劉鳳婷 劉燕萍 

劉錦雀 劉惠芬 劉華陶 劉順仁 劉瑞玉 劉淑碧 

劉淑芬 
劉淑芬 劉清河  
張錦雀 劉明晴  
林薇 

劉莉芳 劉惠安 劉庭育 劉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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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富 劉家榮 劉家福 劉訂延 劉姵妤 劉家弘 

鐘珩睿 鐘麗孟 龔金顧 龔新光 龔嬋娟 褀山陵平 

褀山裕禾 褀山裕成 蘇宥臻 蘇昱瑄 蘇林糕 蘇杰宇 

蘇芳霈 蘇芷琪 蘇炳吉 蘇郁涵 蘇素華 爐冠翔 

爐珮綺 爐國彰 蘇玉晴 蘇江素真 蘇育廷 蘇育德 

蘇定霜 釋道慧 釋宥融 釋修斐 釋振方 釋智觀 

蘇詠婕 蘇榆婷 蘇勝芳 蘇慧晨 蘇慧穎 蘇靖茨 

蘇錦泉 蘇爐發 關長雲 譚創仁 嚴永森 羅慧婷 

羅銘福 羅駿毅 闔家 羅麗玲 羅蘭欣 譚茗文 羅翊禎 

羅勝淳 羅馬克 羅國瑞 羅珮瑄 魏春莓 魏秋芸 

魏美祺 鄺小姐 羅大祐 羅文汝 羅文傑 羅文徽 

羅仕光 羅平順等 羅玉芳 羅名媛 羅秀柑 羅亞當 

羅政明 羅若涵 羅郁文 羅郁如 羅珈琳 簡毓齡 

李隆恩 李湘羚 李舜濟 李李雅玲 

李睿霖 李馭瑩 
周雅藍 周瑞明 林居龍 

林慧菁 邱明德 林奕嘉 林羿漩 林張月珍 印歆芸 

朱子儀 朱政杰 朱凱毅 朱輝延 朱銳礎 吳林美芬 

吳秉達 吳秉翰 吳姿醇 吳朝保 吳麗琴 李杏色 

李秀琴 李昕憓 李芷楹 黃晨哲 黃簡長 楊心嫻 

黃玉梅 黃克勤 黃怡智 陳渟繶 陳義明 游為舜 

游馥鳳 游麗靜 洪宗源 栗森林 栗松山 張芳瑜 張晴雯 

張碧蓮 郭聖男 陳李福 鍾孟純 鍾昕辰 鍾桔遜 

薛麗卿 謝秋香 謝金川 戴智有 戴宇捷 蔣美雲 賴佳穎 

詹扶忠 劉? 羅國菖 羅文彥   

金額:510      

郭馥瑢      

金額:511      

王建棠      

金額:512      

王曾水錦      

金額:515      

古文俊 Parma 江明珠 呂秀真 李鑫 張倚瑜 

林暐招 洪浩鈞 郭靜霓 陳雅琪 陳建銘 黃長安  

劉莉妍 鄭伊婷 葉亭吟 楊清雲 黃瓊轉 羅唯尹 

金額:520      

李義立 吳光舜 王親英 游濰璟 廖樹木 蔡先生 

蘇福洲      

金額:526      

陳淑珍      

金額:550      

王祥宏 江雅萱 白鈞元 吳雅玲 李玉婷 洪禾芳 

徐志明 徐陳祥妹 徐愈淑 邱淑婉 林繹詳 林學洋 

林鄭春娘 林琇民 林清江 陳柯春嬌 霈軒飲水量販店 廖炳河 

楊凱淳 賴奕岑 賴奕拃    

金額:560      

莫汝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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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590      

徐千惠      

金額:600      

李文權 李子羽 李佳蕙 李芸蓁 李旺曆 李怡瑩 

李智玄 李晉福  

李悅如 
李雪莉 李淑麗 李珮芸 王淑華  

李菊莉 

李若瑩 杜昱威 

李麗美 沈文仁 吳紹仰 吳琪玲 吳素珠 吳姵葳 

吳芝蘋 吳忠平 吳沄姍 凌宏淞 生旺車業行 江金龍 江佩菁 

吳旭珍 吳李素琴 吳志堅 余麗紅 余雪紅 余敏華 

余秀麗 蘇慈雅 

蘇威丞 
何文斌 何淑珍 王培英 王惠芳 王菘英 

王瑜惠 古芳霞 王春義 簡美玉  

王一? 
王浩軒  

王中興 謝梅 

方皓葦 毛志峰 

Mia Hung 丁錦賢 凌玉真 徐國育 徐嘉濟 秦淑華 

洪永吉  

洪陳金玉 

洪振東 洪瑛文 洪嘉薇 范燕萍 林翠燕 

林碧蓮 林聰淵 林璟璇 林蘭香 邱春換 陳信安 

陳亞澄 陳關丞 

邱春嬌 

侯彥伶 侯柏謙 柏翊梅 施怡安 施光惠 林淑美 林美葉 

林春郎 張阿淑  

林子茗 
周慧雯 阮氏青玄 卓慶豐 卓明玉 沈宥柔 

林士元 林右霖 林玉卿 林育德 林育玲 林佩萱 

林甫 林楀晴 

林芷儀 

林克塵 林成泉 張言隆 張念平 張智凱 

張敏慧 崔德鄰 張宇新 黃鈺蓁  

張洺睿 
高禰嫺 張肇東 陳湘淨 莊南俊 

莊南貫 莊秋蓉 莊秋月 莊秋純 許美鈴 許宬瑞 

許中隆 許淑珍 許藝瓊 蘇靖惠 連志皓 連美玲 郭碧芬 

郭君晏 郭明洇 郭冠妤 郭冠宏 陳秀玉 陳彤 

陳怡瑄 陳春美 陳美琇 陳玲玲 陳姿君 陳宣霏 

陳亮岑 陳淑霞 陳雅華 陳雲田 陳新興 王家秀 
陳敬諺 

陳義昇 

陳詩穎 陳道章 陳鴻文 陳鴻文 章正宜 麥嘉明 

麥瓊英 傅茂椿 程雅雯 程國瑋 游正安 游正佑 

游志焜 游佩茹 游坤炎 游國華 黃阿柊 黃枝雄 

黃建雄 黃品鳳 黃奕劼 黃奕茗 黃月菊 杜依璇  

杜洸洋 
黃文男 

黃秀美 黃晟烜 黃家德 陳麗嵐 

黃紅香 
黃陳粉 賴妍辰 謝佳真 

謝佳穎 謝策華 謝蕙如 謝明師 簡華亨 簡日進 

藍羚爾 楊惠茹 楊雅韻 楊沄竺 黃麗珍 黃薪燁 

黃耀德 黃琦雯 黃敬智 黃漢榞 黃碧惠 廖志緯 廖鋐鈿 

王家棋 

廖慧美 廖彙軒 廖鳳琴 廖偉倫 裴柔雅 熊偉鈞 

劉水山 劉鐘應娣 劉女惠 葉世昌 詹小玉 董又嘉 葉穎潔 

詹嘉豪 鄭詠珍 鄭婷如 蕭秀如 盧運安 賴子涵 

蔡麗娟 鄭姵妤 鄭國彬 蔡博煒 蔡鳳儀  蔡文隆 吉天怡 蔡宛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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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卿 

蔡佩真 藍景鐙 蔡和燕 蔡昕倫 潘玉蓮 劉運森 劉守端 

劉有慶 劉伯漢 劉李玉英 劉柏陞 劉柏志 劉美靜 劉昱宏 

蘇聖媛 蘇月卿 蘇婉玲 羅右宸 羅崑瑜  

劉庭伊 

吳燦龍 吳盧美華 吳銘修 

劉孟哲 劉孟紘 黃麒仲 黃鈺雯 李佩芸  

金額:615 
     

食方小吃 黃淨慧 范維傑  

范育傑 

    

金額:620      

羅明煌      

金額:625      

池素珍 林易新 林明東 林淑芽 林詩庭 楊茲茵 

楊炎蒼 楊閎傑     

金額:630      

江招華 鄭銘仁      

金額:650      

朱貝芬 林勝雄  
林勤惟 林勤成  
林勤博 

     

金額:660      

楊雙雙 羅四維     

金額:666      

沈玉紋      

金額:700      

何雅萍 余得慶 王玉蕾 林稚恬 林欽義 林孟儒 

林芳任 林泳甄 林致廷 林余玉貴 林仕培 林慧美 

陳克倫 陳世英 許素凌 楊志中 戴秀雲  
楊昌樺楊雯琪  
呂祏安呂祏揚呂家威 

廖秋虹 蔡智如 彭聖章 
彭玉琪 彭詩云 

璿澧營造 鐘文敏     

金額:750      

林基文      

金額:800      

何逸山 何國樑 徐秋雲  

何雅璇 何宏志 
吳玟翰 吳敏慎 李映璇 李昀倫 

李沂澂 林健雄 林敏綾 林香秀 翁菱鴻 林玫君 林榮造  

林劉彩如 林黃冬花 
林明嬌 

林伯叡 周禹岑 
林碧珠 劉肇湖 

劉芷芸 劉芷融 

施麗珠 侯文正 侯昆友 

洪堂耀 劉嘉琪 

洪立宇 洪立安 

徐嘉涼 張素卿 

徐士凱 徐筱筑 
孫志文 徐昇民 張琳 張細妹 

張育群 陳人鴻 陳秀妙 陳威宗 陳宣佑 陳俊霖 

黃佳儀 黃昱遠 覃萬珍 謝云雅 蔡旻諺 蔡易呈 鄭竹庭 鄭惟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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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信丞 潘重寶 葉士齡 荳荳 劉寶玲 裴陳秀玉 趙又萱 趙又儀 

鄒國棟 楊馥禧 楊雯茜 逯永福 何阿鑾  

金額:850 
     

胡郭豪 胡郭益 胡星全 
楊林清子 

     

金額:880 
     

吳美秀      

金額:900      

余俊典 李淑美余岱巖 吳再羮 朱桐賢 王柔勻 曾婷瑜 陳吟芬 
 

金額:990      

健安動物醫院 陳進守     

金額:1000      

朱素完 朱純厚 朱俶瑩 朱素靜 朱偉銘 朱婉熒 

朱苓尹 朱郁婷 朱美靜 朱茅璐 朱苡華 朱振發 

朱陳義妹 朱雪娥 朱淑如 朱翎頊 朱雅蘋 朱聖浩 

朱黃篙 江孟儒 江宗憲 江秀美 江可涵 江玉錦 

江立立 朱學孟 朱戴雪花 朱鴻雯 江天霖 江丹妮 

江文滸 江世忠 江世恩 江一志 江乙彤 江于馨 江明芬 

江延福 江怡萱 江明軒 江金定 江金枝 江青純 

江品臻 江威徹 江美慧 江英蘭 江哲珠 江振煒 

江珮瑜 江益源 江唯萱 江紀妍 江建甫 江建國 

江禹嫻 江科鋒 江楷宸 江瑞珍 江惠群 高豫生 江智衡 

江曾文子 江陳珠 江淑美 江淑瓊 江翠菁 江鈺潓 

江慶嘉 江數子 江鳳美 江鳳珠 江鳳環 朱秀華 簡上濬 

朱秀珠 朱林阿欽 朱芷璇 朱阿重 朱恆志 朱春騰 

朱玲玲 朱奎澔 朱宣諭 朱阿增 朱呂會 朱李麗華 

朱光新 朱正邦 朱玉燕 朱文正 朱玄進 朱玉美 

朱玉英 伍純真 任玉雲 任秀珍 任恬君 任美瑜 

任培芳 任艷 向正軒 吉靜靜 刑琳妹 匠骰子牛麻辣麵 

安克志 安夢麟 田丰燕 田台軍 甘玉珍 玄文禮 

田至良 劉容伊 田承豪 田秉豐 甘春蘭 白茂財 白金 

白阿土 白芳英 白宜恩 申玉燕 申式芳 白亞芳 

白余賽玉 白王茶花 石綺蓉 石棖裕 石棖濬 石惠 石清芳 

石柏鴻 石棟樑 石珊榕 石紀烈 石書業 石芳枝 白筱華 

白熾昌 白馬廣告社 白瑀妍 石月賓 石世良 石喬安 徐慧雅 石可如 

石文男 石文德 石宇清 石宇華 石宇寶 石秀春 

石依華 吳玉霞 吳玉蘭 吳甘珠 吳立凡 吳旭東 

吳旭東 吳宗軒劉文苓 吳宇華 吳成全 吳成章 吳志祥 吳志堯 

吳李水砂 吳含少 吳含少 吳吟雪 吳汶周合家 吳秀玉 

吳秀珍 吳秀癸 余麗森 吳三朋 吳小黑 吳小麗 

吳友宏 吳文正 吳文和 吳文英 吳月惠 吳月英 

吳玉珮 吳玉玲 吳玉珍 吳永松 吳永翎 吳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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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玉雯 吳王滿 吳月蘭 吳月華 簡清浩 吳幼莉 吳以凡 

吳正元 吳正雄 余俊寬 余邱治 余宛樺 余岱峰 

余光裕 余宏儒 余百合 余伯達 余妙 余佳玲 

余佩玲 余典憶 余莉華 余朝欽 余菊 余黃振明 

余惠芬 余淑珍 余謹良 余鳳珠 余漢昌 余國雄 余黃來匏 

余美慧 余崇佑 余素蘭 余香君 余美玉 余美枝 

余春玉 余建明 余品嫻 何健瑋 何添財 何敏瑞 

何添元 黃冬松 何長諺 何信吉 何冠儀 何茂煌 何春吉 

何柏寬 何洛 何勃毅 何進程 何隆昆 何琪芬 

何淑娟 何景福 何揠 何會憶 何瑞婉 何嘉怡 

何嘉迪 何綺清 何蕙如 何錦文 何麗珍 何麗惠 

何繼盛 何鸞翔 何璻娟 何聰鑫 何謝秀玉 何禮原 

江麗芳 江麗青 江麗秋 江鴻承 江寶貴 江蘇寶猜 

江懿媛 何世榮 何冬梅 何正邦 何小姐 何中傑 

何文昌 艾佳妏 艾郅軒 何佳柔 何佳琪 何村益 曾秋敏 

何育嬙 何佳儒 何佩良 何孟佳 何沛昀 何沛軒 

何衣屏 何妙純 何玉婷 何松霈 何松叡 何明中 

何孟芸 何帛珍 何幸旋 何忠德 何承易 何承易 

何岡陵 何岳儒 何怡慧 吳美里 吳美娥 吳美惠 

吳秋絨 吳秋陽 吳秋燕 吳美奐 吳美珍 吳若妤 

吳若芳 吳美鳳 吳美儀 吳美慧 吳美雲 吳美鈴 

吳柏翰 吳柏良 吳柏逸 吳盈瑩 吳昭吟 吳秋良 

吳春霖 吳春薏 吳昭瑩 吳昭瑾 吳星宣 吳彥儒 

吳彥儒 吳春花 吳英霞 吳貞華 吳貞儀 吳貞薇 

吳恩棋 吳振弘 吳家謙 吳家淳 呂宜蓓 吳素珍 吳素美 

吳珮瑄 吳珮璇 吳祐陞 吳祐雯 吳秩瑋 吳素月 

吳珮玲 吳桃源 吳殷宏 吳泰宇 吳時賢 吳書涵 

吳敏絹 吳敏琪 吳梓 吳添盛 吳淑方 吳淑玉 

吳國生 吳訓忠 翁寶雲 吳軒齊 吳崇宇 吳崇寧 吳崇儀 

吳琦珍 吳登松 吳朝清 吳婷婷 吳惠玲 吳惠珍 

吳惠真 吳雪珠 吳雪華 吳雪麗 吳翊瑄 吳翊彰 

吳笠聖 吳莉莉 吳許寶惜 吳陳真 吳陳素鸞 吳郭淑真 

吳淑專 吳淑媛 吳淑璧 吳玟儂 吳松霖 吳欣蓉 

吳松津 吳欣哲 吳俊穎 吳芳娟 吳秉潔 吳玥玲 吳東融 

吳明娟 吳明輝 陳鳳鳴 吳明成 吳明政 吳明珊 吳明章 

吳明華 吳明蓉 吳林枝梅 吳欣怡 吳欣怡 吳松金 

吳長螢 吳雨潔 吳青蓉 吳青璉 吳金德 吳俊雄 

吳旻展 吳亭儒 吳信達 吳俞萱 吳俊彥 吳俐眉 

吳品慧 吳秀夫 陳碧珠 
吳炫慶 吳建鈞 

吳俐澐 吳勇賢 吳帟蓁 吳建一 吳建忠 

吳彥燊.吳東享 吳思慧 吳政哲 吳芊慧 吳佳珊 吳佳源 

吳佳真 吳秀倩 吳秀真 吳秀梅 吳秀琴 吳秀鳳 

吳奇曄 吳奇岳 吳其尚 吳佩樺 吳佩芬 吳佩倩 

吳佳縈 吳幸芳 吳岱霖 吳怡蕙 吳怡芬 吳明 

吳承達 吳尚容 吳尚衡 吳宜璇 吳宜臻 吳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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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孟晅 吳雅玲 吳貴香 吳雯琪 吳黃若淑 吳雅惠 

吳楊淑清 吳毓青 吳愛渝 吳新棋 吳傳枝 吳慈晏 

吳萬德 吳嘉玲 吳嘉華 吳嘉進 吳廖素枝 吳榮章 吳月美 

吳榮欽 吳聖慧 吳瑞雅 吳瑞雯 吳董益 吳選賢 

吳穎京 吳蕙如 吳蕙米 吳曉芬 吳慧玲 吳慧真 

吳慧敏 吳慧瑜 吳鋃麗 吳鋕立 吳憲松 吳蓉雅 

吳肇民 吳維忠 吳睿椿 吳裕萱 吳碧桃 

李瑩玲等四人 

吳鳳美 吳嘯吟 

吳德信 吳嬌枝 吳慶修 呂宗盈 呂宗哲 呂沁芸 

呂何阿桃 呂吉相 呂水吉 呂志勇 呂仕華 呂玉珍 

呂玉峰 呂玉琴 吳寶足 吳繼璘 吳鐘維 吳懿倢 

吳癀滄 吳襄廷 吳曜宗 吳曜東 吳鍾玲玉 吳錦芳 

吳錫熙 吳錦綢 吳銹月 吳靜惠 吳魏滿 吳懷慈 

吳瓊花 吳瓊珠 吳麗玉 吳簡秀鑾 吳繡緣 吳麗美 

吳麗如 吳麗英 許謹 吳麗娜 吳麗雲 吳麗敏 吳麗莉 

吳麗芬 呂宛庭 呂宜玲 呂宜融 呂承鴻 呂林麗珠 

呂金桃 呂金蓮 呂俊葟 呂欣怡 呂芳源 呂彥宏 

呂建德 呂冠緯 呂美昀 呂美玲 呂秋宜 呂秋瑾 

呂美華 呂美鈴 呂美慧 呂致宏 呂淑玲 呂張秀美 

呂彩燕 呂敏菁 呂健豪 呂國勝 呂國豪 呂國銘 

呂振華 呂素卿 呂恩僑 呂珈慧 呂家綺 呂琇祺 

呂博凱 呂敦榮 呂淑惠 呂淑鳶 呂羚菁 呂道鴻 

呂瑞香 呂雅燕 呂禎鈴 呂榮樹 宋江水 宋月圓 

宋芋蓁 宋佩怡 宋子崙 宋文太 宋玉璽 宋玉麒 

宋玉蘭 宋亦涵 呂學美 呂憲岳 呂營姬 呂簡阿母 

呂麗卿 呂驊文 宋銀妹 宋黎鐘 宋錫惠 宋靜子 

宋晼玖 巫伯楷 宋謝阿素 宋麗輝 宋繼智 宋勇慶 

宋建華 宋彥伶 宋相伶 宋美樹 宋南萱 宋美月 

宋珮玲 宋祥飛 宋喜來 宋惠亮 宋智強 王玉藤 

王光平 王立文 王永松 王永春 王永君 王永固 

王汝明 王百善 黃燕富 王吳鑾 王聿安 王至平 王至峻 

王秀蘭 王秀英 王秀霞 陳萬棠 王亞蘋 王佳郁 王佳鴻 

王岑正 王志賢 王李金城 

王李光宏王李全 

王沐涵 王秀卿 黃文灒 王秀珠 

王秀莉 王秀菊 毛素貞 毛淑文 王一如 犬山宏之 

犬山浩 毛憶華 毛錦竹姐妹 毛新寧 毛祥旭 方雅真 

方新玫 方溪良 方瑞桂 方瑞發 方夢花 方樹枝 

王士帛 王大為 王丹紅 王予君 王大德 王子庭 

王小米 王天佑 王久佳 王介民 王仙友 王月裡 

王文義 王方芳 王方潔 王文成 王文沂 王心沂  

李明亮 王抬明 
王文姜 

王文榮 王文嬋 王文興 王桂仙 王浩吉 王桂鈺 

王海玲 王振邦 王素貞 王素娥 王素華 王香紋 

王柊云 王娟娟 王家琪 王家蓁 王英鴻 王英娩 

王昭凱 王映惠 王為彬 王炳焱 王秋雄 王界舜 蔡佩珊 

王昱仁 王盈傑 王紀淳 王紀凱 王美玉 王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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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玲 王美麗 王美娟 王美莉 王彥凱 王彥筑 

王彥聖 王思婷 王思懿 王建華 王建國 王建崎 

王宥明 王宥程 王宥翔 王亮潔 王信明 王長煒 

王姿又 王奕棋 王奕渲 王品妍 王俐元 王宗孝 

王明隆 王明慧 王招舜 王昆良 王怡靜 王怡鏵 

王東相 王昀臻 王昕晴 王金蓮  王金蘭 王秉瓊 

王玨慶 王玥心 王亮心 古珮瑤 古彩娥 古清雲 史忠生 

古秉立 古青平 古哲遠 古家維 主庥企業社 王鰵治 

王蘭香 王譽澍 王譽叡 左蕙瑄 左營 史美英 

史惠華 台北無名氏 台勞室吳繼興 王穎 王穎誠 王薇浮 

王瓊埱 王錦珠 王麗慧 王麗淑 王麗雲 王韻琇 

王麗夯 王麗花 王麗花 王麗卿 王慧彧 王緣圓 

王慧珍 王慧媛 王慕舜 王劉素英 王銘 王鳳嬌 

王鳳蘭 王齊煒 王寬宇 王德成 王維耀 王翠玲 

王翠香 王語彤 王奕絜 王聖中 王葉玉音 王蜀燕 王違珠 

王瑋毅 王筱萱 王鈺惠 王獄斌 王漢溪 君 王福康 

王福祥 王福源 王嘉祺 王嘉平 余秀英 王團華 王傳鼎 

王慈彙闔家 王愛英 王愛禎 王新惠 王暄雯 王毓齡 

王煥瑜 王煥程 王黃美蘭 王雅惠 王鈞楷 王鈞暐 王隆華 

王雅玉 王雅怡 王雅玲 王雅雯 王雅萱 王雅瑩 

王逸帆 王進豐 王菩甯 王華敏 王惠芳 王富民 何來香 

王紫燕 

王富蜜 王凱儀 王婕 王婕懿 王陳月英 王紳佑 

王莉莉 王曾秀美 王曾紅哖 王智弘 王惠容 王惠珠 

王惠萱 王斯麥 王婉齡 王崇丞 王敏書 王張秀女 

王彩蓮 王惟聰 王國豐 王國寶 王珮嬅 王祥政 

王淨平 王淑真 王淑瑋 王梅絹 王淑芬 王淑英 

王梁錦衮 王啟義 王梅芬 王清月 丁銘傳 十芳院吉祥殿全 

員及學員顧客 

丁雅雪 丁愛玉 丁愛美 丁晨竤 丁素卿 丁柔菲 

丁威凱 丁怡婷 丁云惠 yin hsin shih 丁*雲 丁于健 

三千倉文物坊 三愛耐特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三寶弟子 上慧師父 千玉珠 于舉耀 

于耀智 亡者杜瑞湖 小汪牛肉麵 小娟 小魚兒服飾 不具名 

山田真弘 元寄梧 元瑞蘭 天主教友 孔令敏 孔雅萍 

孔繁楨 尤淑錦 尤惠艷 戈思忠 李佳蓉 支嘉立 方王菊 

文碧真 方宏仁 方仲仁 方杏米 方秀美 方忻淇 

方幸雯 方俊欽 方秉卿 方美蓉 方建成 方彥勳 

方春微 方為清 Lily 莉香 vivi-nono su liu sgpsdavid 

Anne Tsai Jerrinse Wu Joyu Lo Jsbelle Liao Andrew Betty XL 

Frances Amy green Hero Chia Ling Wu Coffee Ardrij Szanajda 

Austin劉 
Aika V. Saterlander Rathaus 

Akatsuki Lin Alex Chau Alfred Chen 
 

李秀玉 李秀金 李秀珍 李妙容 李志 李志宏 

李志明 李志強 李志達 李沛蓉 李沛儒 李光霖 

李立偉 李丞峰 李光明 李如玉 李安喬 李安惠 

李聿 李佳諭 李佩慈 李佾蓁 李佾璇 李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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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侑勳 李佳樺 李佳媛 李佳蓉 李秀蘭 李秀麗 

李秀霞 李秀黛 李育慧 李京珮 李秀華 李秀慧 

李秀香 李秀英 巫綵蝓 李上淇 李上發 李云清 

李川妹 李小玲 李小惠 李小萍 李小雲 巫雪珍 

李中學 李元貞 李元鈞 李元魁 李允恩 李友力 

李壬鋅 李文正 李文生 李文志、楊登惠 李文杰 李育慧 李文芸 

李文俊 黃玲玲 李文羮 李文 李文廣 李世玲 李世平 

李仙芝 李玉勤 李玉鳳 李玉玲 李玉美 李本鈺 

李正助 李永聰 李玉民 李玉如 李明璟 李明智 陳盈君 

李明容 李明忠 李怡萱 李怡瑱 李忠璇 李忠和  

泰菖企業公司 

李易姍 李明月 李昆達 李宜閶 李宜霖 李宜芳 

李宜洵 李宜娟 李宜秦 李宛諭 李岳芳 李幸珍 

李忠光 李孟芬 李孟珠 李宗山 李宗宏 李宗長 

李宗勳 李宗翰 李宗翰 李奈錦 李奇錦 李坤松 李卓儒 

李芸華 李采璇 李采穎 李金枝 李金金 李金郎 

李金夏 李金桂 李金珠 李青樺 李長領 李阿坤 

李芝穎 李芳依 李欣茹 李欣蓉 李林鳳尾 李泳台 

李泳霖 李秉宥 李治平 李品研 李品葳 李品賢 

李冠穎 李旻砡 李信賢 李俊弘 李俊男 李俊佳 

李俊傑 李俊發 李俊德 李宥慧 李威 李威霆 

李品叡 李奕萱 李奕樹 李姿雯 李建政 李彥廷 

李彥承 李彥輝 李政源 李星慧 李柄南 李柏蒼 

李盈青 李映瑩 李春生 李春蘭 李春國 李秋舟 

李秋慧 李美利 李美花 李美玲 李美英 李美英 

李美苓 李美娟 李美珠 李美珠 李美莉 李若雲 

李茂璿 李英美 李貞芬 李貞瑩 李郁強 李美蘭 

李致中 李美麗 李美雲 李美葉 李美靖 李美滿 

李美蓮 李美燕 李家慶 李家蓁 李家榮 李恕 

李恩潔 李香萍 江承洋 

江新裕 
李祖香 李素如 李海萍 李桂瑜 

李素嬌 李軒西 李豈輝 李秝銨 李紘誼 李偉存 

李彩如 李彩淑 李彩瑤 李婉瑜 李偉賓 李國池 

李培蓉 李婉如 李婉君 李淑宜 李淑芬 李淑珍 

李淳慧 李梅瑛 李清芳 李淇奧 李淑 李晨旭 

李悠如 李啟豪 李敏中 李敏村 李敏汶 李淑惠 

李淑湄 李淑華 李淑雯 李淑雲 李淑滿 李淑慧 

李淑慧 李淑美 李淑娥 李淑婉 李淑娟 李淑惠 

李盛章 李祥慶 李翎瑋 李莊雪 李通和 李連春 

李郭文英 李富美 李雪瑩 李偲彤 芯彤 李游阿蘭 李期陽 

李朝智 李惠娟 李惠敏 李惠鴦 李博智 李惠美 

李惠英 李惠貞 李惠貞 李萬居 李煌智 李瑞慈 

李琰 李愷伶 李雅雯 李雅燕 李雯慈 李黃引 李宜臻 

李華英 李詠誼 李菁玲 李湘鈴闔家 李進明 李進益 

李進財 李皖燕 李劉秀琴 李銘憲 李韶芬 李鳳美 

李語筑 李碧香 李碧雲 李碧雲 李福祥 李綺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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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玲 李嘉凌 李嘉琍 李嘉盛 李裔志 李嘉禎 

李榮華 李榮華 李漢英 李滿 李滿珠 李漪蓮 

李謀寅 李燕柔 李曉蘭 李鄭麗華 李錫銘 李慧蘭 

李蔚容 李蔭桐 李慶瑩 李德福 李劍青 沈正華 

沈有能 沈佑叡 沈文得 李麗枝 李麗芬 李麗屏 

李麗卿 李麗卿 李麗容 李麗惠 李麗鳳 李麗華 

李寶珠 李鏡芝 李瓊貞 李瓊華 李懷江 李繹民 

李謝妹 李龍彬 李靜梅全家 李靜淑 杜彥霆 杜俊賢 

杜耿邦 杜彩菊 李權宸 杜秀紋 杜育豪 杜佩芬 

杜孟純 杜文展 杜秀正 涂靜金 涂馥讌 區可人 

涂金蘭 涂秋玉 涂筱梅 崔永川 崔何麗娟 常申彤 

常叔彥 商桓朧 君 商茹嵐 崇宏有限公司 婉淯 康明凱 

康芳誠 康秀菊 康凱莉 康嘉穎 張一麟 康逸瑄 

康惠娟 張士宏 張大為 張女士 張子寬 張少龍 

張心 張太金 張云鉉 張小蓮 張山茂 張才女 

張宇輝 張向君 張名偉 張名雅 張存誠 陳淑華 張再傳 

張兆強 張至萍 張佑如 張玉琳 張玉梅 張玉如 

張玉珍 張玉英 張仲民 張仲邦 張月桃 張月惠 

張文權 張文龍 張文杰 張心靈 張文山 何惠卿 
張洛韶 張秉毅 

張文俊 

張文品 張文惠 張文琴 張文菁 張文雄 張正一 

張正民 張正雄 張正耀 張巧芸 張功炳 張月鳳 

張水忠 張冬享 晟原產業機械有 

限公司 
高麗燕 高靜英 高慧馨 

高增銓 高緒怡 高滕拃 高曉寧 高福德 高溱和 

高瑋謙 高碧玉 高碧珠 高慈蔚 高瑞雪 高詩婷 

高嘉明 高嘉羚 高富 高湧勝 高湘淇 高意欣 

高啟倫 高淑美 高紳儼 高陳招 高翊展 高美蓮 

高若綺 高信義 高玲朱 高宸輔 高桂香 高國朧 

高崑 高彩寧 袁書蘋 袁明偉 袁明輝 袁瑞琦 

郝采玲 郝筧英 郝筧菁 馬安琍 馬恆樂 馬珊妍 

馬淑琪 高安祈 高呈祥 高宏彬 高卓斌 高孟志 

馬襄明 馬翠萱 馬瑩君 高子傑 高久雅 高天茂 

高正宗 高巧奾 高巧虹 張育誠 張育瑆 張育菁 

張育瑜 張育熏 張秀卿 張秀娟 張李月春 張志華 

張妤琳 張甫任 張秀屏 張秀珍 李致聞 張秀光 張秀足 

張秀枝 張忠正 張明奇 張明勇 張松元 張林美花 張癀堯 

張林美秋 張林素貞 張林素瓊 張怡萍 張幸珠 張芃婕 

張佳慈 張佩虹 張佩華 張協園 張剛豪 張郁文 

張重雄 張珈榕 張美麗 張美華 張美葉 張美蓉 

張美惠全家 張美英 張玲翠 張玲慧 張珍菫 張秋美 

張秋香 張芝綺 張芝蓁 張金衮 張阿東 張阿金 

張金陵 張信文 張阿雪 張雨彤 張雨霖 張姀莉 

張信昭 張恆妙 張思明 張建男 張奕晟 張春梅 

張春欽 張昭枝 張春綢 張春蘭 張莘愉 張盛邦 

張祥筠 張淑絹 張淑錦 張淑櫻 張淑華 張敏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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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梅珠 張淳純 張淳彬 張清河 何美惠 

張根誌 張琯苓 

張可樺 

張清池 張淑玲 

張淑玲 張淑君 張淑美 張智彥 張智豪 張景惠 

張惠雯 張惠慈 張晴鈞 張凱棟 張富美 張富雄 

張復明 張惠英 張陳純慧 張雪娥 張琇姿 張陳秋霞 

張紹坤 張郭益 張翊暄 簡立昌  

簡芃妮 簡柔伊 
張翊榛 張傑淳 張喬媛 

張婷婷 張帷寬 張培蕙 張彩霞 張從德 張啟珍 

張啟豐.張竣絃 張敏宏 張偉庭 張健生 張曼麗 張國揚 

張域寬 張基茂 張祐宸 張能淵 張茗茹 張財興 

張軒豪 張高月秀 張高優美 張埕稷 張桂鳳 張晁霏闔家 

張書銘 張弼喬 張根豪 張桂崇 張特彰 張留瓊 張振景 

張振蒙 張晉泰 張庭蓁 張峻豪 張家瑞 張家蓁 

張容榕 張家妤 張家英 張倩 張琴生 張智毓 

張湘雲 張舒婷 張善添 張逸翰 張進國 張進謀 

張鈞逸 張雅舍 張雅惠 張雅評 張雅期 張雅琪 

張雅琍 張程鈞 張裕崑 張聖琳 張萬車 張萬金 

張瑛 張瑞歛 張瑞來 張瑞玲 張瑞娟 張照添 

張榆翎 張毓純 張會舫 張會敏 張敬旻 張雯嵐 

張菀玲 張誌臻 張語婷 張遠東 張劉雅貞 張鳳如 

張鳳命 張維玲 張碧蘭 張碧顯 張福新 張榕修 

張榮成 張漢洲 張睿欣 張瑋倫 張靖 張嘉容 

張嘉玲 張嘉慧 胡惠芳 胡敏惠 胡菁琴 胡菊英 

胡詠晴 胡瑞宗 胡瑞珊 胡瑞卿 胡瑞雲 胡瑋瑜 

胡僑芸 胡嘉琪 范氏貝拾 范氏緣 胡霞珍 胡譽騰 

胡廉偉 胡翠雯 胡醒民 倪萱懿 修平 范鳳鈺 

范增欽 范姜秀娥 范美惠 范秀鸞 范媽鉗 范瑜庭 

范惠娟 范朝和 范家齊 紀秋秋 紀韋丞 紀叡達 

紀耀華 紀玉雲 紀芳宜 紀金茜 紀亮宇 紀春滿 

紀柯淑瓊 洪麗育 洪儷玲 洪璢觀 洪蓚珮 洪ç祥 蘇衮芬 

秋美珠 胡映淇 胡秋月 胡春田 胡家文 胡家誠 

胡宸源 胡宸瑋 胡宸銓 胡正賢 胡王杰 胡宇平 

胡伉儷 胡秀怡 胡良雄 洪婉î 洪崇炫 洪國耀 

洪崇勝 洪彬峰 洪得馨 洪雪芳 洪雪珠 洪淑瑩 

洪紹純 洪許登美 洪舒湘 洪嘉嬬 洪碧齡 洪銀銓 

洪慶生 洪錢錢 洪嘉徽 洪禮錝 洪瑞龍 洪培耕  

王愛鳳 
洪鈴樹 

洪暐婷 洪琳雅 洪雅婉 洪順隆全家 洪傳 洪煦寰 

洪瑞慎 洪振燦 洪真珠 洪祖熙 洪英娜 洪苓綾 

洪晟書 洪偉軒 洪素美 洪素蓮 洪政杰 洪美芳 

洪金舞 洪東正 洪昀妡 洪木川 洪世傑 洪玉玲 

洪玉英 洪小姐 洪月琴 洪之斐 洪尤靖宜 洪佩琪 

洪秀鳳 洪秀蓮 洪秀謹 洪秀紋 洪佳汝 洪志誠 

洪志鴻 洪秀娟 洪宏祥 洪旭方琦 徐明德 徐尚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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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延利 徐延燕 徐坤龍 徐秀鳳 徐良彥 徐鈴榮  

徐義妹 劉康西 
徐宥勝 

徐秋華 徐美佐 徐美圓 林義凱 徐美鳳 徐晉瑩 徐書鴻 

徐千琇 徐乙仟 宮玉琦 師秀珍 徐小蓁 徐文琪 

徐日榮 徐月女 徐步雲 徐聖傑 徐秀梅 徐宏育 劉孜易 徐火土 

徐玉娟 徐伴 徐佑 孫玉燕 孫兆民 夏應綺 

姬白菊鳳 孫文玲 孫文珍 孫培軒 孫淑娥 孫菽蔓 

孫麗蘋 孫錦菊 孫靜玉 家鄉味餐酒館 孫維惠 凌盛貴 

凌新發 凌樹民 倪簡月貴 唐日新 凌英峰 凌麗菊 

原創原住民搬家 

企業社 
唐民華 唐屏萍 唐卿娥 夏麗珠 夏邦霖 

夏宗強 唐翊庭 唐瑜珼 唐簡美惠 哺滴 夏中琪 

徐嘉敏 徐嘉鴻 徐碧霞 徐維 徐維莉 徐翠妍 

徐銑佑 徐德沼 徐麗珠 徐韻琇 徐韻筑 徐韻璋 

徐錦雲 徐權 徐顯* 振阿玉 朗敏 徐素瑛 

徐婉如 徐崇耀 徐張瑞雲 徐翊耀全家 徐凰原 徐慎謀 

徐雲光 徐鈴淵 徐毓雅 徐瑞怩 徐瑞蓮 秦勝蘭 

秦觀濤 索南彭措 翁久惠 殷利晴 翁束葉 桂慶璇 

柴凱仁 殷寶玲 翁美玲 翁建清 翁洵珣 翁素卿 

翁富年 翁欽南 翁崑益 翁瑞興 翁嘉齡 耿錫英 

翁耀傑 侯明珠 金都足體養生館 金新邱 侯春風 唐紫玲 侯映岑 

侯欣辰 侯曼麗 侯彩鸞 侯魏珍 侯順從 侯歡倩 

侯鑑原 姜涵 姜曉紛 姜培蘭 姜青菁 姜美鳳 

姚桂英 姚李愛玉 保承機械有限公 

司 
俞佑霖 俞育威 陳有毅  

曾敏雪 
俞日隆 

俞晨尹 俞惠軒 俞雅峰 邱創澤 邱復聖 邱清全 

邱清順 邱偉玲 邱國章 
邱啟鴻 蔡金波 
蔡光南 邱智玉 邱子芸 邱進江 

邱進權 邱煜思 吳珮秦 

邱冠瑜 

邱煌元 邱義章 邱聖傑 邱瑜婷 

邱盟分 邱裕文 邱雋彥 邱鈺勻 邱寧彬 邱耀萍 

金春滿 邱馨慧 邱麗華 邱瑞萍 邱蓓芬 邱潤豐 

邱蔡鶯金 邱慶裕 邱黎瑰 邱曉玲 邱靜怡 邱靜榕 

邱龍坤 邱豐雄 邱瀅珊 邱麗伶 施順隱 施瑞良 

施鈴玉 施碩恩 施緒陽 柯天生 施麗卿 柯明堂 

柯依妏 柯宜伶 柯志峰 柯沛萱 柯宇珍 柯承易 

柯金珠 柯品瑜 柯秋月 柯品丞 柯狛洵 柯麗娟 

柏曉婷 王文男 

王品涵 
柳金枝 段麗位 蕭秉宇  

蕭秋惠 
段秀儀 段張苗利 柳葉梅 

洪三貴 洪于翔 洪千婷 柯鴻圖 柯瑞南 柯瑞華 

柯蔚琦 柯郭阿治 柯強義 柯淑真 施玉芳 施文 

施文琪 施世聰 楊敏惠  

施清文 施美利 
施邦興 郭陳錦桂 施佩伶 施文山 施佩吟 施孟岐 

施昊辰 施沛妤 施勻 施又仁 姚瀚晴 姚瀚翔 

姚麗專 姚榮華 姚庭顯 姚瑞良 施明進 施玥呈 

施金枝 施青吟 施品安 施品均 施品狛 施宣如 

施怡如 施彥亨 施美琴 施美玲 施勝紘 施淑鳳 

施雅俐 施雅絹 施貞鴻 施婉容 林碧珠 林碧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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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碧蓮 林榮錄 林漢川 林瑤紅 林裴敏 林語婕 

林翠芳 林碧霞 林福民 林福良 林翠羚 林鳳秀 

林鳳宗 林齊良 林劉秋枝 林慧貞 林慧茹 林慧芬 

林慧玲 林歐美雲 林澄維 林潔妮 林慶旺 林慶祥 蘇雲 

林慶聿 林鳳楨 林德明 林德發 林德斌 林蔡阿春 

林憲章 林賢治 林賢欽 林賜龍 林蔚薰 林瑩瑋 

林璃莉 林璞玉 林燕雀 林澤民 林穎鑫 林錫能 

林錦生 林錦生 林錦鑌 林靜宜 林靜惠 林靜玲 

林鴛鴦 林澭鍚 林優秀 林曜成 林曜衡 林麗如 

林瀚哲 林瓊姿 林瓊娃 林瓊姬 林麗娟 林麗珠 簡漢陽 

林麗芬 林麗珠 林麗玲 林麗秋 邱昱維 邱盈心 

邱秋泰 邱美霞 邱美淳 邱美玉 邱美年 邱美宜 

邱美春 邱美玲 邱茹佩 邱釗妹 邱峰志 邱峰謨 

邱胤螢 邱貞綺 邱郁芬 邱郁善 邱苡甯 邱俊凱 

邱玥甯 邱彥智 邱奕琅 邱品勳 邱垂堂 邱南誠 

邱垂達 邱奕郎 邱宏憲 郭鴻貞 邱伯亦 邱潘土 

邱立武 

邱丞宥 邱有榕 

邱佩伶 林譽真 林艷櫻 林麗瓊 林嬿鳴 林寶月 

林寶秀 林麗瑛 林麗蓉 林麗華 林麗華 林麗華 

林寶珠 林寶雲 林寶鳳 林耀溪 邱玉斌 邱如君 

邱字堂 邱宇弘 邱心嫻 邱文欽 邱士娟 邵文能 

社團法人新北市青山
福德正神功 
德會 

邵千懿 竺台勝 
社團法人桃園市樂善
協會 邵麒維 邵芝穎 

邵仲乎 邵海漪 周禹彤 周柏昌 周玲琪 周盈伶 

周美志 周美嬌 周恂恂 周恒暉 周致碩 周孫甲 

周家正 周家羽 周家妘 周哲名 周柏亨 周威霖 

周冠妤 周俊良程秀菊 周恆安 周政霆 周政翰 周芳祁 

周采甄 周金貴 周芳丞 周松德 周玟如 周宗立 

周宜勳 周尚怡 周孟宏 周孟慧 周幸伶 周怡華 

周明文 周明宗 周明聲 周東卿 周俊明 

周志文 
周呈亮 周宏彥 

周廷洋 周光龍 周宇明 周汝泉 周百苓 周百傑 

周秀美 周秀娟 周志軒 周澤民 周穎君 周福全 

周維沛 周翠亮 孟憲章 孟欣宏 季德釵 官千鳳 

官念臻 周麗娟 周麗雲 周麗美 周淑鈴 周淑鑫 

周素媛 周強民 周敏敏 周浩明 周素蘭 周娮吉 

周恁名 周詠恩 周渝涵 周焜明 周琦智 周瑞渝 

周詮程 周靖騰 周瑋蓁 沈冠廷 沈金彩 沈明如 

沈育華 沈征男 沈桂成 沈桂華 
沈陸華 吳福來  
吳泰賢 吳怡青  
莊欣諭 

沈峻銘 

沈素美 沈品瑤 沈美子 沈哲正 沈娉如 沈美幸 

沈美雲 沈裕惟 沈慧如 沈瑩 沈錕章 汪妹延 

汪修芬 沈羅美玉 沈韻涵 沈麗琴 沈麗華 沈驞 

 
 

汪海燕 牡丹 卓芯卉 卓金枝 卓庭妃 

卓晏安 卓益亨 卓慧珍 周于坪 卓瑞雪 周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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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琪 周小娟 周天良 周大叟 卓鳳珠 周千皓 

周永山 周永承 周文斌 周水給 周世梅 秀惠 

辛碧雪 阮雋婷 阮桂宗 阮貴民 阮愛珺 阮維真 

忻其怡 佰順醫療器材股 

份有限公司 
卓文欽 卓文萍 卓月桃 林伶怡 

林吳金枝 林吳蘭玉 林呂碧雲 林君卓 林佑得 林佛東 

林佑柔 林百蘭 林艾綺 林西基 林旭茂 林有田 

林有端 林江柳 林全榮 林帆庭 林光村 林田大支 

林立偉 林立翎 林丞溱 林妍秀 林孜蓉 林岑靜 

林志倩 林志展 林志峰 林秀好 林沁瑩 林李秋純 

林李鏈 林村樺 林志墩 林志賢 林志鴻 林志蠭 

林佳蓁 林佩緹 林彥翔  

林宥蓁 
林佩勳 林佩燕 林佩儀 林忻妤 

林言宥 林亞偉 林亞萱 林佳琪 林佳宜 林京澄 

林依岑 林佳緹 林佳誼 林佳輝 林朝昌  
林美吟 邱淑珍 

林佳樺 林育真 

林育宣 林育琴 林育萱 林良福 林秀蘭 林育如 

林秀鳳 林秀湄 林秀純 林秀敏 林秀芬 林秀玲 

林秀珍 林秀紅 林卉君 林右銘 林月嬌 林月霞 

林木田 林水雲 林水鄭 林王麗珠 林水妹 林文章 

林文勇 林文玲 林文貞劉禮慧 林文珠 林文益 林文德 

林月女 林月里 林月盆 林月美 林月英 林月貞 

林月理 林玉娠 林玉時 林永泰 林玉女 林玉琇 

林玉惠 林玉燕 林正泓 林正雄 林左左 林正弘 

林弘易 林弘庫 林弘儒 林永淳 林永順 林士英 

林千鈺 林千鶴 林大翔 林士瑤 林士懿 林子陽 陳婕妤 

林子弘 林子玲 林子修 林子珺 林子傑 林才捷 

林中田 林元吉 林元莊 林午妹 林天寶 林心宇 

林文平 宜蘭縣金同春龍 

舟協進會 
官瑋婷 官連枝 官莛婷 林千祥 

杭玉英 明進土木包工業 

有限公司 
林明賢 林明鳳 林昕以 林昊緯 

林明樹 林明鴻 林昀禾 林昀瑩 林明志 林明佳 

林明坤 林昆榮 林承瑾 林正朝 林於宏 林旺仁 林易祥 

林怡君 林怡君 林怡萍 林念華 林怡汎 林怡伶 

林怡君 林孟婷 林孟秋 林周作 林坤山 林坤旗 

林奇典 林宗信 林孟潔 林宜生 林孟穎 林孟翰 

林孟翰 林季甫 林宗仁 林宗成 林宛萩 林宛儀 

林宛樺 林宛螢 林居正 林幸倫 林岳樺 林帛鴻 

林宜婷 林宜縥 林宜珍 林宜蓁 林宜慶 林宜嫺 

林玥頤 林武源 阮嬌仙 林佳暄 

林官帛 
林枝旺 林美種 林欣儀 林泓仕 林泊吟 

林玟吟 林玟辰 林玫君 林芸安 林芳蘭 林芷羚 

林芝綺 林采俞 林金泉 林金葉 林金英 林金足 

林金枝 林金治 林俊妤 林俊宏 林信宏 
林長生蔡淑華 
林雋霆林育萱 
林加琪 

林青慧 林阿慧  
 

林南交 林品涵合家 林品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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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品瑩 林俊翰 林冠宇 林冠瑛 林宥安 林奕晴 

林威志 林郁淳 林貞妤 林苑婷 林修平 林苡蓁 

林倩如 林娟秀 林倚安 林哲宇 林哲宇 林哲安 

林庭佑 林庭妮 林家麒 林容如  林展賢 林峻達 

林家溱 林家樺 林姬足 林若君 林美麗 林胤倫 

林致平 林美鈴 林美雲 林美蓉 林美蓉 林美嬌 

林美慧 林美潔 林美蓮 林美雪 林美梓 林美惠 

林美惠 林美惠 林美雲 林美華 林美華 林美玲 

林美花 林美姿 林美玲 林美珍 林美英 林美娟 

林春菊 林春滿 林春綢 林昭君 林昱齊 林昱宏 

林建榮 林建昌 林建東 林建璋 林建宏 林彥廷 

林彥辰 林思妤 林政毓 林政誼 林炫仁 林珊 

林珊合 林柏程 林秋梅 林秋香 林秋菊 林秋菊 

林秋銘 林美玉 林美玉 林美心 林梁英妹 林敏 

林啟瑞 林啟裕 林得恩 林張淑梅 林張素鏧 林彩琴 

林彩雲 林婉瑩 林崑江 林淑芬 林淑芬 林淑青 

林淑玲 林清琴 林清鍠 林淑芳 林梧生 賴妙娟 

林冠狛 林沛狛 
林梅玉 

林淑珍 林淑珍 林淑娥 林淑偵 林淑敏 林淑惠 

林淑慧 林祥順 林淑雯 林淑慈 林淑瑛 林淑瑜 

林淑鈴 林陳秀裡 林陳阿幼 林郭時枝 林偉偉 林茜 

林晟洋 林軒宇 林郡瑜 林培韋 林國當 林國輝 

林國發 林真琪 林素敏 林素媛 林素惠 林素惠 

林素華 林素勤 林素嫻 林純妙 林純結 林純達 

林純榕 林純齡 林素嬌 林素慧 林素香 林素娥 

林素屘闔家 林素珠 林素玟 林素芳 林素芳 林素花 

林素月 林素玉 林素美 林素美 林素英 林祐銘 

林祐如 林真如 林益淨 林珮瑜 林珮綺 林桂英 

林桂蘭 林浩三 林書帆 林泰宏 林書華 沙佩溧 林書筠 

林游玉美 林湘儀 林琴齡 林登淵 林貽幼 林華瑛 

林詠淇 林進來 林進科 林開富 林貴鳳 林逸昇 

林貴釗 林貴雀 林雅薇 林雅慧 林雅萍 林雅宮 

林雅淑  林雅惠 林雯雯 林雯慧 林黃新嬌 林琮芮 

林琮崴 林勝勇 林翊涵 林翊凱 林陳英玉 林富田 

林富宸 林彭蘭香 林雪青 林雪美 林惠珍 林惠貞 

林惠娟 林惠珠 林惠華 林棠誼 林惠群 林王莉如 林朝宗 

林朝明 林筠軒 林義芳 林瑞達 林瑜真 林羨菊 

林群承 林群書 林義棠 林義鈞 林聖傑 林聖傑 

林瑞文 林瑞民 林照義 林煜昌 林暉凱 林慈芳 

林嵩山 林愛貞 林靖喬 林頌恩 林溱真 林瑋莉 

林裕肱 林裕脩 林裕絢 林詩銘 林達仁 林鈺峰 

林鈺文 林鈺倢 林鼎堯 林嘉柔 林嘉慧 林嘉雯 

林嫦美 林嫦專 林廖雪汝 林榮茂 陳貴蘭 陳逸修 

陳逸軒 黃郁涵 陳逸華 陳詠婕 陳詠晴陳育琥 陳詠蘭 陳登榮 

陳晶秋 陳智慧 陳朝安 陳朝枝 陳湘羚 陳欽和 

陳惠華 陳惠瑜 陳惠珠 陳惠琪 陳惠萍 陳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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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富宏 陳富雄 陳郭阿蘭 陳雪芳 陳雪靜 陳雪梅 

陳雪萍闔家 陳傑堯 陳凱政 陳勝弘 陳勝林 陳博康 黃于珍 

陳淑照 陳淑燕 陳淑靜 陳紹棠 陳淑媛 陳淑華 

陳淑華 陳淑娟 陳淑娟 陳淑屘 陳淑珠 陳淑卿 

陳淑真 陳淑敏 陳淑敏 陳淑梅 陳淑媚 陳淑美 

陳淑貞 陳淑芳 陳淑宜 陳淑芬 陳淑芬 陳淑玲 

陳清泉 陳清海 陳清龍 陳淑 莊依瑄 陳淑月 陳械彬 

陳梅雪 陳梅鈴 陳梨杏 張立承 陳清作 陳國坪 陳培芳 

陳健瑩 陳偉儒 陳健義 陳國光 陳國基 陳國堯 

陳國棟 陳敏玲 陳敏紅 陳從英 陳彩雲 陳啟玄 

陳啟宏 陳啟娥 陳崑益 陳康明 陳婉秀 陳婉玲 

陳婉婷 陳婉晴 陳茲軒 陳茗蓁 陳能島 陳偉岸 

陳高彬 陳軒禾 陳素枝 陳益鴻 陳真夙 陳珮綾 

陳素香 陳素華 陳姵錡 陳昶勳 陳珈君 陳珈爭 

陳姵瑜 陳哖妹 陳香如 陳香伶 陳姵玉 陳姵如 

陳姵君 陳倍儂 陳郅中 陳家審 陳容靜 陳宸 

陳姵穎 陳娓郁 陳振宗 陳泰源 陳泰源 陳浚欽 

陳家鈺 陳恩澤 陳振東 陳羿旭 陳虹琳 陳虹蓁 

陳貞吟 陳貞祠 陳郁芬 陳郁涵 陳重慶 陳重諺 

陳羿儒 陳美櫻 陳美櫻 陳美智 陳美澄 陳美蓮 

陳茂庭 陳茂華 許芷葳  

陳安瑀 
陳英玟 陳俊樺 陳俐陵 陳俞均 

陳俊龍 陳冠良 陳冠惇 陳冠廷 陳則言 陳勇仁 

陳勇文 陳品媛 陳品蓉 陳冠瑾 陳冠儒 陳冠霖 

陳奕宏 陳品狛 陳品狛 陳威慎 陳威霖 陳宣丞 

陳宥菁(予斯) 陳建宏 陳建尹 陳宥綺 陳建良 陳建吏 

陳姿雅 陳姿妤 陳威廷 陳威宇 陳奎曄 陳姿卉 

陳奕茹 陳奕翰 陳亮吟 陳亭均 陳亮馨 陳信祥 

陳信章 陳俊宏 陳俊甫 陳俊甫 陳俊宇 陳俊克 

陳阿敏 陳阿香 陳玠錡 陳金圓 陳金葉 陳金鳳 

陳金穗 陳金蘭 陳長冠 陳長德 陳金晉 陳采萱 

陳芷琳 陳芳菁闔家 陳芝廷 陳芝鈺 陳金俊 陳金生 

陳金吉 陳盈利 陳盈菁 陳玲蓉 陳泉江 陳洵清 

陳炫文 陳炳元 陳盈穎 陳科瑾 陳祈佑 陳秋梅 

陳秋智 陳秋碧 陳美雪 陳美惠 陳美惠 陳美華 

陳美華 陳美雲 陳美雲 陳美娥 陳美宮 陳美容 

陳美玲 陳美雀 陳美奉 陳美幸 陳美幸 陳美延 

陳美彤 陳美杏 陳美花 陳美春 陳紅綢 陳紀華 

陳美如 陳美伈 陳紀帆 陳春桂 陳春成 陳春和 

陳政裕 陳政達 陳政旭 林雅詩  

陳翊綺 陳翊嘉 
陳春生 陳春生 陳昭芳 

陳春華 陳春貴 陳昭仁 陳昭旭 陳柏宏 楊千瑋 陳柏甫 

陳柏良 陳柏林 陳某人 陳映潔 陳昱如 陳昱達 

陳昱杞 陳建源 王怡青 陳建明 林淑美 陳建勛 陳建富 陳彥君 

陳彥各 陳律瑾 陳思文 陳彥碩 陳彥綜 陳思璇 

陳恆儀 陳思瑜 陳思妤 陳思琪 曾勝真 曾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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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雪如 曾翊琪 曾祥雲 曾淑麗 曾淑惠 曾愛緣 

曾湘詒 曾雅旻 曾雅惠 曾義傑 曾義翔 曾瑞祥 

曾瑞嘉 曾淑娟 曾淑惠 曾清香 曾淑吟 曾素蘭 

曾彩珠 曾針 曾高彩雲 曾浽錡 曾郁琪 曾素月 

曾素珍 曾昱瑋 曾昱澄 曾玲敏 曾秋桂 曾紅玉 

曾美玲 曾美惠 曾美惠 曾姵瑄 曾修靜 曾振利 

曾振琦 曾桂芬 曾浚紘 曾志鴻 曾君婷 曾秀貞 

曾秀媚 曾佳容 曾幸慧 廖益茂 

廖桓毅 曾許麗珠 
曾金珠 曾信豪 曾金萬 

曾俊銓 曾招雄 曾林鳳妹 曾欣儀 曾則烜 曾品瑄 

曾奕芬 曾建誠 曾介文 曾文中 曾本嵇 曾月英 

曾月梅 曾士杰 曾千子 斐文賓 斯寅 斯培娟 彭賽蕾 

彭福桂 彭鈺李 彭甄琳 傅思惟 傅垣賓 傅玉瑤 

傅偉 傅國富 傅富驛 傅裕宏 萬世崇 傅靖琇 傅嘉瑩 

傅曉梅 傅錫純 傅龍三 勞瀚緯 博鈺茹 富康妮寢飾精品 

屋 

彭小苒 彭莉晴 彭理華 彭盛生 彭啟順 彭新喜 

彭雲欽 彭黃秋美 彭意文 彭意林 彭富珍 傅石坡 彭素枝 

彭岱恭 彭金源 彭日宏 彭玉伶 彭玉鳳 彭玉蘭 

彭妍華 彭秀貞 彭育哲 彭卓蘭 粘八方 麥郁苑 

麥崔惠琳 麥朝創 麥鈺婕 傅如美 粘碧鳳 謝文坤 傅千祐 

傅千鶴 傅友德 章雪娥 陶允正 陶玉藍 陳褤葒 

陸弘 陳鶴聲 陳拃鈁 陳悤美 陳蘇惠珠 陳蘅蕊 

陳儷文 陳寶媚 陳寶鳳 陳寶臨 陳寶洲 陳麗環 

陳麗齡 陳譓如 陳麗琴 陳麗嬋 陳聯藩 陳聰賢 

陳聯寬 陳豐明 陳豐信 陳黛蒂 陳穗芽 陳靜怡 

陳靜芬 陳錦城 陳錫鋒 陳錦凱 陳繹安 陳鏡正 

陳韻如 陳璽安 陳鵬隆 陳麒尹 陳韻庭 陳鵬文闔家 

陳麒翔 陳麗娟 陳麗秋 陳麗娥 陳麗珠 陳麗珠 

陳麗淑 陳麗玉 陳麗如 陳麗芸 陳麗芸 陳麗玲 

陳麗玲等10人 陳廣榮 陳德金 陳蒔樺 陳增洲 陳增珠 

陳鳳紋 陳慧卿 陳慧真 陳慧滋 陳慧熙 陳慧萍 陳導元 

陳緞 陳蓮芬 陳瑩珊 陳標賢 紀美珠 

鄭仲宏 鄭婷爻 

鄭婷文 

陳毅軒 陳潤珠 

陳賴妙英 陳錫九 陳錫淵 陳篤恭 陳蕙婷 陳蕙雯 

陳蕭金美 陳親寧 陳燕珠 陳燕芬 陳穎達 陳曉芸 

陳遍綠 陳靖華 陳雍昌 陳靖函 陳筱雯 陳筱寧 

陳鼎華 陳暐娟 陳鈺芳 陳漢陽 陳熙庸 陳榮華 

陳榮華 陳榮藏 陳榛羚 陳榮川 陳榮伶 陳榮松 

陳榮惇 陳耀濃 陳榮規 陳睿彬 陳睿榮 陳碧珍 陳碧珍 

陳碧珠 陳碧真 陳碧滿 陳碧慧 陳碧蓮 陳福明 

陳福奎 陳蓉茵 陳翠雯 陳翠芳 陳翠薰 陳維良 陳維邦 

陳筵仁 陳蓉瑩、陳善良 陳銘泉 陳銘陽 陳銘謙 陳銘嚴 

陳詩潔 陳詩媛 陳詩茵 陳義云 陳筠今 陳筠蓁 

陳瑞瑜 陳瑛瑜 陳煜清 陳楊選 陳榆涵 陳毓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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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毓茹 陳瑞玲 陳煥雲 陳楊明 陳新添 陳郭碧卿 

陳俊良 
陳敬謙 

陳新典 陳勤 陳琮元闔家 陳黃煥 陳塘潾 陳嵩博 

陳幹業 陳愛玲 陳愛珠 陳敬壬 陳順和 陳雅慧 

陳雅琳 陳雅姮 陳雅莉 陳雅婷 陳雅君 陳階生 

陳均榮 陳君敏 陳君禕 陳妍萍 陳妙如 陳廷睿 

陳宋秀英 陳宏偉 陳佑甄 陳吳千代 陳佑瑄 陳艽艽 

陳汝曄 陳竹城 陳由敏 陳玉薇 簡志仲 陳玉華 陳玉慧 

陳玉潔 陳立仁 陳立國 陳立程 陳立穎 陳有培 

陳吉定 陳如碧國立陽明大學創
新育成中心 

陳宇帆 陳宇強 陳仲雯 陳全福 

陳秀份 陳秀金 陳秀玲 陳秀佳 陳秀美 陳沈鳳 

陳沅蓀 陳沛申 陳沂平 陳沂穠 陳秀人 陳志民 

陳志先 陳志成 陳志成 陳志韋 陳志娟 陳李朱涼 

陳志蓮 陳志煒 陳志豪 陳志富 陳志超 陳秀琴 

陳秀琴 陳秀菁 陳秀哖 陳秀娥 陳秀珠 陳秀珠 

陳秀新 陳秀裙 陳秀鈺 陳秀綾 陳秀蓮 陳育勤 

陳育純 陳育芯 陳秀鎂 陳秀霞 陳秀蘭 陳亞屏 

陳怡蓁 陳怡君 陳怡娟 陳怡涓 陳怡欣 陳忠良 

陳怡文 陳怡如 陳怡如 陳怡如 陳怡妙 陳延定 

陳忠宏 陳忠輝 陳宜萍 陳居五 陳定齊 陳定緯 

陳宜珖 陳宜伶 陳坤泰 陳奇國 陳姍姍 陳坤志 

陳宗淳 陳宗伯 陳孟君 陳孟玲 陳孟娟 陳佩玲 

陳佩鈺 陳佩蓉 陳佩明 陳依婷 劉宇晨 陳佳惠 陳佳琦 

陳佳弘 陳林月鳳 陳林玉桂 陳林秀琴 陳昀彤 陳昇揚 

陳東科 陳明輝合家 陳明堂 陳明華 陳明閔 陳明順 

陳昂宜 陳怡臻 陳怡緯 陳明玉 陳明倫 陳明志 

陳明珠 陳泓宇 陳泓旭 陳玨安 陳玫玲 杜明芬 陳芳仁 

陳芳玉 陳玫如 陳玫如 陳玫君 陳玟鏸 陳林寅 

陳林金春 陳林英 陳欣宜 陳欣華 陳欣儀 陳沿佑 

陳治元 陳治郎 陳治豪 陳泓輔 陳泓銘 陳力瑄 

陳一青 陳乙瑄 陳乃菁 陳乃華 郭麗玲 郭麗慧 

郭鐙鴻 郭瓔珍 陳子菲 陳子豪 陳山寶 陳千丹 

陳又榕 陳士英 陳士賢 陳文源 陳文峰 陳文桀 

陳文國 陳文彥 陳文珍 陳文英 陳仁堯 陳允成 

陳心亭 陳心閔 陳文正 陳世恩 陳世賢 陳世龍 

陳可真 陳台生 陳仙枚 陳功晁 陳慶 陳卉蓁 陳王芳 

陳世正 陳世民 陳世昌 陳月娥 陳月嬪 陳玉琴 

陳玉菁 陳玉桂 陳玉桂 陳玉娟 陳玉玲 陳玉津 

陳玉美 陳玉平 陳玉姍 陳永福 陳永義 陳永晴 

陳正萱 陳永貞 陳永修 陳永恩 陳正東 陳正良 

陳巧玟 陳巧穎 陳平和 郭品鑠 郭俊麟 郭思湘 

郭宥菁 郭俊良 郭金教 郭金湲 郭金龍 郭明福 

郭芳秀 郭芝縈 郭哲佑 郭峰助 郭洪玉衮 郭炳樑 

郭致銓 郭英姿 郭羿利 郭美秀 郭明晏 郭林春香 

郭怡滿 郭尚源 郭呂玉英 郭宜珊 郭佩芳 郭秀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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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芊妤 郭佳宜 郭孝孫 郭秀美 郭秀英 郭秀芳 

郭秀真 郭秀菁 郭年真 郭先源 蔡淑真 郭全旺 郭吉子 

郭宇凡 郭鳳雪 郭錦珍 郭靜如 郭靜枝 郭靜枝 

郭黃碧雲 郭舒琳 郭菊珍 郭順華 郭滿校 郭瑋倫 

郭瑋庭 郭漢忠 郭壽豐 郭葉 郭惠春 郭惠美全家 

郭雪鈴 郭淑月 郭淑芬 郭淑美 郭淑娟 郭淑靜 

郭清水郭俊毅 郭晏秀 郭祐丞 郭祖安 郭晃蓉 郭素卿 

郭偉倫 郭健興 郭國麟 許素春 許哲源 許夏珮 

許娟娟 許家芸 許英蕊 許家榕 許家榮 許書鈿 

許庭瑄 許庭翰 許庭霏 許俊明 許南華 許韋辰 

許秋容 許美鈴 許和田 許周素霞 許邑安 許明珠 

許金桂 許金換 許金滿 許芳榕 許芝薰 覓室 

許三慧 莊警禎 莊麗美 莊韶芹 莊韶蕎 莊慶秋 

莊萱花 莊遊春 莊環敏 莊曙綺 莊樹昌 許沛綺 

許沛蓁 許李罔市 許杏如 許秀鑾 許玉蘭 許如悅 

許如茵 許妙璜 許宏瑜 許方嘉 許月 許月枝 

許文玲 許心驊 許東畢 許文翠 許以宸 許仕昌 許弘毅 

許正義 許永傑 許玉英 許玉華 許玉會 連美惠 

連若淳 連鈺慧 連哲明 連淑慧 郭于瑛 郭士瑜 

郭力豪 連碧娥 郭子昀 郭子嘉 郭卡爾 郭水益 

連立陵 連秋媚 連政德 連正南 許麗香 許寶玉 

許懷聰 許簡芳省 許藍綺 許懷玉 許慧芬 許輝雄 

許韶蘭 許鉦漳 許清雄 許淑 許淑珮 許淑真 

許淑華 許淑貞 許淑卿 許淑慧 許勝慈 許淑昭 

許涵琳 許陳美卉 許詠媜 許惠真 許斐雅 許景程 

許富雅 許惠珊 許惠珍 許翠美 許碧惠 許碧玉 

許碧枝 許榕婷 許碧紋 許瑀玲 許嘉哲 許聖侖 

許瑋珊 許雅真 許進成 許雅婷 許雅晴 許雅雲 

許雅慧 許雲明 許瑞娥 許愛珍 許毓玲 許毓玲 

莊秋連 莊秋萍 莊美玉 莊昭菁 莊阿員 莊秉儒 

莊欣雅 莊欣蓓 莊李斐琪 莊秀鳳 莊汶埼 莊君誠 

莊安卓 莊佳璇 莊育棋 莊承軒 莊璦華 

吳鴻緯 

莊尚 莊基雄 

莊素敏 莊清文 莊淑玲 莊貞光 莊美專 莊師柏 

莊益晶 莊素芬 莊茗清 莊唯戩 莊國山 莊麻糬 

莊凱翔 莊博閔 莊婷怡 莊國威 莊淑滿 莊紹榮 

莊進業 莊惠晴 莊惠嬌 莊景祺 莊智皓 莊瑞倫 

莊瑞都 莊雅茵 莊雅婷 莊雅琪 莊子睿 莊子慧 

淨自 盛榮芳 盛靜華 梁瓊璟 梨偉銘 莫小卿 

莊石詢 莊吉 梁特瑋 梁素娟 梁庭芳 梁庭瑋 

梁敏之 梁惠禎 梁金枝 梁美然 梁家華 梁家菱 

梁錫銅 梁裴珊 梁韶芬 梁慧育 梁慧敏 梁曉勃 

曹黃素珠 曹益郎 曹淑玲 梁佩芳 梁協卿 梁育慈 

梁育鈴 梁育瑄 梁宜通 梁艾琳 梁君遙 梁玉玲 

梁秀麗 曹馨華 曹櫻齡 梁世宗 梁三桂 曹鄭秀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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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盧淑嬌 曹秀鳳 曹心怡 曹世宗 戚萬芳 敖一中 

曹又平 張鑑滋 張癀勛 張綉金 張馨之 張續叡 

張耀東 張耀雯 張議元 張議晨 張譯勻 張靜雄 

張懋明 張璦顯 張謙華 張燕鳳 張穎歆 張穎甄 王純? 

王苡釩 王苡傑 

張興台 張蕙芬 張蕙蘭 張歐權 張慧萍 張燕妮 

張鋒耀 張麗華 張寶華 張繽文 張麗秋 張麗秋 

張麗卿 張麗娟 張麗珠 張麗文 張麗君 張麗君 

張鴻均 張鴻恩 張鴻霖 張簡元崇 張藍平 買維潔 

辜貝貝 辜郁恬 辜郁婷 雲小玉 童雋泰 舒筱晏 

華大童車行 華國強 華美芳 開物空間文創有限公

司 
馮駿松 馮嘉隆 

馮國祥 馮聆聆 馮雪貞 馮菊桂 黃?恩 黃于倩 

黃士杰 黃千銤 程啟能 程梅琴 程昀熙 蔡鑑秀雲 程日結 

程一新 程士華 程大猷 無名氏 無名氏 程銘美 

程惠華 程鈞鴻 程昱霖 程麗華 游慧英 游璿樺 

游麗容 游寶生 游寶婷 游艷麗 湯松宗 湯幼華 

湯亦暘 湯素鐘 湯渝薈 湯潔如 焦秋榮 焦素君 

湯麗娟 湯竇美蓮 游淑惠 游淑貞 游張素琴 游張麵 

游捷涵 游偉貞 游國財 游原瑄 游原禎 游素香 

游桂英 游泰乾 游泰興 游益隆 游素玲 游秋慧 

游若語 游炎同 游金枝 游阿不 游阿盆 游阿彩 

游政信 游政桐 游春風 游春發 閤家 游新華 游義吉 

游嘉豪 游嘉麒 游漢益 游雅婷 游雅惠 游黃琇黴 

游鈺旋 游福安 游適銘 游蕙君 游蕙瑜 游靜茹 

游博光 游博良 游博銓 游婷雅 游連柯 游雪惠 

游婕妤 游傑新 游琳靖 游舜威 游詠善 游象亮 

游逸萱 游宗敏 游佩晶 游育芸 游育豪 游宏銘 

游彤暐 游佳玲 游佳恩 游佳蓁 游佩芸 游岳臻 

游怡秋 游明仁 游承諺 游宗翰 游百英 游李雲鳳 

游秀明 游新基 游仲志 游正忠 游玉雲 游永棟 游之穎 

游文華 游文鴻 游本育 游水龍 游月卿 曾繁桂 

曾懷萱 曾耀賢 曾蘇賢 曾鐘吉 曾蘭春 棠吉子 

港民芳 游上鵬 曾瓊瑩 曾麗娟 曾耀進 曾瑜敏 

曾筱琳 曾筱華 曾豊斌 曾鈺喬 曾靖壹 曾榮潤 

曾蓮紅 曾槶源 曾鳳山 黃昭蓉 黃星癀 黃政翰 

黃春珠 黃春菊 黃建傑 黃建誠 黃建彰 黃彥璋 

黃政尹 黃品馨 黃宣慈 黃則瑋 黃勇任 黃冠誠 

黃冠澂 黃冠英 黃美玲 黃美珍 黃美珍 黃美鈴 

黃美產 黃美雪 黃美惠 黃美惠 彭徐源 黃柏鈞 黃柏蒼 

黃柏語 黃柏勳 黃柏樺 黃柏霖 黃玲玲 黃珍瑀 

黃秋津 黃秋玲 黃秋珍 黃秋香 黃明鳳 黃林寶玉 

黃松偉 黃明聰 黃林淑合 黃林鳳英 黃欣苓 黃泳潔 

黃泓螓 黃玟瑄 黃玫怡 黃罔腰 黃建軒 黃芳苑 黃怡鈴 

黃招春 黃明云 黃明秀 黃明秋 黃明倫 黃味 

黃和成 黃周龍 謝寧 黃季汝 黃定雄  

黃實蘭香 

黃幸弘 黃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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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阿典 黃金台 黃金菊 黃金來 黃芝儀 黃芷芸 

黃迎迎 黃邱蓮 黃俊翰 黃俊淼 黃俊凱 黃俊淇 

黃信榮 黃俊岳 黃佳文 黃佰豐 黃良丞 黃秀貞 

黃秀娟 黃秀美 黃秀如 陳光中 陳暐岦 黃秀如 黃惠英 黃杏綿 黃志成 

黃白英 黃立菁 黃冰亭 黃光瀛 黃玉葉 黃安琪 

黃成 黃何鍛黃秀慧 黃成良 黃成財 黃成豪 黃呂美蘭 

黃妙珠 黃克全 黃吳玉嬌 黃文正 黃子玲 黃小娟 

黃仁籝 黃元佑 黃及修 黃月仙 黃月玲 黃文鴻 

黃文進 黃方明 黃文俊 黃文盈 黃文風 黃文香 

黃心俞 黃文雄 黃火練 黃世全 黃月貞 黃月桂 

黃平雄 黃世楨 黃四燦 黃正文 黃正安 黃永聰 

黃玉文 黃玉芬 黃玉芬 黃玉美 黃涵篿 黃紹安 

黃莘瑜 黃莉玲 黃莉娜 黃逢達 黃雪雲 黃淑寶 

黃淑慧 黃淑華 黃淑美 黃淑員 黃淑英 黃淑秋 

黃淑娟 黃淑娥 黃淑芬 黃清華 黃淑伶 黃淑幸 

黃淑芳 黃淑芳 黃敏淳 黃敏嘉 黃添鎮 黃清圳 

黃尉豪 張茵淑 黃瑋勝 

陳亭妤 
黃將豪 黃堂倫 黃堂鑫 黃培婷 黃婉婷 

黃婉毓 黃婉嫻 黃尉誠 黃彩華 黃啟財 黃啟楨 

黃啟榮 黃香榕 黃香綾 黃香綾 黃姵璇 黃竑瑄 

黃郅崴 黃郅雯 黃香 黃茂生 黃致衡 黃美靜 

黃若涵 黃美麗 黃美齡 黃美蘭 黃郁琇 黃郁惠 

黃茂次 黃英庭 黃虹雅 黃能展 黃偉軒 黃奕寧 黃偉慈 

黃素梅 黃素潔 黃國益 黃國益 黃國梅 黃國清 張秀苗 

黃國峻 黃桂芳 黃書勤 黃珠靈 黃益萬 黃素月 

黃素珍 黃素英 黃素英 黃素卿 黃勝珠 黃翊豪 

黃博翰 黃博麟 黃喬盈 黃堤才 黃婷芸  
 

黃懿郁 黃懿醇 傳美枝 塗心俞 黃蘇枔 黃麗靜 

黃馨 黃馨文 黃譯德 黃馨慧 黃騰弘 黃齡嬋 

黃齡嬅 楊月秀 楊文萍 楊文進 楊心玫 楊文英 

楊文富 楊之萱 楊子弘 楊于慧 楊于潔 楊千儀 

楊千慧 楊土生 新竹佳佳行善團 楚伯聰 楊一哲 楊人達 

黃薈芸 黃薰賢 黃鎬塘 黃雙雙 黃靜慧 黃錦南 

黃錦輝 黃錦鎔 黃錕煜 陳修樺 黃靜怡 黃緯宸 黃賜福 

黃鄭金葉 黃霈詠 黃憶婷 黃澤鏞 黃璟迪 黃興仁 陳育穎 

黃興哲 黃憶雯 黃曉鈴 黃麗秋 黃麗秀 黃瓊慧 

黃瓊樺 黃韻儒 黃瓊媚 黃瀚滸 黃瓊文 黃懷葶 

黃麗淑 黃麗惠 黃麗珍 黃麗琴 黃麗華 黃麗華 

黃麗雲 黃麗雲 黃麗滿 黃嘉瑜 黃榮容 黃榮格 

黃翠琴 黃福杉 林美鳳 黃德源 黃德仁 黃德海 黃德祥 

黃慧津 黃鳳蘭 黃銘孺 黃鳳如 黃豪卿 黃暐順 

黃鈺婷 黃嘉玲 黃嘉美 黃筱璇 黃鈺玲 黃詩 

黃詩閔 黃靖怡 黃道 黃經堯 黃義瑜 黃承靖  

呂宥樺 
黃群龍 

黃聖惠 黃新港 黃瑞菁 黃瑞興 黃盟允 黃筠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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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新江 黃新茹 黃楊 黃楊和美 黃晹心 黃琬茵 

黃順仕 黃順義 黃意芬 黃慈螢 黃雅蘭 黃雅瑜 

黃隆興 黃雅秀 黃雅玲 黃雅旋 黃善美 黃舒郁 

黃菁菁 黃貽美 黃逸甫 黃進芳 黃善誾 黃湘伶 

黃焜蘭 黃琪雲 黃惠敏 黃惠卿 黃惠珠 黃惠蘭 

黃惠中 黃婷冠 黃孟育 
陳矩 

黃惠美 楊雄材 楊勤妃 楊黃美珠 

楊畯仁 楊敬忠 楊瑞昌 楊筱雲 楊瑋玟 楊瑞碧 

楊慧茹 楊瑾樺 楊蓁蓁 楊德慧 楊慧玲 楊榮昌 

楊碧 楊碧妃 楊廖庭 楊福濱 楊謦嫚 楊曜綸 

楊謹宜 楊豐毓 楊豐碧 楊瓊瑜 楊麗華 楊麗雲 

楊濟芳 楊錦蓮 楊賴秀英 楊熾淦 楊熾賢 楊鄭純卿 

楊賀雯 楊進興 楊菁菁 楊善湯 楊程鈞 楊雅竹 

楊雅良 楊雅涵 楊雅甯 楊雅婷 楊惠卿 楊惠娜 

楊惠如 楊惠婷 楊登羽 楊登堯 楊皓勛 楊皓鈞 

楊智仁 楊朝樑 蔡瓊蘭 楊喬羽 楊琇鳳 楊勝堯 楊勝發 

楊莊靖 楊陳玉鳳 楊雪如 楊琇媚 楊淇雅 楊梅和韻國樂團 

楊純嘉 楊淑貞 楊淑娟 楊淑芬 楊淑玲 楊淑惠 

楊淑雅 楊淵漢 楊妙心 楊至真 楊至權 楊利雯 

楊牡丹 楊李渝妹 楊仲敏 楊立德 楊玉綿 楊玉米 

楊玉桂 楊正翡 楊戊豊 楊水能 楊以丞 楊見成 

楊宏淞 楊依蓁 楊佳惠 楊佳槿 楊宗珍 楊宗樺 

楊佩綸 楊其曄 楊其叡 楊坤洲 楊坤振 楊明蓓 

楊明遠 楊昕霓 楊昊絃 楊東昇 楊承翰 楊明娟 

楊明珠 楊昌萍 楊怡萱 楊庚翰 楊岳戩 楊宗霖 

楊宜玲 楊玫芳 楊東霖 楊欣于 李昭瑾 楊金治 楊芾亞 

楊金蘭 楊芝穎 楊金女 楊春 楊玲美 楊相儀 

楊秋月 楊秋萍 楊茜如 楊偉琪 楊國志合家 楊真枝 

楊秦容 楊素卿 楊素真 楊高月 楊浣如 楊國聖 

楊國蘋 楊婉蓁 楊婉儷 楊康皓 楊紀美 楊美雲 

楊美鳳 楊美蓮 洪偉肶 楊若英 楊家豪 楊桂花 楊風平 

楊香 楊倩宜 楊哲宇 楊述泰 鄒桐煙 鄒富中 

鄒惠君 鄒美娟 雷先生 雷沛紘 雷佳麗 雷智凱 

雷新屏 雷蕾 詹題鍇 詹麗娟 詹寶蓮 賈靜閑 

賈?璞 鄒玉蘭 詹趙蕊 詹裕美 詹翔唂 詹雅淳 

詹鴻吉 詹勝凱 詹勝凱 詹勝霖 詹博鈞 詹婷婷 

詹媛 詹湘雪 林李仲  

林韋拃 
詹連登 詹淇淇 詹彬 詹彩樺 

詹惟勝 詹捃儒 詹國重 詹培明 詹益奇 詹益統 

詹素玲 詹美雲 詹美麗 詹宸涵 詹晏珊 葉燕玲 

葉諭陵 葉錦珠 葉懷恩 葉麗津 葉麗華 葉翠雯 

葉翠微 葉聖中 葉瑩君 葉蔡美枝 葉儒杰 葛美真 

葛惟儂 葉籃美櫻 葉羮銘合家 葛元龍 董浩淑 董良山 

董欣珊 董山龍 詹先冬 詹佳蓉 詹明怡 詹明珠 

詹芷蘋 詹阿對 詹咪咪 詹一桀 詹大衛 解文娟 

解知嬡 解建珍 解紅祥 董淑惠 董淑鳳 董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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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慧萍 董鄭玉枝 董麗美 裘小惠 裘友真 裘友善 

裘文馥 裘曹淑蘭 葉玉雲 葉存智 葉宇蓁繆逢達 

繆緹綸繆廷均 
葉旭霖 

葉秀雄 葉价彬 葉君豪 葉宏璿 葉步榮 萬威廷 

萬姵妏 萬德慶 萬慶順 葉人福 葉入豪 葉又菁 

葉大瑋 葉子綺 葉仁博 葉文錦 葉月英 葉王玉春 

葉王鑾 葉弘任 溫文明 溫文盛 溫秀鳳 溫金城 

溫柏維 楊麗霞 楊寶珠 楊馨儀 源林子 溫淑維 

瑞雅特實業有限 

公司 
溫煒鈴 溫書嫻 溫紹宇  

溫子馨 
溫素嬌 溫純如 葉冠男 

葉品謙 葉宥達 葉建忠 葉彥希 葉珍瑜 葉玲妤 

葉倉甫 葉美珠 葉芝吟 葉芙蓉 葉金生 葉金菊 

葉金雄 葉林鑫 葉宗憲 葉佳松 葉嘉彬 葉瑤芝 

葉進成 葉楊幼 葉瑞珍 葉隆喜 葉黃款 葉斯和 

葉景森 葉曾緣子 葉欽銘 葉淑昭 葉盛萱 葉淑娥 

葉清惠 葉國仕 葉國盛全家 葉家慈 葉素香 葉偉宇 

葉素雯 葉純 葉純玲 葉桂櫂 葉峻學 葉貞君 

趙令海 褚給 翟瓞強 蒲長思 蒲展男 熊淑惠 

熊湘潔 熊金玉 榮麗屏 熊瑾瑜 管小慧 管文明 

綠茵田野國際有 

限公司 
趙雪琪 趙淑遠 趙淑蘭 趙陳明媛 趙菁盈 

趙傳宗 趙瑤冠 趙睿城 趙珮君 趙崇仁 趙敏貴 趙敏賢 

趙清漢 趙珮淯 趙素美 趙素涼 趙沛豐 何燕玲  

趙宥瑜 
趙怡靖 

趙明法 趙志謙 趙平坤 趙平菀 趙永娟 趙立里 

趙建蓮 趙芮桓 趙芮桓 唐藝瑄 趙思翰 趙紫卉 趙春燕 趙美姬 

趙美華 趙若銘 趙貞媛 趙貞璿 趙珈琪 劉子銓 

劉小鳳 劉允琦 齊宏淙 齊國青 齊彩媛 劉乃毅 

劉力嘉 劉力維 劉力豪 鄞桂甘 鄞詩恩 鄞詩堯 

鄞詩瑀 趙銘泉 趙蔡千代 趙璧芬 趙寶美 劉月霞 

劉世倫 劉以晨 劉加恩 劉正仁 劉正源 劉丞祐 

劉玉章 劉玉惠 劉永章 劉正章 劉玄裕 劉玉珍 

廖秋香 廖映慈 廖春真 廖春梅 廖胤翔 廖阿菜 

廖俊亨 廖勇期 廖沛怡 廖怡貞 廖孟麗 廖松潮 

廖武鈴 廖林桃妹 廖育慧 廖百會 廖伯華 廖光復 

廖本賢 廖正宗 廖王素貞 廖天生 雷麗煌 鄔游秀綢 

鈺城行 團氏鳳 夢涵 廖上儀 廖凡晴 廖偵伶 

廖國宏 廖敏琇 廖婉妃 廖婉伶 廖婉君 廖莉榮 

廖張春梅 廖淑惠 廖晨凱 廖偉立 廖家樟 廖真瑩 

廖桂柑 廖韋強 廖福源 廖維琪 廖瑞嘉 殷暄茹  

廖思星 殷楊寶蓮 
廖榮華 

廖義村 廖惠羚 廖斯綾 廖雅雅 廖翊吟 廖翌君 

廖慧雯 廖德昇 廖慶齡 廖誼安 廖學仁 廖學俊 

廖曉柔 廖聰妹 廖麗華 廖麗鴻 劉嬿禎 劉櫑 

劉麗鳳 劉麗方 劉麗珠 劉覺仁 劉騰祥 劉讚郎 

慶峰參藥房 德銓興業有限公 

司 
劍橋書院管委會 樊守廉 樊其肶 樂淑馨 

樂嘉貞 劉麗芬 劉麗琦 劉麗雲 劉瞻聖 劉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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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翼曉 歐文琍 歐千立 歐羽秞 歐明慧 歐芷均 

歐美珍 歐桂英 歐素美 歐陽力行 潘文玉 歐陽妡宜 

歐雅玲 歐義輝 歐燕珍 潘柏拃 潘津 潘美珍 

潘昱誠 潘立庭 潘立德 潘平雄 潘志文 潘武徒 

潘金梅 潘長忻 潘陽火 潘隆吉 潘榮祥葉貴喜 潘惠彩 

潘惠富 潘祝卿 潘素芬 蔣佳玲李侑儒 蔣佳葳 蔣佩華 

蔣仲茵 蔣安田 蔣? 潘靜怡 潘學源 潘瓊微 

潘麗雲 蔡朋枝 蔡東桓蔡承伯 蔡東翰 蔡明璋 張秀花 蔡昀彤 

蔡昀臻 蔡欣妤 蔡芷茵 蔡采芳 蔡采臻 蔡欣恬 

蔡泳澤 蔡泓琦 蔡承廷 蔡幸航 蔡宛妤 蔡忠霖 蔡怡萍 

蔡尚蓁 蔡府錡 蔡明哲 蔡明家 蔡明德 張齩方  

蔡昀融 蔡昉融 
蔡易辰 

蔡佩娟 蔡忻妤 蔡忻盈 蔡亞芳 蔡育仁 蔡宛庭 

蔡宜筌 蔡宜倢 蔡宜佑 蔡孟欽 蔡孟濃 蔡孟如 

蔡孟辰 蔡孟杰 蔡月雲 蔡月桂 蔡文燦 蔡月玲 

蔡文興 蕭玉玲  

蔡任為 蔡瑄 
蔡文卿 蔡小妹妹 蔣曉雯 蔡仁方 蔡尤芳 

蔣劉冬錫 蔣淑容 蔣瑋 蔣美蘭 蔣詠晴 蔣貴玉 

蔣進華 蔣旻庭 蔡仲箎 蔡玉霜 蔡玉鈴 蔡玉娟 

蔡世芬 蔡巧玲 蔡宇軒 蔡沛芸 蔡沛勳 蔡志培 

蔡秀琴 劉昱楓 劉柱汶 劉昭子 劉彥志 劉思語 

劉建成 劉政龍 劉建緯 劉建麟 劉美麗 劉胤辰 

劉胤麟 劉美嬌 劉美紅 劉美香 劉秋男 劉美秀 

劉美邦 劉美芸 劉建良 劉勇麟 劉厚餘 劉俊傑 

劉芸庭 劉玠妤 劉亮君 劉秉洋 劉玟茜 劉金吉 

劉芳君 劉芳君 劉泳家 劉武超 劉武雄 劉松勳 

劉昊 劉明德 劉杰森 劉志善 劉秀珍 劉秀玉 

劉秀姬 劉秀梅 劉秀莉 劉育珍 劉育琦 劉育菖 

劉秀戀 劉育方 劉育如 劉育均 劉育辰 劉至強 

劉艾璦 劉在盛 劉先生 劉全德 劉孟亞 劉其昌 

劉孟涵 劉孟齊 劉孟蓁 劉振強  

劉振福 劉秀枝  

翁劉秀美 

劉孟靈 劉宗奇 劉協益 

劉定邦 劉佳瑄 劉邦毅 劉邦鵬 劉忻柔 劉佳宜 

劉宜貞 劉怡伶 劉怡君 劉庚海 劉明榮 劉明華 

劉明昌 劉嘉進 劉嘉暉 劉蜀逵 劉詩廷 劉畹如 

劉筱葳 劉煥一 劉新媛 劉愛珠 劉雅芳 劉雅芬 

劉琴琳 劉詠涵 劉賴節郁 劉錫娟 劉銀杏 劉鳳 

劉鳳玉 劉慧君 劉慧君 劉慧芬 劉儉 劉碧雁 

劉碧雅 劉碩宗 劉碧茹 劉碧梅 劉碧惠 劉漾澄 

劉壽 劉富子  
 

劉喬溫 劉淑芬 林煜翔 劉淑美 

劉淑娟 劉淑慧 劉淑麗 劉淑萍 劉彩華 劉淑次 

劉淑芳 劉啟宗 劉啟賢 劉敏夫 劉梅芳 劉梅英 

劉清波 劉國福 劉培源 劉彩秀 劉家宏 劉姵汝 

劉哲奇 劉哲瑋 劉宸宇 劉峻宏 劉峰山 劉振重 

劉紘君 劉偉瑛 劉素梅 劉祖芳 劉窈伶 劉素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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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素貞 劉素容 劉桂蘭 劉珮芳 鄭竹涵 鄭聿辰 

鄭年紅 鄭成民連 鄭宇晴 鄭守正 鄭宇軒 鄭光佑 

鄭光志 鄭光華 鄭兆君 鄭再傳 鄭玉萍 鄭玉玲 

鄭玉美 鄭玉素 鄭永隆 鄭民奇 知安  

蔡佩紋 

蔡麗華 蔡瓊姬 

蔡顯榮 蔡麗澤 鄭一中 蔡羮偉 蔡祢佟 鄭巧玲 

鄭世楷 鄭月香 鄭月桂 鄭文喜 鄭文惠 鄭文輝 

鄭婉如 鄭婉麗 鄭啟鴻 鄭素惠 鄭素鳳 鄭能恩 

鄭淯豪 劉雪瓊  
詹蘭花 詹文吉  
謝明靜 

鄭恒理 鄭迦文 鄭郁諼 謝信宏  

謝易辰謝易恩  

柯姿坊 

鄭悅敏 鄭家樺 

鄭美意 鄭美玲 鄭志得 鄭志興 鄭秀 鄭叔珍 

鄭延熙 鄭忠和 鄭念祖 鄭明川 鄭明竹 鄭姿宜 

鄭宣瑀 鄭建智 鄭明芳 鄭阿成 鄭政魁 鄭春衮 

鄭玲玉 蔡金趕 蔡奕緯 蔡建邦 蔡政廷 蔡青澐 

蔡金淑 蔡秋凰 蔡英貞 蔡娟娟 蔡美香 蔡美蘭 

蔡胡玉珠 蔡致豪全家 蔡美玲 蔡玲惠 蔡珮馨 蔡珠芳 

蔡素玫 蔡素貞 蔡家慶  
 

蔡振宗 蔡國禮 

蔡培元 蔡婉麗 蔡淑英 蔡清雄 蔡清楠 蔡梅 

蔡惟智 蔡國隆 蔡惠麗 蔡逸華 蔡逸蓉 蔡景雲 

蔡雅筠 蔡雅慧 蔡雁萍 蔡淑萍 蔡淑蓁 蔡莉湘 

蔡惠君 蔡惠芳 蔡惠文 蔡惠民 蔡慶華 蔡鳳釵 

蔡賢忠 蔡慧蓉 蔡樹蟬 蔡燕如 蔡錫貞 蔡靜 

蔡靜芬 蔡煌民 蔡瑞銘 蔡瑞驊 蔡萬里 蔡睿安 

蔡碧月 蔡碧珠 蔡碧雲 賴乙森 蕭麗玉 蕭麗姿 

蕭麗玲 蕭麗紅 蕭寶森 賴玉帆 賴文章 賴心怡 

賴心潔 賴文敬 賴文裕 賴木火 蕭靜怡 蕭濟之 

蕭謝員妹 蕭鴻達 蕭漢璽 蕭碧惠 蕭福田 劉阿葉 蕭蕙瓊 

蕭螢芬 蕭諺鴻 蕭錫? 蕭銘仁 蕭鳳真 蕭壽金 

蕭瑜萱 蕭萬呈 蕭素勤 蕭寅灝 蕭啟章 蕭清月 

蕭玲玉 蕭秋媛 蕭秋惠 蕭美玉 蕭美齡 蕭郁婷 

蕭家羚 蕭振通 蕭舜華 蕭華麗 蕭逸揚 蕭雯心 

蕭惠 蕭惠文 蕭游美蓮  蕭善安 蕭國輝 蕭基森 

蕭涵云 蕭郭月美 蕭淑梅 蕭淑琴 蕭勝隆 蕭勝雄 

盧麗滿 盧寶連 盧慧珍 盧錦美 盧淑珍 盧英廷 

盧義友 盧宥杰 盧冠穎 盧柏霖 盧素珍 陳宜鈴 

陳思翰 陳冠霖 
盧美淑 盧彥云 

盧昭延 蕭秀美 蕭李桂花 蕭宏棋 蕭玥蘋 蕭東榮 

蕭娃娃 穆傳蓉 蕭文龍 蕭文宏 蕭以晴 蕭光亮 

蕭宇昊 鄭喬駿 鄭堯安 鄭堯中 鄭景文 鄭智仁 葉怡秀  

鄭皓宸 
鄭惠銘 

鄭棻玉 鄭欽龍 鄭智翔 鄭朝宗 鄭棠元 鄭森俊 

鄭勝利 鄭凱文 鄭莉蓁 鄭雪蘋 陳明儀 鄭淑娟 鄭翊禾 龔市 

鄭淇勻 鄭淑子 鄭雅云 鄭雅勻 鄭雅婷 鄭雅蓁 

鄭愛櫻 鄭瑞勳 鄭雲燕 鄭維民 鄭維華 鄭慧敏 

鄭慧琴 鄭瑩瑩 鄭鈺潔 鄭聖翰 鄭瑋哲 鄭嘉佑 

鄭榮宗 鄭葉秀 鄭萬富 戰浩平 黎龍韜 黎懿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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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慧英 盧卓永 盧秀慧 盧季蘭 盧沛毓 盧宗溢 盧玉華 

盧文慧 盧月桃 鄧盡妹 鄧婷 鄧淑萍 鄧麗秀 

黎思吟 黎瑞梅 鄧維華 鄧宜靜 鄧秀容 鄭狛真 

鄧士敦 鄧仁毅 鄭耀堂 鄧冬台 鄧素娟 鄧啟全 

鄧美玲 鄭麗娟 鄭麗菁 鄭麗華 鄭麗華 鄭麗雅 

鄭瓊英 鄭麗修 鄭豐裕 鄭錦堂 鄭逢明 

吳憶婷 鄭詹圳 

曾美寬 

鄭聰哲 鄭曉玉 

鄭穎評 謝仁智 謝天錫 謝子彤 謝丁貴 謝木泉 

謝永成 薛邱秀蕙 薛坤淇 薛英家 薛梅香 薛惠月 

謝佩紋 謝奇璋 謝孟典 謝孟芬 謝孟哲 謝孟真 

謝孟琪 謝宗彥 謝佳蓉 謝依融 謝汶諭 謝秀晶 

謝玉華 謝如悅 謝伊婷 謝伊琳 謝志烽 謝沛芳 

謝异萱 薛呈睿 聯昌光電有限公 

司 
薛千薇 薛幼春 戴萬金 

戴瑋 戴福安 戴福君 戴敬芳 戴敬哲 戴湘芸 

戴竣瑋 戴滄浪 戴國智 戴承憲 戴淑美 戴富江 

戴林佑 戴松霖 戴奇玉 戴冠會 戴政盛 戴秋美 

戴美華 戴香蘭 戴家慶 戴孝慈 戴孜青 戴本源 

戴光穎 戴君蒲 儲曼昀 儲新語 應欣妤 應韶芳 

戴士欽 戴士緯 戴月華 霍慧珍 駱怡善 駱麗津 

龍吉洲 宋沁玲 龍厚娟 徐孟豪 

徐詠婕 
龍碧玲 龍嬇明 賴吳秀緞 賴宏杰 

賴立祥 賴亦凡 賴正雄 賴玉崑 賴弘斌 賴秀全 

賴秀菁 賴佳儀 賴姍妮 賴季貞 賴金波 賴阿香 

賴俐錚 賴俞君 賴信儒 賴明志 賴明貴 賴怡玲 

賴怡婷 賴昌榮 賴宣蓉 賴建良 孫紫玲 

賴婷緗 賴珮蓁 
賴冠芳 賴柔蓁 

賴柏元 賴泉彬 賴盈滿 賴秋文 賴卓玉恩 

林居財 
賴春淑 賴秋燕 

賴素爵 賴起正 賴昶叡 賴恭益合家 賴浩翔 賴頌仁 

賴廖珮良 賴鳳玲 賴劉阿彩 賴楊滿 賴煥金 賴意如 

賴順來 賴淑華 賴國隆 賴國榮 陳麗娟 賴啟言 賴清池 

賴清金 
賴清泉莊美玉 
賴盈君賴沛玉 
賴姿穎 

賴清煌 賴淑真 賴麗淑 賴慧勳 

賴聰捷 賴昶諺 錡寶香 錡寶猜 錢瑀 錢信元 瞿有若 

簡仁夫 簡月裡 簡月鳳 黛語屏 簡丁榮 韓臺龍 

韓豫平 鞠忠誠 韓中誠 鍾鴻祥 鍾寶連 鍾竈和 

隱名士 韓竹平 韓秀美 韓昌軒 韓明光 韓英男 

韓述玫 韓國一 鍾晴宇 鍾彩秀 鍾惠美 鍾紫雲 

鍾鈞 鍾瑞美 鍾榮軒 鍾雅慧 鍾潤秋 鍾儒宜 

鍾美德 鍾易儒 鍾桂珍 鍾幸螢 鍾佩蓉闔家 鍾定達 

鍾宜霖 鍾承宗 鍾明雄 鍾秉恆 鍾秉溱 鍾彥緯 

鍾政廷 簡森田 簡順明 楊會理 簡義賢 簡嘉慧 簡榮南 

簡鈴原 簡淑華 簡淑慧 簡淑芬 簡郁雯 簡婉婷 

簡張源 簡啟仁 簡敏浩 林家如  

簡郁晨 
簡宸培 簡振豐 簡美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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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沛娟 簡妙秀 簡孝如 簡志浩 簡碩辰 
吳筱嵐 

簡秀珠 簡秀鳳 

簡育娟 簡文勝 簡文慶 簡方愉 林晉興 簡水義 簡正順 

簡玉珍 簡玉展 簡何阿完 簡芷妤 簡妏軒 簡美桂 

簡美雪 簡秋鳳 簡金說 簡奕芸 簡玲玉 簡秋美 

謝明珠 謝明珠 謝朋霏 謝東宏 謝雨嫣 謝思毅 

謝松錡 謝秉洋 謝芳萍 君 謝采彤 謝金水 謝侑庭 

謝宜庭 謝定諭 謝宜汝 謝宜蓁 謝承勳 謝淑琴 

謝淑華 謝淑芳 謝國鈞 謝海珠 謝純真 謝培均 

謝彩 謝家黎 謝飛美 謝凌川 謝家宏 謝秋儀 

謝長庚 謝秀珊 
張美麗 謝昕芮 
謝耀德 謝耀輝 

謝美雲 謝美雲 謝貞莉 謝蕙安 謝燕嬌 

謝鄭秀桃 謝曉菁 謝慧如 謝慧琴 謝慧葦 謝靜儀 

謝聰龍 謝薰朵 謝馥如 鍾玉珍 鍾玉蘭 鍾文英 

鍾正吉 鍾君玉 鍾妍希 謝馨慧 鍾子武 鍾元水 

謝麗卿 謝翔宇 謝舒慧 謝雅泳 謝雅琝 謝陳文銀 

謝雪美 謝雪湖 謝淑貞 謝婕如 謝富常 謝惠如 

謝楊寶卿 謝萬福 謝瑍硯 謝嘉德 謝境鴻 謝寧馨 

謝碧運 謝蓉慧 謝銘華 謝銘貴 藍雪綺 藍敏華 

藍清苑 藍柏宇 藍若羚 藍庭君 藍明涵 藍武淐 

簡麗君 簡燦炎 陳鳳美 簡燕萍 簡網市 簡維國 簡慧玲 

藍一玉 簡衮靜 簡鴻楷 簡麗絨 簡麗華 簡麗徵 

簡寶桂 簡寶燕 簡鐘溪 闕麗美 藍進福 藍雅馨 

藍菀如 藍榮宏 藍德和 李麗卿 藍練軍 豐余有限公司 闕雅珍 

顏世傑 顏本進 顏秀蘭 顏東勳 顏宏聿 顏秀珍 

顏毓岑 顏滿珍 顏賢宗 顏露德 魏于嵐 魏子原 

魏子傑 魏文科 魏月琴 顏俊田 顏美惠 顏苡宸 

顏珮婷 顏婉蘭 顏景華 顏淑惠Julia Yen 顏健昌 魏玉華 陳培毅 

魏玉鳳 魏冬菊 魏加玲 魏全義 魏如美 魏君如 

魏彤靜 魏杏修 魏秀花 鐘丁科 鐘妃美 鐘東縉 

鐘旻恒 鐘亮華 釋聞淨 釋慧空 釋緣菩 釋証亮 

釋圓登 釋會寶 釋常乘 蘇寶珠 蘇靖棉 蘇鈺涵 

蘇敬元 蘇辜榮 蘇湘婷 蘇婷婷 蘇惠敏 蘇進行 

蘇雅子 蘇翌蓁 蘇連昌 蘇陳美玉 蘇凱榮 蘇漠樞 

蘇福春 蘇翠凌 蘇樂玲 蘇鐘霖 蘇鎮山 蘇瓊嬌 

蘇倫 蘇庭儀 蘇桂慧 蘇益興 蘇素珍 蘇玲慧 

蘇洪石鎮 蘇林秀枝 蘇怡瑋 蘇柏年 蘇映庭 蘇厚欽 

蘇侯舉 蘇俊方 蘇于純 籃新通 籃梓睿 

黃筠媗 

嚴聖豪 嚴嘉儀 

寶力健康生活事 

業有限公司 

蘇怡安 蘇周美惠 蘇秀山 蘇秀枝 蘇秀菊 

蘇文祥 王嘉瑞 蘇緯 蘇

禹 
蘇文華 蘇王玉梅 蘇玉真 羅巧鈴 羅如雀 

羅立翔 羅光全 羅佳慧 羅旭惠 羅秀春 羅明珠 

羅明珠 羅秀菊 羅玩瑜 羅宣琳 羅堉慈 羅秋英 

羅方妤 羅月秀 羅月卿 羅文君 龐逸珊 魏寶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