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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玉珍 第69桌 江錦松 第25桌 呂品儀 第25桌 周彥宇 第69桌 林勝義 第77桌 范月貌 第13桌 張崇賢 第43桌 郭欣蕙 第79桌 陳振宗 第36桌 黃行英 第41桌 楊鴻榮 第85桌 蔡百豐 第40桌 賴宜欣 第64桌

丁秋娟 第98桌 池穎瑞 第89桌 呂淑薇 第81桌 周泉福 第92桌 林斯研 第53桌 范揚城 第48桌 張涵怡 第17桌 郭祈明 第74桌 陳珮珊 第48桌 黃志忠 第34桌 楊禮明 第72桌 蔡沛軒 第46桌 賴俊瑜 第48桌

丁郁婷 第67桌 艾繼強 第88桌 呂雅惠 第78桌 周孫鴻 第37桌 林萌君 第66桌 范照美 第100桌 張涵蓁 第96桌 郭瑛 第72桌 陳益銘 第58桌 黃育晨 第43桌 楊鎧瑞 第56桌 蔡育奇 第58桌 賴奕齊 第63桌

丁雅智 第50桌 何怡芬 第76桌 巫宏仁 第67桌 周健成 第42桌 林詠竣 第83桌 孫文風 第72桌 張淑圓 第69桌 郭榮木 第10桌 陳祐維 第81桌 黃明輝 第70桌 溫宏富 第74桌 蔡依穎 第86桌 賴政均 第92桌

丁鈺玲 第48桌 何明泰 第36桌 巫宏文 第67桌 周敏 第42桌 林毓瑩 第70桌 孫婕淳 第37桌 張添宏 第37桌 郭蔡雲喬 第84桌 陳翊齊 第26桌 黃亭珈 第56桌 葉子瀅 第66桌 蔡坤和 第42桌 賴昱翔 第95桌

丁增州 第98桌 何崇芸 第53桌 巫秀珮 第67桌 周清同 第84桌 林㵄政 第42桌 孫淑慧 第11桌 張傑閔 第95桌 郭謙良 第48桌 陳莉玲 第74桌 黃俊益 第98桌 葉至軒 第97桌 蔡孟墉 第89桌 賴禹柔 第61桌

尤上豪 第44桌 何雅婷 第76桌 李仁世 第85桌 幸明麗 第31桌 林嘉華 第58桌 孫裕中 第53桌 張凱越 第95桌 陳士介 第1桌 陳傑夫 第72桌 黃俊嘉 第86桌 葉雨桐 第25桌 蔡宛芙 第43桌 賴進豐 第68桌

牛江山 第90桌 余貞秀 第21桌 李友立 第72桌 林士傑 第93桌 林潔敏 第81桌 徐中偉 第65桌 張婷瑋 第60桌 陳仁安 第97桌 陳博宇 第60桌 黃俐瑄 第90桌 葉斯凱 第60桌 蔡幸芷 第25桌 賴榮茂 第99桌

王千玫 第61桌 余家昌 第93桌 李心玄 第66桌 林士凱 第53桌 林誼甄 第88桌 徐君馥 第61桌 張惠琪 第74桌 陳文德 第100桌 陳善蓉 第17桌 黃政熹 第100桌 詹士萱 第58桌 蔡承宏 第95桌 戴煌裕 第45桌

王士綸 第49桌 吳千鶴 第78桌 李文珍 第24桌 林子綺 第56桌 林龍鈺 第78桌 徐志忠 第74桌 張智雅 第56桌 陳世育 第93桌 陳惠美 第68桌 黃昭萍 第83桌 詹政佑 第51桌 蔡明融 第93桌 薛羽宏 第86桌

王心佑 第76桌 吳心瑋 第40桌 李世揚 第38桌 林子騫 第48桌 林鴻麟 第99桌 徐秀瑩 第50桌 張皓宇 第100桌 陳正唐 第78桌 陳智韜 第56桌 黃英甄 第53桌 詹美玉 第43桌 蔡枚均 第95桌 薛坤鐘 第41桌

王文揚 第26桌 吳亦賢 第54桌 李玉萍 第23桌 林月煌 第41桌 林黛儀 第89桌 徐美容 第55桌 張舒聿 第63桌 陳名琪 第48桌 陳雅玟 第97桌 黃郁雯 第50桌 詹雅棋 第49桌 蔡泓荏 第75桌 薛婉蓁 第60桌

王台欣 第47桌 吳安然 第62桌 李光裕 第44桌 林申樺 第61桌 林麗珠 第71桌 徐雅含 第61桌 張鈞凱 第36桌 陳存洋 第69桌 陳敬民 第79桌 黃素英 第69桌 賈皓然 第51桌 蔡秉志 第81桌 薛煒 第49桌

王伊旋 第58桌 吳志聰 第94桌 李有倫 第18桌 林立萍 第66桌 祁品碩 第79桌 徐楚雲 第52桌 張雅淳 第53桌 陳有仁 第98桌 陳毓容 第79桌 黃啟興 第77桌 路詒伶 第44桌 蔡俊彥 第52桌 謝永亮 第92桌

王秀貞 第93桌 吳玓燕 第75桌 李有晏 第20桌 林岑聿 第63桌 邱玉佳 第75桌 徐鳳英 第84桌 張雅媚 第95桌 陳宏哲 第71桌 陳瑞成 第80桌 黃崇裕 第49桌 廖宗柱 第43桌 蔡思毅 第17桌 謝劭弘 第58桌

王明賢 第24桌 吳佩侰 第57桌 李志浩 第30桌 林沛瑜 第66桌 邱明善 第4桌 留子淇 第94桌 張雅惠 第40桌 陳沛嘉 第54桌 陳鈿鍇 第72桌 黃敏雄 第77桌 廖采鳳 第76桌 蔡政展 第55桌 謝孟真 第57桌

王俊強 第50桌 吳佩璇 第46桌 李汪玲 第93桌 林秀玲 第96桌 邱垂珍 第90桌 翁心慈 第80桌 張雅鈞 第65桌 陳秀卿 第39桌 陳榮俊 第76桌 黃教明 第59桌 廖玲梅 第24桌 蔡秋滿 第80桌 謝宗憲 第82桌

王勇堯 第45桌 吳孟壕 第96桌 李秀清 第44桌 林秀瓊 第99桌 邱政雄 第84桌 翁苡芳 第57桌 張瑞文 第63桌 陳秀華 第31桌 陳福源 第85桌 黃淑怡 第42桌 廖科貿 第40桌 蔡素齡 第88桌 謝承昊 第51桌

王建升 第43桌 吳宗翰 第41桌 李佩珍 第100桌 林佩樺 第64桌 邱炳煌 第63桌 翁茂盛 第42桌 張聖和 第89桌 陳佩芬 第55桌 陳銀山 第26桌 黃淑姿 第82桌 廖英喬 第91桌 蔡國仁 第61桌 謝旻家 第49桌

王建贏 第52桌 吳宜潔 第67桌 李佩蓉 第38桌 林佳原 第52桌 邱美芳 第89桌 袁道成 第17桌 張嘉雄 第52桌 陳依婷 第46桌 陳廣修 第83桌 黃莉蓉 第77桌 廖峰楠 第42桌 蔡淑貞 第89桌 謝炘翰 第99桌

王柏鈞 第86桌 吳承翰 第97桌 李佳玲 第47桌 林佳蓁 第59桌 邱韋儒 第97桌 高正 第91桌 張寧真 第48桌 陳宛沙 第34桌 陳慧娟 第36桌 黃富成 第60桌 廖健宏 第81桌 蔡慧儒 第73桌 謝金洞 第62桌

王秋香 第24桌 吳明慧 第34桌 李孟璇 第87桌 林依婷 第54桌 邱峻邑 第25桌 高振傑 第47桌 張榮明 第68桌 陳怡君 第73桌 陳錦煌 第4桌 黃惠美 第74桌 廖肇鈞 第25桌 蔡馨誼 第95桌 謝思齊 第87桌

王重仁 第36桌 吳昕柔 第51桌 李昀儒 第66桌 林依萱 第66桌 邱振源 第14桌 高珮芸 第17桌 張維珊 第60桌 陳怡芬 第62桌 陳隨錦 第73桌 黃朝瑋 第30桌 廖錦絃 第85桌 蔣理 第91桌 謝淑薇 第23桌

王家凱 第89桌 吳治緣 第26桌 李易昌 第79桌 林坤正 第100桌 邱舲禎 第100桌 高毓璐 第47桌 張錦芳 第62桌 陳果佑 第60桌 陳靜宜 第94桌 黃嫈智 第25桌 廖鐿火孟 第20桌 蔣堯安 第58桌 謝雅蕙 第88桌

王祐民 第46桌 吳秉志 第37桌 李秉鴻 第87桌 林宜宣 第91桌 邱華光 第84桌 高義俊 第69桌 張鴻翔 第40桌 陳玟蓉 第54桌 陳靜慧 第100桌 黃意婷 第50桌 褚婉齡 第34桌 鄧美滿 第24桌 謝嘉雄 第93桌

王素華 第36桌 吳秉珊 第30桌 李芳鈞 第93桌 林宜昭 第62桌 邱寶生 第94桌 高誠 第98桌 張禮韻 第30桌 陳芳玉 第82桌 陳駿昇 第64桌 黃瑞裕 第26桌 趙希正 第78桌 鄭又綱 第91桌 謝蔡育 第45桌

王偉如 第61桌 吳芝瑩 第41桌 李雨珊 第95桌 林宜賢 第60桌 邱議權 第19桌 高鈺修 第70桌 張瓊心 第55桌 陳芳誼 第43桌 陳嬿如 第73桌 黃瑞臨 第71桌 趙明德 第98桌 鄭心慈 第54桌 謝蕙雅 第64桌

王啟昭 第98桌 吳芳瑀 第53桌 李俊德 第59桌 林岡輝 第73桌 邵凡恩 第51桌 高鈺婷 第90桌 張麗珠 第68桌 陳長青 第51桌 陳藝丰 第86桌 黃雋恩 第2桌 趙軒佑 第97桌 鄭文柏 第14桌 謝馥伃 第62桌

王得權 第97桌 吳芷函 第91桌 李俊興 第56桌 林承儫 第36桌 邵泓智 第87桌 高嫚君 第54桌 梁高誌 第41桌 陳亭凌 第54桌 陳麗蓉 第78桌 黃曉萍 第59桌 趙國任 第64桌 鄭文展 第85桌 鍾佳諳 第55桌

王淑鴛 第80桌 吳采庭 第46桌 李姿慧 第64桌 林東慶 第99桌 邵俊憲 第73桌 常瑋倫 第87桌 莊子逸 第97桌 陳亮羽 第53桌 陸明達 第4桌 黃瓊純 第92桌 趙德昭 第55桌 鄭仙肇 第65桌 鍾華珍 第72桌

王惠貞 第80桌 吳厚澤 第38桌 李春金 第98桌 林欣穎 第47桌 凃正優 第42桌 康家銘 第84桌 莊月霞 第77桌 陳俊淮 第85桌 彭冠友 第65桌 黃韻慈 第47桌 劉又瑄 第45桌 鄭巧苓 第96桌 鍾燕瑩 第47桌

王琬琪 第70桌 吳奕霆 第75桌 李春瑩 第50桌 林奕萍 第48桌 姜玉慧 第78桌 康竣崴 第59桌 莊亞倫 第94桌 陳俊欽 第92桌 彭昭齊 第65桌 黃麗華 第67桌 劉亦展 第54桌 鄭伃倢 第38桌 簡明龍 第15桌

王進展 第82桌 吳建忠 第71桌 李柏衛 第50桌 林姿敏 第83桌 施友心 第90桌 康寶心 第49桌 莊清風 第72桌 陳冠志 第38桌 彭雅各 第75桌 黃耀億 第36桌 劉守陞 第87桌 鄭伊宏 第86桌 簡雅婷 第79桌

王椿炎 第99桌 吳映澄 第26桌 李秋賢 第86桌 林姿慧 第86桌 施羽庭 第63桌 張云柔 第57桌 莊勝雄 第88桌 陳冠華 第79桌 彭瑞猷 第58桌 楊子芳 第31桌 劉伶淑 第45桌 鄭秀羚 第88桌 藍炳煌 第39桌

王聖智 第73桌 吳春榮 第39桌 李素娥 第50桌 林威全 第95桌 施志鴻 第37桌 張元炳 第77桌 莊景淳 第51桌 陳冠綸 第79桌 彭麗靜 第30桌 楊子懿 第52桌 劉秀鳳 第85桌 鄭秀麵 第80桌 藍敦弘 第83桌

王裕淦 第45桌 吳美瑤 第65桌 李偉仁 第52桌 林建宏 第70桌 施育舜 第92桌 張太安 第89桌 莊瓊富 第68桌 陳姵璇 第52桌 曾志崴 第87桌 楊丞峰 第73桌 劉育霖 第69桌 鄭惟心 第99桌 闕昌琪 第47桌

王睿閎 第88桌 吳家珍 第45桌 李偉泉 第16桌 林建良 第81桌 施威州 第78桌 張玉錦 第36桌 許丕堅 第96桌 陳宣蓉 第40桌 曾建方 第73桌 楊秀美 第59桌 劉其鑫 第89桌 鄭雪 第31桌 顏怡婷 第50桌

王錚儀 第87桌 吳家祥 第68桌 李婉萱 第34桌 林昱哲 第26桌 施淑芬 第82桌 張安均 第82桌 許世穎 第65桌 陳建佑 第38桌 曾思慎 第63桌 楊佳蓉 第5桌 劉宗奇 第61桌 鄭凱仁 第17桌 顏毓岐 第64桌

王應霖 第89桌 吳庭語 第86桌 李晨綾 第54桌 林珊羽 第40桌 施聰瑞 第77桌 張吟梅 第83桌 許有杉 第1桌 陳建興 第80桌 曾懷慶 第64桌 楊幸員 第59桌 劉宗錡 第38桌 鄭凱文F 第70桌 魏稜 第99桌

王韻虹 第76桌 吳素如 第97桌 李梅芳 第82桌 林秋儀 第92桌 柯子詒 第41桌 張均儀 第21桌 許艾瑋 第53桌 陳彥中 第57桌 温雅婷 第83桌 楊旻璟 第74桌 劉宜福 第68桌 鄭凱文U 第69桌 魏慶鵬 第17桌

王耀興 第47桌 吳素菊 第78桌 李荳 第46桌 林秋鑫 第71桌 柯佳妤 第46桌 張廷輝 第83桌 許志嘉 第81桌 陳彥汝 第51桌 游佳穎 第46桌 楊昌裕 第80桌 劉芝瑩 第45桌 鄭雅云 第18桌 羅光祐 第95桌

王耀駿 第67桌 吳國華 第75桌 李雅琴 第50桌 林美季 第100桌 柯佳秀 第44桌 張志偉 第55桌 許金隆 第43桌 陳彥婷 第39桌 游芷潔 第59桌 楊素蕊 第23桌 劉信伶 第30桌 鄭愷元 第55桌 羅亞寧 第37桌

王鐘鎰 第25桌 吳國榮 第82桌 李滿 第84桌 林羿序 第57桌 段方琪 第100桌 張育誠 第75桌 許玲瑛 第76桌 陳思萍 第41桌 游茜茹 第96桌 楊淑琴 第76桌 劉信良 第74桌 鄭當騰 第90桌 羅珮華 第96桌

古庭碩 第44桌 吳婉甄 第57桌 李銘邦 第72桌 林虹妙 第64桌 洪同穎 第58桌 張明道 第84桌 許振中 第82桌 陳思穎 第51桌 游碧燕 第85桌 楊婷婷 第70桌 劉信言 第70桌 鄭錦霖 第90桌 羅國斌 第39桌

甘誼文 第30桌 吳崇榮 第83桌 李魁文 第48桌 林郁庭 第63桌 洪若峯 第21桌 張金圓 第85桌 許益誠 第91桌 陳昭貴 第56桌 游騏福 第51桌 楊崴凱 第70桌 劉秋亨 第84桌 鄭麗鈴 第44桌 羅雅貞 第37桌

白三奇 第3桌 吳智遠 第11桌 李曉菁 第44桌 林韋萱 第65桌 洪偉盛 第91桌 張信陽 第82桌 許素月 第43桌 陳昱臻 第57桌 辜惠君 第62桌 楊惠穎 第66桌 劉紀蘭 第71桌 黎從勝 第44桌 羅靜珠 第76桌

白志剛 第76桌 吳琪 第78桌 李翰儒 第69桌 林倩衣 第94桌 洪崙棋 第56桌 張珉珉 第52桌 許國裕 第74桌 陳柏諺 第49桌 辜麗蘭 第67桌 楊智軒 第63桌 劉書君 第96桌 盧佳怡 第44桌 嚴佩怡 第56桌

白佳臻 第72桌 吳瑞蒼 第94桌 李懿軒 第38桌 林哲玲 第62桌 洪智峻 第59桌 張秋琴 第94桌 許復源 第39桌 陳炳嘉 第91桌 馮愛惠 第80桌 楊登偉 第46桌 劉婉羚 第40桌 盧治蓉 第88桌 蘇文慧 第81桌

朱晃民 第55桌 吳榮宗 第74桌 杜介星 第14桌 林宸汝 第24桌 洪毓謙 第54桌 張秋發 第81桌 許智炫 第26桌 陳眉如 第40桌 黃士豪 第36桌 楊菊蘭 第79桌 劉崇偉 第79桌 盧彥瑜 第49桌 蘇秀峻 第98桌

朱鈺璇 第87桌 吳銘鴻 第39桌 沈宗慰 第41桌 林容瑩 第37桌 洪嘉男 第25桌 張羿鑫 第75桌 許華珊 第93桌 陳美玲G 第45桌 黃介宏 第88桌 楊達榮 第41桌 劉惠娟 第68桌 盧錫茂 第99桌 蘇明源 第24桌

江心榆 第93桌 吳慧琍 第73桌 沈宛真 第11桌 林展綸 第90桌 洪嘉珮 第66桌 張郁媛 第45桌 許瑜秦 第97桌 陳美玲Q 第71桌 黃天佑 第81桌 楊嘉昌 第38桌 劉惠雅 第24桌 蕭汝維 第57桌 蘇彥明 第39桌

江玉如 第70桌 吳輝昇 第96桌 沈懋炘 第43桌 林晏如 第71桌 紀丁美雪 第90桌 張倪芳 第38桌 許筠婛 第88桌 陳虹吟 第66桌 黃心品 第49桌 楊銘銓 第90桌 劉維琛 第65桌 蕭若男 第96桌 蘇美如 第23桌

江柏宏 第52桌 吳麗玲 第94桌 角旌豪 第61桌 林窈如 第58桌 紀佳吟 第68桌 張容瑋 第63桌 許嘉芬 第47桌 陳軍瑜 第92桌 黃文聰 第77桌 楊慶楠 第59桌 劉嬌蓮 第84桌 蕭新民 第40桌 蘇美玲 第71桌

江重毅 第42桌 吳寶珍 第80桌 周大鈞 第87桌 林高宏 第91桌 胡宏周 第85桌 張容綺 第62桌 許維城 第83桌 陳郁庭 第61桌 黃永達 第98桌 楊蕙璟 第75桌 劉賢德 第65桌 蕭緁瑩 第56桌 蘇琳雅 第86桌

江雪楨 第55桌 呂承鴻 第30桌 周可心 第49桌 林崇明 第77桌 胡廷岳 第99桌 張書華 第67桌 連柏鈞 第53桌 陳家維 第21桌 黃如意 第24桌 楊懋泓 第46桌 歐子源 第37桌 賴三民 第94桌 蘇裕發 第39桌

江樹蒼 第77桌 呂俐瑩 第75桌 周廷潢 第92桌 林淑真 第69桌 胡晨美 第71桌 張書豪 第67桌 郭承諺 第60桌 陳恩慧 第39桌 黃聿瑩 第57桌 楊聰義 第42桌 蔡仁愷 第60桌 賴沛亨 第64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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