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北市藥師公會第六十屆藥師節慶祝大會桌次索引表
桌號 姓名 桌號 姓名 桌號 姓名 桌號 姓名 桌號 姓名

第1桌 杜介星 第5桌 游丈樟 第10桌 顏鴻順 第15桌 郭素貞 第20桌 吳淑玲

第1桌 黃志忠 第5桌 朱曉玲 第10桌 錢德德 第15桌 陳深井 第20桌 郭志宏

第1桌 林志彥 第6桌 許炳昌 第10桌 吳銘哲 第15桌 王鴻煒 第20桌 李萃霞

第1桌 洪茂雄 第6桌 宋忠昌 第10桌 王榮南 第15桌 葉全世 第20桌 施福昌

第1桌 林澤芝 第6桌 洪松根 第10桌 林俊雄 第15桌 施龍通 第20桌 胡麗華

第1桌 林慶源 第6桌 陳楷仁 第11桌 林春好 第15桌 楊雅惠 第20桌 葉淵源

第1桌 蔡政展 第6桌 黃昱維 第11桌 謝明煌 第16桌 林柏孝 第20桌 陳衛鈴

第1桌 蔡明輝 第6桌 李增胤 第11桌 施政宏 第16桌 徐才峯 第20桌 陳仁溫

第2桌 貴賓 第6桌 陳威達 第11桌 陳木池 第16桌 張文章 第20桌 許素幸

第2桌 貴賓 第6桌 李國珍 第11桌 賴加保 第16桌 張智鈞 第21桌 吳瑞蒼

第2桌 貴賓 第6桌 張麒麟 第11桌 林麗枝 第16桌 詹焜堯 第21桌 黃明洲

第2桌 貴賓 第6桌 林素珠 第11桌 蔡景揚 第16桌 劉育志 第21桌 王芬蘭

第2桌 貴賓 第7桌 鄭雪 第11桌 王增輝 第16桌 李銘宏 第21桌 吳淑芳

第2桌 貴賓 第7桌 孫婕淳 第11桌 吳啟宗 第16桌 李俊達 第21桌 賴秋蘭

第2桌 貴賓 第7桌 游秀庭 第11桌 梁宏源 第16桌 吳淑華 第21桌 黎寶珠

第2桌 貴賓 第7桌 吳富祥 第12桌 溫國雄 第17桌 陳昭元 第21桌 蕭素珍

第2桌 貴賓 第7桌 趙順榮 第12桌 洪若嘉 第17桌 林純鈺 第21桌 盧美蘭

第2桌 貴賓 第7桌 范月貌 第12桌 陳士介 第17桌 王素華 第21桌 林俊華

第3桌 貴賓 第7桌 林高宏 第12桌 簡明龍 第17桌 楊雅慧 第21桌 王秀岑

第3桌 貴賓 第7桌 洪宜君 第12桌 邱振源 第17桌 葉人誠 第22桌 張采婷

第3桌 貴賓 第7桌 張為凱 第12桌 白三奇 第17桌 郭文煌 第22桌 張雅如

第3桌 貴賓 第7桌 吳啟瑞 第12桌 郭耀文 第17桌 呂恆慎 第22桌 陳佩汝

第3桌 貴賓 第8桌 章修績 第12桌 李秉鴻 第17桌 張意宜 第22桌 陳長泰

第3桌 貴賓 第8桌 黃金舜 第12桌 林哲政 第17桌 黃如意 第22桌 李宜汶

第3桌 貴賓 第8桌 吳崑山 第12桌 施志鴻 第17桌 陳建佑 第22桌 蔡馨誼

第3桌 貴賓 第8桌 鐘李宜 第13桌 謝志忠 第18桌 衛生局/媒體 第22桌 柯姿璇

第3桌 貴賓 第8桌 陳智芳 第13桌 傅顯烘 第18桌 衛生局/媒體 第22桌 王台欣

第3桌 貴賓 第8桌 樓亞洲 第13桌 壽偉瑾 第18桌 衛生局/媒體 第22桌 莊涵茹

第4桌 廖玲梅 第8桌 范佐勳 第13桌 柯廷佳 第18桌 衛生局/媒體 第22桌 田昇達

第4桌 劉紀蘭 第8桌 曾錫勛 第13桌 陳來元 第18桌 衛生局/媒體 第23桌 李主成

第4桌 陳錦煌 第8桌 黃瓊瑜 第13桌 葉啟昌 第18桌 衛生局/媒體 第23桌 魏麗雲

第4桌 呂品儀 第8桌 安文彬 第13桌 陳志麟 第18桌 衛生局/媒體 第23桌 黃鳳娜

第4桌 邱垂珍 第9桌 張培璵 第13桌 蔡嘉珍 第18桌 衛生局/媒體 第23桌 高郁婷

第4桌 洪若峯 第9桌 譚延輝 第14桌 洪錦壕 第18桌 衛生局/媒體 第23桌 楊翊卉

第4桌 黃雋恩 第9桌 陳煌銘 第14桌 蕭輔元 第18桌 衛生局/媒體 第23桌 袁莉婷

第4桌 蘇榮智 第9桌 李錦炯 第14桌 鄭啟材 第19桌 吳輝昇 第23桌 蘇素蓮

第4桌 朱金玉 第9桌 陳雅德 第14桌 楊文榮 第19桌 林秀玲 第23桌 劉齡尹

第4桌 陳楷模 第9桌 鄭凱仁 第14桌 張其純 第19桌 陳志堅 第23桌 李勝馥

第5桌 黃仁揚 第9桌 全聯會 第14桌 黃昭勳 第19桌 蔡玉盞 第23桌 黃茂峯

第5桌 李穎華 第9桌 全聯會 第14桌 詹永龍 第19桌 莊禮維 第24桌 朱聰全

第5桌 葉坤明 第9桌 全聯會 第14桌 侯仕銘 第19桌 郭苹蘭 第24桌 郭蔡雲喬

第5桌 張秀妃 第9桌 全聯會 第14桌 藍慈惠 第19桌 林芬珍 第24桌 吳舜華

第5桌 陳文淵 第10桌 吳晶惠 第14桌 林江泉 第19桌 劉惠娟 第24桌 楊素蕊

第5桌 柯受祿 第10桌 康甄真 第15桌 許水樹 第19桌 謝式堂 第24桌 沈慧斐

第5桌 林麗真 第10桌 黃克忠 第15桌 陳正銘 第20桌 潘昭華 第24桌 陳秀羚

第5桌 陳英傑 第10桌 呂名峯 第15桌 洪裕貴 第19桌 蔡秋滿 第24桌 莊秀娟



新北市藥師公會第六十屆藥師節慶祝大會桌次索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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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桌 吳淑鈴 第29桌 彩虹太鼓 第33桌 黃苡甄 第38桌 陳玉琴 第43桌 吳金珠

第24桌 陳隨錦 第29桌 彩虹太鼓 第34桌 李佳蓁 第38桌 鄭苑岑 第43桌 廖錦絃

第24桌 蔡麗寬 第29桌 彩虹太鼓 第34桌 吳秉穎 第38桌 楊昌裕 第43桌 林美鳳

第25桌 蔡錅菊 第29桌 彩虹太鼓 第34桌 梁雅富 第38桌 許春滿 第43桌 蔡萬得

第25桌 劉淑麗 第29桌 彩虹太鼓 第34桌 葉子慧 第39桌 黃行英 第43桌 張金圓

第25桌 李美燕 第29桌 彩虹太鼓 第34桌 孫淑慧 第39桌 陳燕女秀 第43桌 郭瑛

第25桌 潘淑媺 第29桌 彩虹太鼓 第34桌 曾婕伃 第39桌 郭麗蓮 第43桌 陳俊淮

第25桌 林彩鳳 第30桌 彩虹太鼓 第34桌 高韻涵 第39桌 汪慧蘭 第44桌(素) 張錦芳

第25桌 林錦妙 第30桌 彩虹太鼓 第34桌 謝宜潔 第39桌 詹美慧 第44桌(素) 蔡佩珊

第25桌 蘇美惠 第30桌 彩虹太鼓 第34桌 許嘉芬 第39桌 方文孚 第44桌(素) 吳律萱

第25桌 呂淑君 第30桌 彩虹太鼓 第34桌 陳珮珊 第39桌 彭筱薇 第44桌(素) 王文君

第25桌 謝淑薇 第30桌 彩虹太鼓 第35桌 盧佳琦 第39桌 林昭岑 第44桌(素) 林冠伶

第25桌 鄭美淑 第30桌 黃易杰 第35桌 高瑋翎 第39桌 莊成富 第44桌(素) 吳安然

第26桌 古祐禎 第30桌 饒嘉鑫 第35桌 張雲涵 第40桌 闕昌琪 第44桌(素) 郭姵伶

第26桌 林明燊 第30桌 林承宏 第35桌 許碩捷 第40桌 王明賢 第44桌(素) 李牧耘

第26桌 賴俊瑜 第30桌 傅玉萱 第35桌 詹秀珍 第40桌 廖胤傑 第44桌(素) 陳水木

第26桌 王玫孌 第30桌 黃玉瑜 第35桌 高瀚智 第40桌 魏廷聿 第44桌(素) 陳暎杰

第26桌 羅雅萍 第31桌 詹景麟 第35桌 陳盈君 第40桌 高振傑 第45桌 陳詩鈺

第26桌 孫國祐 第31桌 劉哲維 第35桌 林宜寬 第40桌 古馥榕 第45桌 王秋香

第26桌 鍾宜家 第31桌 翁語伶 第35桌 趙明德 第40桌 葉涵青 第45桌 徐重揚

第26桌 高毓璐 第31桌 許永富 第36桌 何菫芸 第40桌 陳慧慈 第45桌 王俊強

第26桌 彭孟云 第31桌 范揚城 第36桌 王詩涵 第40桌 張珮翎 第45桌 黃琬玉

第26桌 柯尹婷 第31桌 李晨綾 第36桌 鄭欣昀 第40桌 黃羿萍 第45桌 李雅琴

第27桌 趙雪爾 第31桌 陳柳文 第36桌 歐乃寧 第41桌 謝孟真 第45桌 李文珍

第27桌 林婕妤 第31桌 林盈君 第36桌 賓春美 第41桌 馬安民 第45桌 尤聰嘉

第27桌 蕭凱云 第31桌 周政弘 第36桌 翟家美 第41桌 黃朱伶 第45桌 張悌文

第27桌 梁智雅 第31桌 洪啟洋 第36桌 左瑞美 第41桌 蔡昕妤 第45桌 吳華斌

第27桌 高靖崴 第32桌 王東婷 第36桌 曾志崴 第41桌 吳芸中 第46桌 李偉仁

第27桌 鄭雅云 第32桌 楊琬琪 第36桌 王錚儀 第41桌 蘇志欽 第46桌 邱泓淇

第27桌 林育安 第32桌 葉明佳 第36桌 周廷潢 第41桌 吳佩侰 第46桌 陳恆琳
第27桌 彭雯琳 第32桌 陳佑詩 第37桌 林妍如 第41桌 顏郁玲 第46桌 施婷徽

第27桌 詹雅衣 第32桌 黃詩穎 第37桌 蔡孟吟 第41桌 溫悅如 第46桌 洪佳蘭

第27桌 馬廣嫻 第32桌 游聲鎌 第37桌 劉奎良 第41桌 林羿序 第46桌 鄭麗雲

第28桌 蔡昀希 第32桌 黃詣喆 第37桌 呂詩涵 第42桌 陳貞如 第46桌 鄭渝靜

第28桌 黃雅筠 第32桌 林語柔 第37桌 吳千鶴 第42桌 李娟娟 第46桌 張元炳

第28桌 林津如 第32桌 吳佳樺 第37桌 呂雅惠 第42桌 陳麗淑 第46桌 邱彥瑾

第28桌 邱于珊 第32桌 陳柔錚 第37桌 陳麗蓉 第42桌 陳美玲 第46桌 陳詩嵐

第28桌 杜佩樺 第33桌 卓訓宇 第37桌 施育舜 第42桌 吳若帆 第47桌 甘靖芳

第28桌 陳以凡 第33桌 邱凡庭 第37桌 林蓮花 第42桌 李慧玲 第47桌 鄭采倩

第28桌 范浚榕 第33桌 何錦臻 第37桌 李宜錚 第42桌 湯淑滿 第47桌 黃文彤

第28桌 李映貞 第33桌 許發泰 第38桌 張瑞麟 第42桌 陳孟嘉 第47桌 張筠媗

第28桌 卓書婷 第33桌 賴怡柔 第38桌 廖憶云 第42桌 黃佳音 第47桌 楊涵絢

第28桌 郭欣倢 第33桌 魏永霖 第38桌 沈郁庭 第42桌 鄧美滿 第47桌 羅珮寧

第29桌 彩虹太鼓 第33桌 許書瑋 第38桌 許程翔 第43桌 李美媛 第47桌 劉雅欣

第29桌 彩虹太鼓 第33桌 林芸亭 第38桌 張瑞峰 第43桌 呂麗碧 第47桌 黃馨賢

第29桌 彩虹太鼓 第33桌 邱國庭 第38桌 廖于響 第43桌 陳芙蓉 第47桌 傅品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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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桌 吳艾臻 第52桌 郭芳吟 第57桌 林栴緦 第62桌 江金杉 第66桌 蔡怡欣

第48桌 鄭婉彣 第52桌 黃靜雯 第57桌 王應霖 第62桌 李仁世 第67桌 莊景州

第48桌 高靖禹 第53桌 劉純惠 第57桌 王琳茹 第62桌 陳合重 第67桌 辜惠君

第48桌 陳家楹 第53桌 侯盈慧 第58桌 陳冠蓉 第62桌 羅湘媚 第67桌 張簡敬家

第48桌 林書鈺 第53桌 汪曉嵐 第58桌 蘇春綿 第62桌 王心佑 第67桌 黃淑纓

第48桌 郟威 第53桌 曾明色 第58桌 王姿蘋 第62桌 徐碧蓮 第67桌 黃琇雯

第48桌 許譽騰 第53桌 鄭凱銘 第58桌 林嘉華 第62桌 駱亯佳 第67桌 溫婉婷

第48桌 陳駿昇 第53桌 粘嘉淂 第58桌 曾姿婷 第63桌 丁鈺玲 第67桌 羅柏青

第48桌 陸怡君 第53桌 溫學琴 第58桌 江柏宏 第63桌 蘇恆瑤 第67桌 陳燕梅

第48桌 李昆穎 第53桌 陳雪慧 第58桌 康竣崴 第63桌 孫莞茜 第67桌 李蕓倩

第48桌 顏景隆 第53桌 高于玲 第58桌 洪智峻 第63桌 林亭儀 第67桌 潘亯全

第49桌 郭士豪 第53桌 林金玲 第58桌 吳家興 第63桌 歐淑琳 第68桌 趙德昭

第49桌 陳尹齋 第54桌 黃郁筑 第58桌 李銘嘉 第63桌 尤薇喬 第68桌 朱晃民

第49桌 鄭宇宏 第54桌 魏婕安 第59桌 劉惠雅 第63桌 李魁文 第68桌 陳正唐

第49桌 許喬茵 第54桌 林怡慧 第59桌 蘇明源 第63桌 施翔智 第68桌 張博彥

第49桌 林呈運 第54桌 林彥君 第59桌 賴美滿 第63桌 曾韋儒 第68桌 陳秀卿

第49桌 江俊毅 第54桌 呂亞軒 第59桌 劉伶淑 第63桌 王宣雯 第68桌 蔡佩玲

第49桌 謝妮燕 第54桌 陳藝驊 第59桌 謝永亮 第64桌 柯美中 第68桌 羅智芳

第49桌 許玉萱 第54桌 賴沛亨 第59桌 李嘉純 第64桌 鄭仙肇 第68桌 黃崇連

第49桌 甘昕巧 第54桌 張紘瑋 第59桌 陳榮俊 第64桌 林立 第68桌 黃柳青

第49桌 陳柏宇 第54桌 楊詩蘋 第59桌 費大汀 第64桌 邱麗淑 第68桌 黃水濱
第50桌(素) 黃怡菁 第54桌 林嘉慧 第59桌 張耀中 第64桌 李重諺 第69桌 林帥君
第50桌(素) 孫季廷 第55桌 林書瑜 第59桌 曾人和 第64桌 文麟 第69桌 周彥甫
第50桌(素) 石碧珍 第55桌 王大立 第60桌 黃雅玲 第64桌 張明哲 第69桌 黃東玉
第50桌(素) 林如宓 第55桌 劉彥辰 第60桌 許晉瑜 第64桌 吳金雀 第69桌 陳鵬仁
第50桌(素) 余貞鈺 第55桌 廖延翰 第60桌 李佳樺 第64桌 劉意洲 第69桌 陳怡君
第50桌(素) 蘇蔡足敏 第55桌 陳昱安 第60桌 蔣清峻 第64桌 陳輝雄 第69桌 張均儀
第50桌(素) 王進展 第55桌 白尚明 第60桌 洪偉盛 第65桌 蔡鴻鐘 第69桌 詹艷羚
第50桌(素) 李梅芳 第55桌 陳之逸 第60桌 曾懷慶 第65桌 吳炎文 第69桌 范綱智

第51桌 蘇綉文 第55桌 葉芳如 第60桌 葉卉茵 第65桌 王明傑 第69桌 鄭文柏

第51桌 李素娥 第55桌 葉日安 第60桌 江嘉翎 第65桌 賴宥菊 第69桌 陳冠志

第51桌 梁汝安 第55桌 詹天佐 第60桌 陳健傑 第65桌 林安敏 第70桌 廖珮斐

第51桌 陳長青 第56桌(素) 滕肇緹 第60桌 陳韋如 第65桌 劉沅松 第70桌 黃琳雅

第51桌 柯亭如 第56桌(素) 蔡宗翰 第61桌 柯佳秀 第65桌 洪政平 第70桌 邱彥榕

第51桌 李春瑩 第56桌(素) 林淑芬 第61桌 周欣儒 第65桌 顏晏儒 第70桌 蕭琦昀

第51桌 顏怡婷 第56桌(素) 陳靜萍 第61桌 黃國書 第65桌 彭子明 第70桌 王平宇

第51桌 郭雅華 第56桌(素) 許秀雀 第61桌 謝佳樺 第65桌 彭家凱 第70桌 李安

第51桌 林冠宏 第56桌(素) 賴進豐 第61桌 劉共泰 第66桌 王秀貞 第70桌 黃詩琳

第52桌 黃曉萍 第56桌(素) 劉宜福 第61桌 李東洋 第66桌 陳世育 第70桌 陳毅恆

第52桌 陳宏仁 第57桌 葛淑芬 第61桌 許悅心 第66桌 許華珊 第70桌 盧昱伶

第52桌 陳莉玲 第57桌 蔡仲瑜 第61桌 李嘉峰 第66桌 李汪玲 第70桌 張閔傑

第52桌 林窈如 第57桌 林書暐 第61桌 柯芸家 第66桌 謝嘉雄 第71桌 俞韋如

第52桌 陳志明 第57桌 陳柏全 第61桌 陳昕 第66桌 江心榆 第71桌 劉惠琪

第52桌 楊大為 第57桌 劉康聖 第62桌 林坤正 第66桌 林士傑 第71桌 謝珮盈

第52桌 陳書發 第57桌 李昱 第62桌 劉遠望 第66桌 李芳鈞 第71桌 鄒雅薇

第52桌 黃亯銘 第57桌 吳佳儒 第62桌 劉俊慧 第66桌 高天靜 第71桌 葉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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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桌 蔡芳佩 第76桌 傅薰薰 第80桌 陳思萍 第85桌 吳治緣 第90桌 莊月霞

第71桌 彭姿蓉 第76桌 李昭家 第80桌 李有倫 第85桌 羅雅貞 第90桌 葉虹均

第71桌 詹千慧 第76桌 陳黛芬 第81桌 張秋發 第85桌 羅亞寧 第90桌 劉嬌蓮

第71桌 方金戎 第76桌 謝程凱 第81桌 林建良 第85桌 賴怡如 第90桌 陳福居

第72桌 翁錦雪 第76桌 黃志隆 第81桌 呂淑薇 第85桌 何欣憲 第90桌 李豪耿

第72桌 陳思英 第76桌 徐瑛珠 第81桌 王靖君 第85桌 陳秀維 第90桌 廖文櫻

第72桌 陳秀華 第76桌 林育民 第81桌 黃健原 第86桌 藍炳煌 第90桌 邱翠觀

第72桌 翁茂盛 第76桌 葉志成 第81桌 賴怡雯 第86桌 周德慧 第90桌 顏風花

第72桌 劉秋亨 第77桌 范湘敏 第81桌 黃健龍 第86桌 許復源 第90桌 賴建源

第72桌 陳雪美 第77桌 黃雅雯 第81桌 廖健宏 第86桌 劉朝宗 第90桌 林三木

第72桌 吳瑞灯 第77桌 蘇民傑 第81桌 許志嘉 第86桌 江重毅 第91桌 洪政全

第72桌 施淑芬 第77桌 林碧真 第81桌 蔡盈豪 第86桌 蘇彥明 第91桌 林淑芬

第72桌 劉素敏 第77桌 張宇凡 第82桌 黃惠美 第86桌 蘇裕發 第91桌 林羿辰

第72桌 黃金桃 第77桌 林策 第82桌 郭靜芬 第86桌 黃玉雲 第91桌 佘佳儀

第73桌 趙明德 第77桌 陳首諺 第82桌 吳榮宗 第86桌 陳水金 第91桌 李政憲

第73桌 黃俊益 第77桌 鄭兆均 第82桌 楊子芳 第86桌 黃宇榕 第91桌 許淑儀

第73桌 黃永達 第77桌 楊麗柔 第82桌 張岡鴻 第87桌 陳彥婷 第91桌 彭麗靜

第73桌 張麗珠 第77桌 郭章婷 第82桌 郭祈明 第87桌 廖峰楠 第91桌 林鑫辰

第73桌 莊瓊富 第78桌 詹明蒼 第82桌 陳鳳美 第87桌 林淢政 第91桌 林品均

第73桌 李春金 第78桌 王朝陽 第82桌 陳小蘋 第87桌 周敏 第91桌 林秋儀

第73桌 劉亯良 第78桌 羅乃慧 第82桌 溫宏富 第87桌 許俊誠 第92桌 巫秀珮

第73桌 許學清 第78桌 曾妙宇 第82桌 張鈞凱 第87桌 黃淑怡 第92桌 巫宏文

第73桌 蕭秀桂 第78桌 吳明慧 第83桌 陳金櫻 第87桌 商元貝 第92桌 巫宏仁

第73桌 丁淑貞 第78桌 吳芳寧 第83桌 陳子譽 第87桌 周文林 第92桌 丁郁婷

第74桌 詹美玉 第78桌 洪秋楓 第83桌 曾絮楓 第87桌 周健成 第92桌 黃麗華

第74桌 許素月 第78桌 楊嘉昌 第83桌 曾朝意 第87桌 蔡坤和 第92桌 張書豪

第74桌 楊秀美 第78桌 李玉萍 第83桌 劉訓奇 第88桌 莊清風 第92桌 張書華

第74桌 陳敏雄 第78桌 張玉錦 第83桌 易泰用 第88桌 胡宏周 第92桌 陳孟玉

第74桌 陳欣欣 第79桌 陳美瑾 第83桌 鍾盈淑 第88桌 吳東嶽 第92桌 辜麗蘭

第74桌 吳春榮 第79桌 李昕彥 第83桌 翁心慈 第88桌 張憲昌 第92桌 王耀駿

第74桌 吳文浩 第79桌 林育婷 第83桌 高鴻華 第88桌 林弘基 第93桌 許雅涵

第74桌 王琦珍 第79桌 黃倫伶 第83桌 林昆煌 第88桌 陳英明 第93桌 林鈺儒

第74桌 游幸慧 第79桌 陳暉平 第84桌 程志聰 第88桌 郭一弘 第93桌 李姿慧

第74桌 陳詮博 第79桌 郭浩蓁 第84桌 王映竣 第88桌 陳方祥 第93桌 洪偉倫

第75桌 梁高誌 第79桌 陳以臻 第84桌 楊德鑫 第88桌 張正憲 第93桌 李致遠

第75桌 吳芝瑩 第79桌 黃意婷 第84桌 林家豪 第88桌 陳齊瑞 第93桌 陳侃亨

第75桌 沈宗慰 第79桌 邱梓珊 第84桌 吳宗隆 第89桌 許智炫 第93桌 陳彥秀

第75桌 林宮梅 第79桌 陳眉如 第84桌 謝理屹 第89桌 黃文鴻 第93桌 胡志宇

第75桌 林本庭 第80桌 陳彥任 第84桌 江宜庭 第89桌 陳之琍 第93桌 黃德沾

第75桌 楊達榮 第80桌 吳哲宇 第84桌 施龍君 第89桌 李孟璁 第93桌 黃俊嘉

第75桌 吳宗翰 第80桌 李春蘭 第84桌 李建勳 第89桌 李晉志 第94桌 黃金水

第75桌 林月煌 第80桌 黃政源 第84桌 陳政鏘 第89桌 李姿涵 第94桌 高誠

第75桌 薛坤鐘 第80桌 邱泓淳 第85桌 陳坤波 第89桌 江建緯 第94桌 鍾水峽

第75桌 柯子詒 第80桌 林禹佑 第85桌 黃秋琴 第89桌 林晞璿 第94桌 陳綉玉

第76桌 江惠鈴 第80桌 李有晏 第85桌 林明勳 第89桌 吳秋儀 第94桌 林裕豪

第76桌 陳思萍 第80桌 莊晏蓁 第85桌 陳翊齊 第89桌 陳怡樺 第94桌 莊亞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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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桌 陳怡玲 第99桌 何淑惠 第103桌 朱慶榮 第108桌 羅光祐

第94桌 涂美如 第99桌 賴三民 第103桌 江芳俞 第108桌 林威全

第94桌 彭政文 第99桌 羅高松 第104桌 張萃玲 第108桌 吳宗儒

第94桌 李映儒 第99桌 陳奉德 第104桌 廖淑容 第108桌 薛曼彣

第95桌 羅友成 第99桌 林志炘 第104桌 涂修華 第108桌 林巧敏

第95桌 駱彥華 第99桌 程若芷 第104桌 董姝妤 第108桌 謝宗憲

第95桌 胡毓青 第99桌 胡美慧 第104桌 陳貞怡 第109桌 林秋鑫

第95桌 林朕亦 第99桌 黎怡吟 第104桌 吳秀慧 第109桌 林麗珠

第95桌 孫浩軒 第100桌 黃增田 第104桌 李懿軒 第109桌 林晏如

第95桌 劉書君 第100桌 陳水聖 第104桌 侯森森 第109桌 陳善蓉

第95桌 張涵蓁 第100桌 楊鴻榮 第104桌 楊惠君 第109桌 胡晨美

第95桌 陳敬民 第100桌 鄭文展 第104桌 余采紋 第109桌 陳怡伶

第95桌 陳毓容 第100桌 顏滿珠 第105桌 康家銘 第109桌 黃瑞臨

第95桌 王韻虹 第100桌 許省三 第105桌 陳玉招 第109桌 郭勇演

第96桌 李虹毅 第100桌 陳勝彥 第105桌 徐鳳英 第109桌 吳景芳

第96桌 林春蓮 第100桌 劉秀美 第105桌 何慧民 第109桌 蔡月蓉

第96桌 陳炳男 第100桌 紀丁美雪 第105桌 羅國斌

第96桌 李秀清 第100桌 張惠明 第105桌 郭慧如

第96桌 江來儀 第101桌 蕭重光 第105桌 吳家珍

第96桌 李曉菁 第101桌 李友立 第105桌 邱金定

第96桌 鄭麗鈴 第101桌 陳英哲 第105桌 溫財智

第96桌 盧佳怡 第101桌 方秀章 第105桌 鄧艷屏

第96桌 林志學 第101桌 陳麗婷 第106桌 顏素華

第96桌 黃明煌 第101桌 鄒昀穎 第106桌 林美蓉

第97桌 江雪楨 第101桌 陳愛珍 第106桌 蔡淑貞

第97桌 吳國華 第101桌 莊清堯 第106桌 邱美芳

第97桌 李明堂 第101桌 楊宗和 第106桌 張美女

第97桌 梁政義 第101桌 游秀清 第106桌 林梅修

第97桌 林餘萱 第102桌 賴冠伶 第106桌 張明道

第97桌 林佳慧 第102桌 廖淑岑 第106桌 劉錦泉

第97桌 劉芝瑩 第102桌 林佳靜 第106桌 吳國榮

第97桌 劉書瑋 第102桌 洪瑪瑾 第106桌 周清同

第97桌 黃淑姿 第102桌 賴榮茂 第107桌 吳家祥

第97桌 陳弘偉 第102桌 黃瓊純 第107桌 童美珠

第98桌 陳璋右 第102桌 蕭雅文 第107桌 林惠媄

第98桌 詹玉葉 第102桌 謝蔡育 第107桌 李滿鑫

第98桌 王秀蓉 第102桌 張郁媛 第107桌 許世玉

第98桌 梁碧娥 第102桌 吳彩成 第107桌 游麗麗

第98桌 張美華 第103桌 林秀珍 第107桌 蘇美如

第98桌 杜悅蓁 第103桌 陳美珠 第107桌 林鴻麟

第98桌 王裕淦 第103桌 楊金源 第107桌 楊瑞石

第98桌 黃敏雄 第103桌 李翰儒 第107桌 吳玉鳳

第98桌 李艶雲 第103桌 曾嘉祥 第108桌 蔡承宏

第98桌 吳淑婉 第103桌 陳瀅芳 第108桌 蔡枚均

第99桌 吳志聰 第103桌 黃瓊嬅 第108桌 張雅媚

第99桌 施亮熏 第103桌 莊岳霖 第108桌 劉俊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