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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營業處 58 陳○華 吳○瑄 22 大墩 01 林○雯 陳○宏

1 營業處 55 梁○偉 李○翰 22 大墩 90 楊○南 張○婷

1 營業處 09 謝○汝 謝○達 22 大墩 34 吳○錚 黃○婷

1 營業處 37 張○斌 林○慧 22 大墩 45 施○福 張○婷

3 台南 06 王○樹 饒○原 24 永康 14 蔡○玲 許○菁

3 台南 94 黃○然 李○滿 24 永康 55 陳○德 黃○鈞

3 台南 40 韋○鴻 林○良 24 永康 66 陳○○珠 陳○伶

4 台中 78 林○淇 李○育 24 永康 44 王○佑 郭○華

4 台中 99 蘇○絜 吳○柔 26 信義 52 柯○瑜 方○慎

4 台中 92 王○興 王○綾 26 信義 53 陳○水 莊○琦

4 台中 37 王○蘭 王○綾 26 信義 77 許○齡 陳○琪

4 台中 36 黃○偉 林○怡 29 新莊 84 柯○義 陳○卉

5 內湖 30 李○基 林○豪 29 新莊 11 賴○驥 許○誠

6 板橋 31 劉○楠 呂○綺 29 新莊 72 徐○勝 陳○卉

6 板橋 19 顏○楷 廖○佐 29 新莊 78 鄭○聖 韓○佑

6 板橋 83 陳○豐 楊○昇 31 桃園 79 林○語 陳○鴻

7 雙和 90 張○遠 林○源 31 桃園 36 蔡○雲 陳○芬

7 雙和 73 羅○芬 黃○齡 31 桃園 27 李○杰 趙○敏

9 高雄 67 蔡○諺 黃○慧 31 桃園 96 莫○○唯 曾○婷

9 高雄 56 伍○璇 黃○琴 32 斗六 91 張○禎 廖○玫

9 高雄 28 林○汎 吳○淳 33 鳳山 77 楊○程 胡○恩

10 士林 05 王○棻 蔡○男 34 宜蘭 36 陳○昭 陳○瑩

10 士林 18 蔡○穎 黎○傑 34 宜蘭 65 李○諭 薛○霖

10 士林 54 林○銘 蔡○男 34 宜蘭 04 李○姿 陳○瑩

10 士林 87 李○璇 陳○蓉 34 宜蘭 66 林○人 朱○宏

10 士林 34 李○慧 蔡○男 34 宜蘭 05 林○津 薛○霖

10 士林 89 吳○ 陳○蓉 34 宜蘭 46 林○珍 薛○霖

10 士林 36 王○珍 蔡○男 34 宜蘭 13 游○芯 薛○霖

10 士林 44 陳○建 蔡○男 34 宜蘭 38 李○儒 薛○霖

10 士林 48 陳○如 陳○男 36 中和 78 王○龍 呂○娟

10 士林 10 李○生 蔡○男 43 園區 07 廖○泰 蔡○涵

10 士林 85 鄭○容 蔡○男 43 園區 76 黃○櫻

11 木柵 84 王○峰 陳○潔 46 竹北 89 陳○璽 魏○君

12 中壢 88 潘○銘 楊○承 46 竹北 38 劉○彥 戴○鴻

12 中壢 43 周○深 許○霓 46 竹北 43 蔡○龍 吳○紋

12 中壢 82 林○育 郭○盛 46 竹北 74 王○九 林○貴

13 八德 66 李○燕 陳○蓉 47 復興 23 曾○彥 毛○

15 三重 73 葉○宏 陳○靜 47 復興 24 陳○彬 黃○漢

15 三重 93 孫○瑋 陳○龍 47 復興 15 黃○縈 陳○文

15 三重 13 何○瑞 李○萱 50 樹林 26 王○玲 陳○如

16 員林 03 張○宏 張○政 50 樹林 61 王○倫 周○玲

17 景美 92 楊○賓 劉○君 51 頭份 66 林○辰 羅○芸

18 新竹 23 蔡○凱 郭○芳 54 和美 32 余○玉 楊○慧

18 新竹 70 卓○廉 林○汝 54 和美 40 許○惠 楊○慧

18 新竹 36 劉○君 張○娥 54 和美 45 楊○慈 楊○慧

20 中山 26 羅○鍵 陳○詅 54 和美 31 陳○容 林○雯

20 中山 34 黃○涵 朱○潔 54 和美 26 蘇○傑 何○勵

20 中山 51 吳○達 劉○揚 54 和美 96 陳○文 楊○慧

21 花蓮 18 鍾○伶 蘇○誠 59 文化 89 吳○瑩 劉○伶

22 大墩 44 林○雲 陳○英 59 文化 09 陳○均 葉○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