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事項:主辦單位將以簡訊方式發送得獎通知及咖啡電子兌換券

張○芳 王○壽 吳○霖 黃○鳳 甘○池 劉○蓮 林○鵬 鄭○梅 涂○璿 陳○婷 陳○ 張○翔

吳○豐 陳○德 劉○祥 王○勝 林○志 莊○足 劉○梅 鄭○寧 鍾○旭 簡○全 葉○帆

莊○雲 邱○芸 王○婷 蕭○傑 郭○羽 張○燕 葉○真 黃○庭 張○文 李○松 洪○壹 柯○川

陳○婷 吳○莉 鄧○琴 李○華 蔡○君 白○祐 涂○薇 邱○乾 劉○源 杜○功 林○瑜 洪○宇

邱○恒 鄒○毅 李○志 楊○萱 莊○婷 彭○誌 柯○婷 張○科 黃○華 洪○榮 劉○君 梁○君

方○真 陶○生 蔡○婷 陳○煒 朱○雯 施○珠 李○潔 翁○珍 黃○芬 方○安 楊○智 林○尊

黃○雅 林○君 林○珊 劉○麟 曾○華 李○茹 洪○涵 陳○義 陳○詢 涂○瑞 邱○彩 童○媛

林○鳳 梁○如 李○鴻 方○茜 黃○鴻 劉○杏 余○毅 方○婷 游○如 廖○玲 徐○靜

張○雅 林○貞 吳○信 陳○翔

葉○紘 蘇○閔 利○嘉 蔡○惠 王○美 鄭○梅 韓○卿 林○雪 林○慧 黃○彤 黃○嘉 廖○維

陳○ 鄭○玫 林○瀅 吳○瑩 許○洲 林○綿 邱○芸 邱○芳 彭○如 何○宇 鄭○紘 楊○綾

陳○暐 洪○運 賴○德 賴○穎 鄭○元 林○興 蕭○傑 練○偉 王○婷 朱○瑋 黃○元 張○宇

林○瑜 李○松 謝○梅 白○恩 白○祐 鄒○毅 廖○伶 蘇○淳 林○丞 謝○霖 張○嶺 陳○順

鄧○琴 許○民 張○文 王○立 陳○慈 蕭○慈 張○明 許○芯 邱○恒 林○琴 蔡○霖 許○禎

吳○靜 林○美 朱○銘 梁○玉 羅○美 陳○行 廖○仁 潘○玲 闕○哲 劉○麟 蘇○如 林○尊

陳○煒 楊○智 陳○華 林○男 陳○燕 葉○米 張○靜 劉○佐 朱○霓 邱○聞

陶○生 陳○偉 王○翔 陳○倫 徐○靜 李○珍 陳○豪 陳○義 陳○人 林○鳳 陳○昌 郭○娜

林○逸 徐○婷 王○棠 黃○鳳

鄭○芳 許○雯 賈○仁 吳○瑩 陳○和 陳○明 郭○伶 林○宏 胡○銘 鄭○梅 劉○祥 蘇○閔

陳○杰 張○翔 鄭○玫 陳○ 林○鵬 韓○卿 林○雪 楊○扉 張○宜 張○娟 鄭○威 彭○雯

賴○玲 邱○妹 彭○如 陳○文 林○君 楊○曇 練○偉 蕭○傑 洪○運 張○茹 江○君 林○儀

鄭○元 簡○貞 洪○壹 蕭○聰 陳○頎 沈○濱 張○文 李○松 顏○嘉 白○恩 許○宜 鄭○仁

丁○緯 丁○廷 劉○源 廖○伶 王○立 李○志 白○祐 李○華 柯○郁 劉○佐 吳○玉

簡○娥 汪○渲 蘇○如 陳○煒 丁○華 方○安 陳○鈞 洪○智 邱○聞 曾○全 王○翔 王○源

陶○生 劉○麟 林○章 林○男 廖○瑩 廖○仁 周○議 嚴○雲 林○美 黃○珍 林○尊 楊○智

蔡○婷 張○慧 黃○芸 官○芳 劉○絹 許○婷 鍾○頤 許○華 朱○榕 林○逸 何○華 杞○貞

蔡○安 朱○文 張○雅 郭○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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