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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巧依 第43桌 吳志聰 第80桌 李建緯 第87桌 林帥君 第65桌 洪嘉男 第62桌 張瑄 第63桌 陳金櫻 第08桌 曾朝意 第08桌 楊鴻榮 第81桌 蔡宛芙 第63桌 簡淑惠 第74桌
丁思佳 第36桌 吳佩怡 第23桌 李映儒 第05桌 林建宏 第88桌 洪德祺 第09桌 張寧真 第32桌 陳長泰 第32桌 曾絮楓 第08桌 楊禮明 第04桌 蔡幸芷 第11桌 簡韻珊 第31桌
丁郁婷 第02桌 吳佩純 第61桌 李春金 第73桌 林建良 第18桌 紀丁美雪 第17桌 張碧霞 第04桌 陳俗伶 第66桌 曾嘉祥 第82桌 溫宏富 第07桌 蔡承宏 第76桌 簡麗娥 第52桌
丁雅智 第44桌 吳佳儒 第61桌 李春瑩 第46桌 林彥婷 第82桌 紀佳吟 第17桌 張錦芳 第13桌 陳冠宇 第65桌 温財智 第16桌 溫國雄 第26桌 蔡旻軒 第32桌 藍炳煌 第23桌
尤聰嘉 第46桌 吳宗隆 第69桌 李春蘭 第79桌 林思綺 第71桌 胡美慧 第73桌 張薔薇 第16桌 陳冠志 第65桌 游丈樟 第25桌 葉人誠 第副主桌 蔡枚均 第76桌 闕昌琪 第41桌
尤薇喬 第47桌 吳宗翰 第20桌 李柏衛 第43桌 林春先 第09桌 胡晨美 第68桌 張簡鴻光 第14桌 陳冠蓉 第51桌 游秀清 第08桌 葉力瑋 第51桌 蔡泓荏 第67桌 顏怡婷 第46桌
文麟 第12桌 吳宗翰 第85桌 李玲玟 第86桌 林昭岑 第87桌 范月貌 第25桌 梁汝安 第44桌 陳建佑 第30桌 游麗麗 第85桌 葉子慧 第41桌 蔡俊彥 第51桌 顏素華 第75桌
方秀章 第77桌 吳宜潔 第02桌 李秋賢 第79桌 林昱哲 第22桌 范揚城 第31桌 梁佑全 第66桌 陳彥婷 第19桌 童美珠 第78桌 葉至軒 第62桌 蔡政展 第19桌 顏滿珠 第82桌
王心佑 第85桌 吳怡霆 第18桌 李美蓁 第74桌 林柏宏 第71桌 唐瑤瓊 第82桌 梁高誌 第20桌 陳思英 第72桌 辜惠君 第72桌 葉承鑫 第06桌 蔡秋滿 第88桌 魏慶鵬 第63桌
王台欣 第41桌 吳東穎 第70桌 李素娥 第46桌 林柏鈞 第36桌 唐嘯石 第84桌 梁煌銘 第09桌 陳思萍 第86桌 辜麗蘭 第02桌 葛淑芬 第62桌 蔡淑貞 第24桌 羅光祐 第76桌
王伊旋 第46桌 吳治緣 第22桌 李偉仁 第55桌 林盈君 第37桌 孫婕淳 第30桌 莊月霞 第24桌 陳思萍 第66桌 黃仁揚 第48桌 虞摩溪 第56桌 蔡慧蘭 第51桌 羅米邑 第67桌
王同旭 第20桌 吳泳明 第70桌 李晨綾 第31桌 林秋鑫 第68桌 孫淑慧 第26桌 莊秀娟 第64桌 陳昭元 第主桌 黃介宏 第14桌 詹玉葉 第18桌 蔡馨晨 第50桌 羅亞寧 第22桌
王秀貞 第15桌 吳秉志 第03桌 李梅芳 第03桌 林羿辰 第73桌 孫莞茜 第47桌 莊亞倫 第11桌 陳昱潔 第65桌 黃文偉 第77桌 詹孟庭 第67桌 蔡馨誼 第76桌 羅高松 第78桌
王明賢 第26桌 吳秉珊 第64桌 李梅芳 第74桌 林韋辰 第77桌 徐志忠 第46桌 莊岳霖 第79桌 陳柏全 第62桌 黃永達 第73桌 詹明蒼 第67桌 鄭文柏 第67桌 羅國斌 第84桌
王芳江 第21桌 吳芝瑩 第20桌 李勝馥 第40桌 林哲政 第22桌 徐承理 第30桌 莊涵茹 第32桌 陳洸洋 第86桌 黃如意 第26桌 詹美玉 第01桌 鄭文展 第81桌 羅雅貞 第22桌
王俊強 第44桌 吳金珠 第04桌 李惠雯 第86桌 林展綸 第10桌 徐美容 第74桌 莊勝雄 第14桌 陳眉如 第40桌 黃宇榕 第67桌 詹焜堯 第67桌 鄭仙肇 第12桌 羅睿 第36桌
王勇堯 第77桌 吳俊鋒 第74桌 李雅君 第61桌 林效鈴 第05桌 徐路琪 第69桌 莊傳嶽 第62桌 陳秋甫 第18桌 黃行英 第20桌 廖宗柱 第63桌 鄭秀麵 第88桌 羅潔明 第55桌
王品喬 第81桌 吳勁縉 第56桌 李雅琴 第46桌 林晏如 第68桌 涂正優 第21桌 許永富 第31桌 陳秋娥 第04桌 黃明輝 第80桌 廖芯褕 第36桌 鄭雪 第25桌 譚士茗 第07桌
王姿蘋 第55桌 吳厚澤 第62桌 李雯婷 第61桌 林書暐 第61桌 留子淇 第11桌 許金隆 第69桌 陳美珠 第81桌 黃金水 第72桌 廖玲梅 第44桌 鄭凱仁 第63桌 關菀梅 第74桌
王建升 第63桌 吳建忠 第68桌 李榮泰 第78桌 林栴緦 第61桌 翁心慈 第08桌 許俊誠 第21桌 陳郁心 第31桌 黃俊益 第73桌 廖峰楠 第23桌 鄭渝靜 第56桌 蘇昀鵬 第11桌
王建贏 第51桌 吳律萱 第13桌 李維蓁 第67桌 林高宏 第25桌 翁茂盛 第21桌 許振宏 第81桌 陳韋如 第61桌 黃俊嘉 第79桌 廖健宏 第18桌 鄭琬慈 第36桌 蘇明焜 第68桌
王思評 第32桌 吳思杰 第85桌 李豪耿 第24桌 林國基 第78桌 翁逸齡 第25桌 許書瑋 第40桌 陳首諺 第50桌 黃俐瑄 第87桌 廖淑岑 第82桌 鄭雅云 第66桌 蘇明源 第16桌
王秋香 第46桌 吳思滿 第50桌 李慧真 第82桌 林淑芬 第08桌 翁瑞蓮 第21桌 許素月 第01桌 陳家彥 第06桌 黃信嘉 第11桌 廖雁南 第31桌 鄭雅文 第31桌 蘇玲雯 第63桌
王郁惠 第87桌 吳春榮 第01桌 李曉玲 第75桌 林運麟 第65桌 翁語伶 第32桌 許素幸 第17桌 陳家維 第66桌 黃信銘 第55桌 廖肇鈞 第19桌 鄭當騰 第17桌 蘇美如 第64桌
王素華 第30桌 吳昱欣 第50桌 李曉菁 第88桌 林鈺儒 第01桌 翁錦雪 第72桌 許富凱 第09桌 陳書庭 第36桌 黃建豪 第56桌 廖錦絃 第04桌 鄭錦霖 第17桌 蘇美玲 第68桌
王啟昭 第73桌 吳家珍 第16桌 杜介星 第24桌 林㵄政 第21桌 馬筠婷 第36桌 許智炫 第66桌 陳桑芬 第03桌 黃秋琴 第22桌 賓春美 第40桌 鄭麗雲 第56桌 蘇貴錦 第04桌
王彬 第50桌 吳恩如 第37桌 杜佳玲 第56桌 林嘉華 第20桌 高正 第25桌 許華珊 第15桌 陳珮珊 第41桌 黃郁雯 第43桌 趙佑倫 第47桌 鄭麗鈴 第88桌 蘇綉文 第40桌
王得權 第81桌 吳素菊 第12桌 沈宗慰 第20桌 林蓮花 第69桌 高振傑 第36桌 許瑜秦 第81桌 陳健傑 第14桌 黃韋智 第43桌 趙希正 第12桌 盧佳怡 第88桌
王惠貞 第72桌 吳國榮 第78桌 沈宛真 第26桌 林餘萱 第14桌 高珮芸 第86桌 許嘉芬 第41桌 陳涵筠 第43桌 黃素英 第01桌 趙明德 第73桌 盧羿銘 第43桌
王琦珍 第01桌 吳崇榮 第09桌 沈羿君 第51桌 林龍鈺 第75桌 高毓璐 第41桌 許維城 第09桌 陳翊齊 第22桌 黃偉誠 第71桌 趙雪爾 第11桌 蕭文森 第71桌
王琳 第47桌 吳淑芳 第24桌 沈敬堯 第36桌 林麗珠 第68桌 高誠 第72桌 郭村盛 第86桌 陳莉玲 第56桌 黃啟興 第78桌 趙順榮 第52桌 蕭妍琳 第69桌
王進展 第13桌 吳惠玲 第44桌 沈懋炘 第69桌 林麗雪 第04桌 高鈺婷 第10桌 郭芝綾 第86桌 陳雪美 第10桌 黃淑怡 第63桌 趙德昭 第19桌 蕭重光 第82桌
王煌瀧 第05桌 吳景芳 第77桌 周子鈞 第65桌 林寶月 第71桌 商元貝 第23桌 郭勇演 第72桌 陳傑夫 第77桌 黃淑鈴 第72桌 齊家 第74桌 蕭凱云 第11桌
王碧芬 第23桌 吳琪 第75桌 周弘原 第79桌 邱明善 第30桌 崔立有 第18桌 郭政蓉 第44桌 陳善蓉 第68桌 黃琇雯 第85桌 劉又瑄 第14桌 賴三民 第72桌
王錚儀 第87桌 吳黃渼媄 第17桌 周廷潢 第19桌 邱泓淇 第55桌 康家銘 第87桌 郭祈明 第07桌 陳雅玟 第70桌 黃莉玲 第82桌 劉又甄 第47桌 賴佑俐 第16桌
王錦秀 第取消桌 吳瑞灯 第10桌 周志全 第73桌 邱泓淳 第10桌 康耿彰 第03桌 郭雅華 第44桌 陳雅琪 第12桌 黃惠美 第07桌 劉伶淑 第79桌 賴秀玲 第12桌
王韻虹 第71桌 吳榮宗 第07桌 周政弘 第37桌 邱采玉 第81桌 康竣崴 第55桌 郭瑛 第19桌 陳雅德 第52桌 黃琮盛 第16桌 劉志偉 第06桌 賴季宜 第30桌
王耀駿 第02桌 吳銘鴻 第23桌 周健成 第21桌 邱金定 第16桌 張上偉 第16桌 郭謙良 第37桌 陳敬民 第10桌 黃意婷 第44桌 劉秀美 第77桌 賴俊瑜 第37桌
王鐘鎰 第63桌 吳輝昇 第80桌 周敏 第21桌 邱垂珍 第10桌 張仁鈞 第43桌 陳士介 第26桌 陳毓容 第10桌 黃楷晴 第50桌 劉育綺 第47桌 賴昱翔 第76桌
田昇達 第37桌 吳黎明 第84桌 周清同 第84桌 邱美芳 第24桌 張元炳 第51桌 陳子譽 第08桌 陳溶諭 第85桌 黃瑞裕 第22桌 劉其鑫 第79桌 賴泉男 第47桌
白三奇 第副主桌 呂文凱 第63桌 周聰郎 第24桌 邱振源 第26桌 張吟梅 第09桌 陳小蘋 第07桌 陳鈿鍇 第71桌 黃瑞臨 第68桌 劉宗錡 第11桌 賴淑敏 第73桌
石偉志 第62桌 呂品儀 第25桌 易靖銘 第51桌 邱惠苓 第75桌 張均儀 第65桌 陳文淵 第48桌 陳福源 第04桌 黃碧星 第43桌 劉芝瑩 第14桌 賴進豐 第06桌
朱金玉 第26桌 呂盈 第71桌 林士傑 第15桌 邱寶琳 第87桌 張岡鴻 第07桌 陳方祥 第77桌 陳鳳美 第07桌 黃鳳娜 第40桌 劉芳吟 第09桌 駱賀祥 第61桌
朱晃民 第19桌 呂淑薇 第18桌 林士詠 第70桌 邱議權 第66桌 張明哲 第12桌 陳世育 第15桌 陳鳳茹 第47桌 黃慶鴻 第18桌 劉芳妤 第05桌 鮑淑宜 第19桌
朱慶榮 第79桌 呂雅惠 第84桌 林子平 第23桌 侯森森 第09桌 張明道 第78桌 陳巧恩 第32桌 陳廣修 第80桌 黃曉萍 第56桌 劉芷伶 第70桌 龍美雲 第74桌
江心榆 第15桌 呂麗碧 第04桌 林文就 第70桌 凃美如 第05桌 張信陽 第21桌 陳正唐 第88桌 陳慧伶 第17桌 黃燕豐 第78桌 劉俊慧 第75桌 薛羽宏 第78桌
江玉如 第80桌 巫宏仁 第02桌 林月煌 第20桌 姜玉慧 第84桌 張為凱 第46桌 陳玉招 第87桌 陳慧鋒 第03桌 黃耀億 第03桌 劉信伶 第80桌 薛坤鐘 第20桌
江和結 第85桌 巫宏文 第02桌 林玉屏 第37桌 姜冠廷 第37桌 張美女 第24桌 陳玉芳 第86桌 陳燕㛢 第20桌 楊大為 第86桌 劉信良 第07桌 謝永亮 第19桌
江宜霖 第32桌 巫秀珮 第02桌 林立 第12桌 施友心 第10桌 張美惠 第15桌 陳存洋 第01桌 陳錦煌 第52桌 楊子芳 第66桌 劉秋亨 第10桌 謝佩純 第32桌
江治璠 第70桌 李介茹 第74桌 林羽儂 第47桌 施育舜 第69桌 張美華 第78桌 陳有仁 第80桌 陳靜秀 第44桌 楊秀美 第01桌 劉訓奇 第08桌 謝宗憲 第86桌
江金杉 第75桌 李友立 第84桌 林岑育 第43桌 施建嘉 第55桌 張迪翔 第05桌 陳沛怡 第32桌 陳瀅芳 第61桌 楊佳蓉 第14桌 劉康聖 第62桌 謝宜潔 第41桌
江柏宏 第55桌 李文珍 第46桌 林志炘 第73桌 施柔安 第37桌 張哲銘 第70桌 陳秀卿 第88桌 陳鵬仁 第65桌 楊宗和 第08桌 劉淇禎 第50桌 謝金洞 第06桌
江重毅 第23桌 李玉萍 第64桌 林志鴻 第80桌 施淑芬 第79桌 張家財 第24桌 陳秀華 第64桌 陳麗蓉 第84桌 楊宗憲 第05桌 劉惠娟 第17桌 謝長霖 第72桌
江錦松 第19桌 李有倫 第66桌 林秀玲 第80桌 施聰瑞 第84桌 張庭榮 第12桌 陳佳卿 第75桌 陸明達 第30桌 楊宗錡 第03桌 劉惠雅 第16桌 謝淑薇 第64桌
何怡芬 第18桌 李有晏 第66桌 林秀珍 第81桌 柯子詒 第03桌 張書華 第02桌 陳坤波 第22桌 喬慧文 第14桌 楊幸員 第56桌 劉遠望 第75桌 謝琳華 第50桌
何淑惠 第14桌 李志浩 第26桌 林佳靜 第82桌 柯受祿 第48桌 張書豪 第02桌 陳奉德 第85桌 彭子安 第22桌 楊忠哲 第01桌 劉嬌蓮 第24桌 謝嘉雄 第15桌
何雅婷 第18桌 李汪玲 第15桌 林怡伶 第25桌 柯亭榕 第40桌 張傑閔 第76桌 陳孟玉 第02桌 彭子明 第23桌 楊昌裕 第77桌 劉緯帆 第80桌 謝嘉蔚 第40桌
何慧民 第64桌 李佳怡 第74桌 林怡君 第31桌 柯姿璇 第41桌 張凱越 第76桌 陳怡伶 第68桌 彭政文 第05桌 楊欣瑜 第41桌 劉瓊蓮 第16桌 謝碧芬 第81桌
余和泰 第55桌 李佳玲 第41桌 林明雲 第88桌 柯美中 第12桌 張博彥 第88桌 陳怡秀 第50桌 彭家凱 第23桌 楊品希 第64桌 潘彥君 第77桌 謝璨宇 第62桌
余貞鈺 第13桌 李佳蓁 第37桌 林冠宏 第44桌 洪佳蘭 第55桌 張惠明 第17桌 陳怡玲 第05桌 彭惠琴 第85桌 楊素蕊 第64桌 蔡元竣 第87桌 謝曜駿 第56桌
余家昌 第15桌 李怡柔 第70桌 林品均 第71桌 洪昕岑 第50桌 張菁月 第65桌 陳怡潔 第65桌 彭瑞猷 第43桌 楊景雯 第05桌 蔡佩玲 第11桌 謝馥伃 第06桌
吳千鶴 第84桌 李怡慧 第31桌 林姿敏 第09桌 洪若嘉 第26桌 張鈞凱 第07桌 陳欣欣 第01桌 彭麗靜 第71桌 楊智鳳 第75桌 蔡佩珊 第13桌 鍾盈淑 第08桌
吳心瑋 第40桌 李芳鈞 第15桌 林姿慧 第69桌 洪茂雄 第13桌 張雅媚 第76桌 陳芙蓉 第04桌 曾志崴 第87桌 楊雅君 第47桌 蔡依穎 第69桌 鍾莉珍 第64桌
吳玉芳 第82桌 李雨珊 第76桌 林威全 第76桌 洪智峻 第51桌 張雲涵 第11桌 陳芳誼 第69桌 曾沛玲 第40桌 楊達榮 第03桌 蔡其芸 第31桌 簡玉佩 第67桌
吳安然 第13桌 李俊德 第51桌 林宥均 第79桌 洪湘茹 第36桌 張慈雅 第85桌 陳芳蘭 第03桌 曾建方 第70桌 楊銘銓 第17桌 蔡坤和 第21桌 簡明龍 第25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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