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縣市 地區

芮O翔 新北市 板橋區

葉O華 新北市 深坑區

李O璋 台北市 中正區

梁O儀 台北市 大安區

吳O穎 台北市 內湖區

李O萱 台北市 南港區

廖O萱 台北市 北投區

蔡O樺 台北市 大同區

劉O聖 基隆市 中山區

姓名 縣市 地區

陳O良 台北市 文山區

江O璇 新北市 土城區

陳O龍 台北市 北投區

宋O昇 台北市 文山區

程O元 台北市 士林區

蕭O心 高雄市 三民區

許O賜 台北市 中山區

張O芸 台北市 中山區

江O玲 台北市 中山區

史O嘉 新北市 三重區

胡O婷 台北市 北投區

蔡O平 新北市 汐止區

劉O珍 苗栗縣 苗栗市

MARKERAD系列產品 敦北店 優先購買權名單

MARKERAD 玻璃門櫃

MARKERAD 坐臥兩用床框

https://www.ikea.com.tw/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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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O臻 台北市 松山區

王O洋 台北市 信義區

姓名 縣市 地區

林O智 台北市 內湖區

湯O婷 台北市 中山區

劉O文 台北市 中山區

黃O明 新北市 淡水區

KOVIN SHIH 台北市 大安區

尤O蓁 新北市 永和區

鄭O云 新竹縣 竹北市

廖O鏞 新北市 板橋區

薄O君 新北市 板橋區

李O璋 台北市 中正區

陳O彬 台北市 大同區

黃O萱 花蓮縣 吉安鄉

諶O愷 桃園市 平鎮區

宋O昇 台北市 文山區

謝O翰 台北市 內湖區

姓名 縣市 地區

田O莉 台北市 士林區

丘O甫 新北市 汐止區

沈O廷 台北市 萬華區

陳O忠 台北市 大同區

雷O金 桃園市 桃園區

許O禎 新北市 永和區

陳O和 台北市 中山區

楊O安 新北市 三峽區

陳O璇 宜蘭縣 宜蘭市

洪O政 新北市 永和區

林O騰 台北市 內湖區

陳O慧 新北市 中和區

黃O睿 台北市 松山區

MARKERAD 坐臥兩用床布套

MARKERAD 桌子



姓名 縣市 地區

廖O廷 新北市 汐止區

孫O陽 新北市 八里區

盧O綸 台中市 大甲區

許O 台北市 內湖區

張O銘 台北市 松山區

溫O瑜 新北市 中和區

林O廷 台北市 中山區

黃O馨 新北市 永和區

吳O儀 新北市 雙溪區

曾O斌 台北市 內湖區

鄭O倩 台北市 大安區

徐O文 台北市 文山區

鄭O 新北市 三重區

李O瀅 台北市 松山區

蔡O螢 台北市 松山區

蔡O恆 新竹市 東區

李O亭 台北市 松山區

黃O傑 台北市 松山區

嚴O豐 台北市 大安區

陳O文 台北市 士林區

袁O瑄 台北市 信義區

詹O鏞 台北市 中山區

李O季 台北市 信義區

林O婷 新北市 蘆洲區

黃O展 新北市 土城區

楊O宇 台北市 文山區

周O謙 台北市 北投區

姓名 縣市 地區

季O 台北市 中山區

陳O娸 台北市 中山區

蔣O杉 台中市 北屯區

胡O玫 台北市 大安區

王O瑄 新北市 永和區

MARKERAD 餐椅

MARKERAD 鏡子



盧O㽥 台北市 松山區

林O靖 新竹縣 新埔鎮

李O耘 台北市 文山區

魏O佑 台北市 北投區

賴O君 台北市 中山區

高O傑 台北市 北投區

姓名 縣市 地區

許O鶴 台北市 松山區

莫O笙 台北市 大安區

蘇O誠 台北市 中正區

呂O德 新北市 永和區

袁O瑄 台北市 信義區

陳O宏 台北市 大安區

賈O源 台北市 松山區

張O倫 台北市 內湖區

林O傑 台北市 文山區

康O程 台北市 松山區

周O寧 台北市 北投區

黃O豪 新北市 蘆洲區

陳O賢 台北市 中山區

許O凱 台北市 士林區

呂O宸 台北市 中山區

黃O源 台北市 中山區

黃O芬 台北市 文山區

姓名 縣市 地區

周O茹 台北市 信義區

姚O伶 台北市 萬華區

林O沄 新竹市 北區

陳O毅 宜蘭縣 員山鄉

李O睿 雲林縣 斗六市

吳O瑄 台北市 信義區

陳O伶 台北市 松山區

許O賜 台北市 中山區

MARKERAD 背光式圖片

MARKERAD 單人被套組



王O韓 台北市 中山區

高O奇 台北市 文山區

蔡O任 基隆市 信義區

張O慈 彰化縣 溪湖鎮

呂O暄 台北市 士林區

黃O慶 新北市 新莊區

張O堯 台北市 內湖區

kOlly tsai 台北市 士林區

徐O安 台北市 中山區

黃O萱 台北市 北投區

周O永 台北市 信義區

林O如 桃園市 龜山區

魯O綸 台北市 文山區

黃O凱 台北市 內湖區

楊O菱 花蓮縣 新城鄉

劉O妤 新北市 樹林區

李O興 台北市 中山區

雷O金 桃園市 桃園區

韓O竹 台北市 大安區

吳O華 台北市 北投區

許O龍 新北市 淡水區

曾O淇 台北市 文山區

鄭O昇 新北市 樹林區

朱O亮 新北市 淡水區

羅O雯 基隆市 仁愛區

吳O安 台北市 大同區

方O媛 台北市 大安區

宋O勳 台北市 信義區

王O醇 台北市 松山區

林O宇 台北市 大安區

鄭O淯 新北市 板橋區

黃O俊 新北市 汐止區

張O婷 台北市 中山區

陳O忠 台北市 內湖區

黃O勛 台北市 信義區

王O涵 台北市 松山區

楊O漁 花蓮縣 花蓮市



王O郁 新北市 三重區

謝O馨 新北市 瑞芳區

唐O儒 台北市 士林區

林O妤 台北市 大同區

張O榆 台北市 南港區

黃O楷 台北市 大安區

段O珮 台北市 大安區

高O民 新北市 深坑區

侯O汝 桃園市 中壢區

黃O萱 雲林縣 大埤鄉

黃O智 台北市 北投區

楊O雁 台南市 善化區

鄭O靖 台北市 士林區

金O學 新北市 永和區

陳O芳 新竹市 東區

鄭O文 台北市 中山區

陳O瑀 新北市 板橋區

呂O霆 新北市 板橋區

蘇O如 台北市 大安區

徐O琪 新竹市 北區

蔡O潔 台北市 中山區

郭O娟 台北市 信義區

謝O霓 台北市 汐止區

葉O君 台北市 內湖區

洪O穗 台北市 北投區

柯O瀚 新北市 永和區

洪O燕 彰化縣 花壇鄉

趙O吉 台北市 松山區

陳O宇 新北市 蘆洲區

張O涵 基隆市 仁愛區

林O妍 宜蘭縣 五結鄉

簡O維 台北市 北投區

劉O亨 台北市 萬華區

陳O昇 台北市 南港區

連O伶 台北市 士林區

周O聖 台北市 內湖區

許O瑜 台北市 松山區



李O季 台北市 信義區

徐O瑋 台北市 大安區

楊O穎 基隆市 信義區

蔡O婕 桃園市 龜山區

李O紘 新北市 中和區

邱O恩 台北市 士林區

康O鶯 新北市 汐止區

鄭O芳 台北市 大安區

徐O君 台北市 中山區

張O瑋 新北市 永和區

陳O璇 台中市 太平區

林O山 新北市 深坑區

陳O亨 台北市 北投區

許O晏 台北市 內湖區

劉O萱 台北市 信義區

林O妤 台北市 大同區

劉O伶 基隆市 仁愛區

張O文 新北市 蘆洲區

官O年 新北市 永和區

林O儀 新竹市 北區

林O燕 基隆市 信義區

宋O萍 台北市 內湖區

方O又 台北市 士林區

黃O傑 台北市 中山區

陳O寧 台北市 大安區

于O 台北市 大安區

朱O霓 台北市 中正區

葉O嘉 新北市 淡水區

洪O霙 台北市 中正區

石O婷 新北市 汐止區

陳O君 台北市 大同區

蘇O穎 台北市 北投區

朱O琳 台北市 大同區

彭O東 新北市 板橋區

戴O霖 台北市 萬華區

鄭O珊 新北市 三重區

連O儀 宜蘭縣 三星鄉



許O淳 新北市 淡水區

鄭O村 台北市 北投區

林O叡 新北市 樹林區

顏O睿 台北市 文山區

姓名 縣市 地區

羅O文 台北市 中山區

李O宏 台北市 松山區

李O瀅 台北市 松山區

黃O安 新北市 三峽區

康O程 台北市 松山區

楊O顗 新北市 板橋區

林O潔 台北市 士林區

吳O峻 台南市 仁德區

COen Ji Fei 高雄市 左營區

陳O融 台北市 信義區

李O萱 台北市 大安區

王O瑄 台北市 中正區

馮O徹 新北市 三重區

沈O 台北市 大安區

賴O廷 桃園市 大園區

張O豪 台北市 文山區

吳O慈 台北市 北投區

蔣O杉 台中市 北屯區

邱O瑜 新北市 汐止區

王O仁 桃園市 平鎮區

葉O岑 新北市 中和區

郝O緯 台北市 松山區

易O 台南市 北區

劉O瑞 台北市 中山區

王O維 台北市 松山區

陳O昇 新竹縣 竹北市

方O宇 台北市 大安區

蔡O芹 台北市 大安區

陸O寰 台北市 信義區

吳O邦 台北市 松山區

MARKERAD 靠枕套



林O偉 台北市 松山區

蔣O庭 台北市 大安區

關O豪 新北市 中和區

史O潔 台北市 士林區

郭O朋 嘉義縣 大林鎮

盧O 新竹市 北區

廖O卿 新北市 汐止區

李O錦 嘉義市 西區

張O勻 台北市 中山區

李O婕 桃園市 桃園區

郭O彤 台北市 內湖區

吳O臻 台北市 士林區

陳O軒 新北市 土城區

陳O元 台北市 中山區

游O安 台北市 大安區

林O婕 新北市 土城區

金O倫 台北市 松山區

李O恩 台北市 信義區

陳O 新北市 永和區

吳O鴻 台北市 士林區

呂O 台北市 內湖區

杜O誌 新竹縣 竹北市

唐O齊 台北市 內湖區

江O融 基隆市 安樂區

張O凱 台北市 信義區

余O菁 新北市 淡水區

朱O亮 新北市 淡水區

林O叡 新北市 中和區

吳O嘉 台北市 士林區

鄭O芳 台北市 大安區

陳O荃 台北市 北投區

蔣O佑 彰化縣 福興鄉

黃O 新竹縣 關西鎮

呂O帆 新北市 三重區

吳O儒 苗栗縣 後龍鎮

辜O榮 台北市 北投區

吳O柔 新北市 三重區



呂O米 台北市 信義區

林O蓉 台北市 北投區

陳O潔 台北市 文山區

陳O碩 高雄市 三民區

許O源 台北市 信義區

陳O直 台北市 大安區

姜O威 台北市 松山區

郭O誼 台北市 大安區

陳O寬 新北市 板橋區

呂O志 新北市 中和區

葉O葳 台北市 內湖區

林O音 新北市 土城區

謝O真 新竹縣 竹東鎮

林O勇 新北市 板橋區

陳O成 嘉義市 東區

黃O傑 台北市 中山區

楊O謙 新北市 蘆洲區

蔡O雯 台北市 大安區

洪O堤 桃園市 中壢區

林O妤 新北市 永和區

董O里 台北市 松山區

王O璟 台北市 松山區

蔡O輔 台北市 內湖區

胡O威 台北市 大安區

陳O琳 台北市 中山區

楊O蕙 新北市 淡水區

謝O男 台北市 大同區

楊O綾 新竹市 香山區

楊O碩 台中市 霧峰區

吳O安 台南市 中西區

黃O婷 彰化縣 和美鎮

何O如 台北市 南港區

賴O倫 新北市 汐止區

葛O杰 台北市 士林區

黃O宏 台北市 士林區

林O君 台東縣 台東市

陳O煥 苗栗縣 竹南鎮



鄧O辰 嘉義市 西區

張O偉 台北市 信義區

陳O 台北市 士林區

陳O辰 新北市 汐止區

周O迪 台北市 中山區

張O豪 宜蘭縣 礁溪鄉

楊O珊 新北市 中和區

呂O婕 新北市 新店區

ROger 台北市 大安區

李O璇 桃園市 桃園區

尤O姍 台北市 內湖區

吳O恩 台北市 文山區

倪O琪 台北市 松山區

林O慶 新北市 新店區

劉O文 台北市 大安區

邱O瑋 基隆市 中山區

王O勇 台北市 內湖區

林O惠 桃園市 桃園區

陳O宇 台北市 松山區

任O為 新北市 林口區

蕭O諺 台北市 松山區

彭O琪 新北市 汐止區

高O君 新北市 永和區

陳O凱 基隆市 信義區

許O芳 花蓮縣 吉安鄉

賴O澤 苗栗縣 苑裡鎮

林O宏 新北市 板橋區

陳O榛 台北市 中山區

林O如 桃園市 龜山區

張O瀅 台北市 松山區

楊O昇 台北市 大同區

陳O文 台北市 松山區

蕭O財 台北市 內湖區

許O維 新北市 中和區

林O儀 新竹市 北區

丁O峰 新竹縣 湖口鄉

楊O妤 新北市 林口區



洪O翔 台北市 大安區

林O然 台北市 內湖區

吳O如 台北市 中山區

邱O銘 新竹市 北區

邱O強 台北市 大安區

林O瑋 台北市 士林區

翁O傅 台南市 安南區

陳O皓 桃園市 楊梅區

黃O凱 台北市 內湖區

張O琴 基隆市 七堵區

張O平 台北市 大安區

張O婷 台北市 中正區

謝O馨 新北市 瑞芳區

李O儀 台北市 信義區

鄒O強 新竹市 東區

楊O聆 台北市 中正區

林O廷 台北市 大安區

張O婷 台北市 內湖區

白O儂 台北市 文山區

林O仰 宜蘭縣 羅東鎮

#N/A #N/A #N/A

伍O怡 新北市 土城區

高O君 台北市 大安區

陶O綱 台北市 北投區

陳O裕 台北市 中山區

王O清 台北市 信義區

董O如 高雄市 苓雅區

王O麒 台北市 大安區

謝O卿 台北市 松山區

蘇O宇 台北市 內湖區

郭O汎 基隆市 仁愛區

王O 台北市 內湖區

林O祥 新北市 蘆洲區

張O碧桃 新北市 土城區

劉O廷 台北市 中山區

王O瑜 彰化縣 彰化市

林O瑜 台北市 北投區



方O吉 新北市 新莊區

鄭O峰 台北市 中山區

潘O彥 新北市 淡水區

陳O騰 新竹縣 竹北市

黎O哲 台北市 內湖區

吳O惠 台中市 北屯區

張O安 新北市 三峽區

劉O玲 台北市 士林區

孫O婷 台中市 南屯區

姓名 縣市 地區

王O益 台北市 士林區

謝O卿 台北市 松山區

薛O方 新北市 永和區

陳O豪 台北市 中山區

林O安 台北市 大安區

貝O特 台北市 大安區

吳O宗 台北市 大安區

劉O佑 新北市 汐止區

李O緯 台北市 中山區

李O逸 新北市 汐止區

徐O晴 新北市 板橋區

林O 台北市 信義區

姓名 縣市 地區

江O強 新北市 中和區

陳O瑜 台中市 太平區

陳O凱 新北市 汐止區

王O燁 台北市 松山區

陳O 台北市 大安區

林O廷 台北市 中山區

許O甯 台北市 中正區

邱O叡 基隆市 安樂區

王O隆 桃園市 中壢區

陳O蒨 台北市 中山區

MARKERAD 短毛地毯

MARKERAD 長毛地毯



劉O 新北市 淡水區

李O 台北市 大同區

黃O翔 新北市 板橋區

張O美 台北市 大安區

王O聰 台北市 大安區

鄭O森 台北市 信義區

李O平 宜蘭縣 員山鄉

貝O特 台北市 大安區

邱O言 新北市 永和區

湛O麒 台北市 中正區

eOa 台北市 信義區

林O儀 台北市 中山區

蔣O杉 台中市 北屯區

李O傑 新竹市 北區

劉O瑋 台北市 萬華區

晉O 台北市 大安區

陳O瑄 彰化縣 和美鎮

林O棋 台北市 信義區

顏O志 高雄市 岡山區

潘O秀 新北市 汐止區

徐O淩 台北市 萬華區

陳O霖 新北市 蘆洲區

蕭O澤 苗栗縣 苑裡鎮

曾O蓉 台北市 萬華區

姓名 縣市 地區

李O哲 台北市 內湖區

朱O伃 台北市 北投區

葉O華 新北市 深坑區

藍O妤 宜蘭縣 壯圍鄉

馮O鉦 新北市 淡水區

謝O璇 新北市 淡水區

劉O穎 台中市 南區

張O嬪 台北市 大安區

林O晟 台北市 內湖區

王O 台北市 松山區

MARKERAD 時鐘



wOngyaowei 台北市 內湖區

張O翔 新北市 汐止區

林O宇 台北市 中山區

陳O安 苗栗縣 頭份市

曾O瑋 台北市 中山區

潘O伶 台北市 中山區

羅O 台北市 北投區

MOggie Mien 台北市 中山區

候O惠 台北市 信義區

李O翔 新北市 深坑區

黃O嵐 宜蘭縣 羅東鎮

黃O倫 南投縣 埔里鎮

劉O廷 台北市 中山區

黃O芬 台北市 文山區

李O翰 台北市 中山區

曾O玲 彰化縣 彰化市

駱O杰 新北市 中和區

林O甫 台北市 萬華區

周O蓁 台北市 南港區

林O伶 彰化縣 彰化市

杜O霖 新北市 汐止區

黃O楷 台北市 大安區

洪O宜 台北市 大安區

黃O禎 台北市 內湖區

徐O哲 桃園市 楊梅區

李O珊 台北市 松山區

吳O穎 台北市 士林區

楊O珊 新北市 中和區

廖O慈 台北市 士林區

陳O樺 基隆市 安樂區

王O智 台北市 北投區

高O潔 台北市 北投區

黃O 桃園市 大溪區

吳O穎 新北市 三重區

dOw pei wen 台北市 信義區

胡O辰 新北市 淡水區

黃O俊 新北市 汐止區



林O皓 新北市 板橋區

董O然 台北市 松山區

魏O嘉 台北市 中山區

李O 新竹縣 寶山鄉

姜O家真 台北市 文山區

伍O怡 新北市 土城區

陳O琳 新北市 三重區

林O嚴 台北市 中山區

聶O 新北市 新莊區

林O圻 台北市 大安區

張O哲 桃園市 中壢區

郭O緯 台北市 士林區

劉O睿 台北市 中山區

葉O 新北市 新莊區

張O 新竹縣 竹北市

曹O豪 高雄市 鳳山區

賴O鳳 台北市 中正區

黃O朋 台北市 內湖區

洪O陽 新北市 汐止區

陳O慈 新北市 永和區

黃O凱 花蓮縣 花蓮市

黃O崴 台北市 信義區

林O柔 新北市 淡水區

王O傑 基隆市 七堵區

林O宏 台北市 士林區

蕭O同 台北市 大安區

朱O宜 台北市 中山區

朱O儀 基隆市 仁愛區

廖O萱 台北市 北投區

吳O志 新北市 三重區

蔡O庭 台北市 士林區

黃O芝 新北市 新莊區

郭O皓 台北市 內湖區

戴O翔 台北市 信義區

梁O宇 台北市 信義區

莊O蓁 台北市 松山區

李O華 台北市 中山區



江O聖 新北市 淡水區

王O琪 新北市 中和區

周O韡 台北市 松山區

馮O軒 台北市 大安區

江O侑 新北市 汐止區

黃O馨 台北市 大同區

姓名 縣市 地區

郭O汎 基隆市 仁愛區

黃O真 台北市 大同區

黃O群 新竹市 北區

陳O襄 台中市 南屯區

歐O皓 基隆市 七堵區

吳O緯 基隆市 仁愛區

洪O瑋 台北市 松山區

蔡O芬 高雄市 鳳山區

陳O諭 台北市 內湖區

張O婕 新北市 板橋區

黃O蒨 新北市 淡水區

林O苹 台中市 太平區

楊O琳 新北市 汐止區

俞O廷 台北市 中山區

嚴O生 台北市 中山區

游O儀 台北市 大安區

陳O亦 台北市 信義區

王O婷 新北市 三重區

陳O宇 台北市 南港區

吳O綺 新北市 汐止區

鄒O 台北市 中山區

鄭O馨 新北市 汐止區

莊O匡 高雄市 鳳山區

劉O嘉 台南市 永康區

江O陶 新北市 汐止區

李O 台北市 中山區

陳O帆 新北市 淡水區

賴O杰 彰化縣 員林市

MARKERAD 環保購物袋 大



林O吟 台北市 內湖區

張O修 台北市 內湖區

余O諺 台北市 大安區

唐O儒 台北市 士林區

賴O羱 彰化縣 員林市

游O平 台北市 士林區

楊O芳 台北市 大同區

蘇O志 台北市 南港區

徐O娟 台北市 信義區

蔡O汝 台北市 信義區

林O緯 台北市 松山區

戴O霖 台北市 萬華區

顏O志 高雄市 岡山區

陳O凱 基隆市 信義區

李O嬋 新北市 蘆洲區

梁O倫 台北市 文山區

張O瑋 新北市 永和區

游O吉 台北市 南港區

顏O樂 基隆市 信義區

陳O浩 新北市 淡水區

羅O 基隆市 安樂區

李O宏 台北市 松山區

陳O寧 台北市 松山區

林O聖 桃園市 蘆竹區

黃O瑋 台北市 中山區

聶O青 台北市 大安區

連O 台北市 北投區

趙O煬 台北市 大同區

劉O琳 台北市 內湖區

邱O叡 基隆市 安樂區

廖O豪 台北市 北投區

劉O宜 桃園市 平鎮區

李O勝 台北市 松山區

施O芳 新北市 新店區

謝O翰 台北市 士林區

謝O容 台北市 北投區

王O熊 台北市 信義區



林O吟 台北市 信義區

梁O儀 台北市 大安區

蕭O恩 苗栗縣 苗栗市

周O言 台南市 仁德區

胡O霞 台北市 士林區

沈O軒 台中市 西屯區

黃O誠 台北市 內湖區

曾O容 新北市 汐止區

周O萍 台北市 松山區

康O成 台北市 中山區

陳O瑜 新北市 五股區

蔡O怡 台北市 內湖區

陳O民 台北市 大同區

林O暐 宜蘭縣 礁溪鄉

廖O甫 台北市 萬華區

張O群 新北市 淡水區

姜O芹 台北市 北投區

段O珮 台北市 大安區

江O貴 苗栗縣 後龍鎮

黃O儀 台北市 北投區

周O謙 台北市 北投區

林O佑 新北市 板橋區

黃O娜 台北市 中山區

孫O霞 台北市 松山區

曾O傑 新北市 土城區

顧O 台北市 內湖區

江O山 台北市 中山區

黃O隆 台北市 大安區

吳O柔 新北市 三重區

賴O瑜 台北市 士林區

廖O維 新北市 板橋區

連O綺 台北市 南港區

洪O菁 新北市 三峽區

陳O玨 桃園市 中壢區

郭O康 台北市 內湖區

許O敏 台北市 內湖區

李O紘 新北市 中和區



林O安 台北市 萬華區

江O容 新北市 板橋區

潘O詩 台北市 大同區

蕭O敏 台北市 大安區

張O荏 新北市 永和區

謝O葳 台北市 松山區

葉O毓 台北市 松山區

吳O惠 台中市 北屯區

鐘O雅 彰化縣 員林市

曾O緯 台北市 松山區

錢O安 台北市 中山區

林O希 台北市 士林區

劉O萍 高雄市 小港區

曾O文 新北市 新莊區

李O靜 新北市 汐止區

陳O維 台中市 大雅區

鄒O哲 基隆市 暖暖區

陳O毓 新北市 淡水區

周O融 台北市 士林區

cOen hou jen 台北市 大同區

方O嵐 台北市 大安區

吳O慈 台北市 中山區

何O潔 台中市 西屯區

孫O賢 台北市 信義區

沈O雯 台北市 南港區

高O 台北市 大安區

胡O純 基隆市 中山區

鄭O瑾 高雄市 鳳山區

林O美 台北市 中山區

譚O澔 新竹縣 竹北市

陳O 台北市 士林區

林O樺 新北市 三重區

廖O慶 基隆市 安樂區

林O純 台北市 松山區

鄭O云 台中市 北屯區

王O聰 台北市 大安區

劉O瑋 台北市 信義區



盧O親 台北市 信義區

林O育 新北市 三峽區

吳O玲 新北市 板橋區

程O儒 雲林縣 西螺鎮

張O中 新北市 新店區

黃O琪 新竹市 東區

董O亨 台北市 大同區

陳O賢 新北市 板橋區

錢O涵 新竹縣 竹東鎮

郭O靖 新北市 板橋區

許O媛 台北市 大安區

蕭O 台北市 中山區

陳O丞 新北市 汐止區

賈O儒 台北市 中正區

方O琪 台北市 中山區

王O怡 台北市 中山區

陳O安 苗栗縣 頭份市

wOngyaowei 台北市 內湖區

郭O婷 台北市 信義區

蔡O潔 台北市 中山區

吳O 台北市 大安區

楊O穎 台中市 北屯區

周O翔 台北市 中山區

高O智 台北市 南港區

姚O諺 台北市 北投區

林O涵 台北市 南港區

葉O彤 新竹縣 竹北市

楊O蓉 台北市 文山區

陳O琪 新北市 永和區

夏O威 新北市 林口區

王O涵 台北市 松山區

張O滕 台北市 士林區

曾O慧 高雄市 前鎮區

邱O琴 台北市 信義區

李O真 台北市 士林區

王O萱 台北市 大安區

陳O真 台北市 內湖區



郭O義 台北市 士林區

曾O緯 台北市 大安區

江O貴 苗栗縣 後龍鎮

許O祺 新北市 汐止區

張O宗 新竹縣 竹北市

龔O瑄 台北市 中正區

賴O妮 台北市 中山區

馮O揚 台北市 大安區

黎O琳 台北市 中山區

黃O 新北市 八里區

葉O君 台北市 內湖區

陳O恩 台北市 內湖區

尤O姍 台北市 內湖區

黃O玲 新北市 中和區

羅O媛 新北市 樹林區

陳O文 彰化縣 秀水鄉

官O澔 台北市 內湖區

宋O 台北市 大安區

謝O伊 台北市 南港區

朱O琳 新北市 板橋區

張O銘 台北市 松山區

許O宏 新北市 永和區

臧O德 台北市 文山區

陳O吟 台北市 內湖區

吳O峻 台南市 仁德區

林O凱 宜蘭縣 員山鄉

陳O 新北市 永和區

邱O桃 基隆市 安樂區

柯O樺 台北市 士林區

許O欣 台北市 中山區

李O倫 台北市 大安區

高O秀 台北市 大安區

余O春 台北市 內湖區

廖O婷 台北市 北投區

王O文 台北市 大安區

孫O偉 台北市 松山區

陳O娸 台北市 中山區



戴O承 基隆市 安樂區

呂O葦 台北市 中山區

莊O螢 新北市 汐止區

梁O銓 台北市 中山區

黃O楓 新北市 板橋區

林O慈 新北市 中和區

陳O翔 台北市 信義區

王O芳 新北市 土城區

李O琳 台北市 大安區

趙O 新北市 中和區

朱O芳 新北市 汐止區

蔡O恆 台北市 中正區

林O欣 台北市 大安區

許O瑀 新北市 蘆洲區

岳O 台北市 中山區

鄭O廷 台北市 信義區

黃O錡 台北市 松山區

潘O茹 新北市 板橋區

林O儒 台北市 北投區

王O閎 台北市 內湖區

郭O宏 台北市 中山區

周O愛 桃園市 大園區

梁O筠 台中市 南區

袁O茵 台南市 北區

杜O賢 高雄市 鹽埕區

陳O廷 台北市 中山區

陳O恩 台北市 大同區

封O廷 新竹市 北區

張O萱 新北市 汐止區

林O廷 宜蘭縣 冬山鄉

許O源 台北市 信義區

陳O儀 台北市 中山區

楊O 台北市 大安區

林O翰 台北市 大安區

趙O沅 嘉義市 東區

鄢O儀 新北市 中和區

廖O玉 台北市 中山區



黃O瑜 新北市 三重區

黃O芊 台北市 信義區

鍾O 新北市 汐止區

林O瑩 新北市 土城區

謝O珍 彰化縣 員林市

方O畬 台北市 大安區

洪O恬 台北市 士林區

吳O志 新北市 三重區

翁O謙 台北市 南港區

洪O宜 台北市 大安區

江O馨 台北市 大安區

吳O玲 台北市 大安區

李O劭 高雄市 新興區

邱O煌 新北市 三芝區

林O婕 新北市 土城區

黃O芸 台北市 信義區

葉O珊 台北市 南港區

余O哲 台北市 內湖區

張O嚴 台北市 中正區

邱O瑄 桃園市 龜山區

張O嘉 新北市 永和區

溫O誼 台中市 北區

陳O予 台北市 大安區

蔡O莘 台北市 中山區

李O曄 台北市 中山區

鄧O妍 台北市 內湖區

李O萱 台北市 南港區

黃O村 新竹市 香山區

吳O緯 新北市 板橋區

吳O珮 台北市 內湖區

葉O淵 新北市 永和區

陳O宏 台北市 北投區

黃O豪 彰化縣 埔鹽鄉

陳O宇 台北市 信義區

洪O娟 新北市 深坑區

羅O軒 宜蘭縣 宜蘭市

楊O仁 台北市 萬華區



張O晴 新北市 土城區

鄧O豪 台北市 士林區

簡O麟 台北市 士林區

黃O翔 苗栗縣 頭份市

張O 台北市 中山區

洪O涵 新北市 泰山區

高O翔 台北市 北投區

劉O蘋 新北市 板橋區

李O慶 台東縣 台東市

莊O翰 台北市 文山區

彭O 台北市 中山區

田O昕 台北市 大安區

楊O諭 台北市 文山區

周O葳 台北市 松山區

王O瑄 台北市 中正區

鄭O華 台北市 士林區

陳O慶 基隆市 暖暖區

黃O宏 台北市 士林區

鄭O輔 台南市 安南區

賴O茜 台北市 萬華區

 O承翰 台北市 松山區

尤O婷 台北市 內湖區

陳O君 新北市 新莊區

林O豪 台北市 大安區

邱O霖 台北市 南港區

葉O岑 新北市 中和區

高O奇 台北市 文山區

李O翰 新北市 汐止區

沈O廷 台北市 萬華區

陳O惠 宜蘭縣 冬山鄉

朱O諺 台中市 大里區

劉O瑄 台北市 大安區

李O儀 花蓮縣 花蓮市

彭O祺 台北市 大安區

蔡O惠 新北市 汐止區

蔡O君 台中市 北區

張O齊 新北市 汐止區



施O如 台中市 太平區

葉O彤 新北市 汐止區

aOdrew 台北市 大安區

曾O賢 台北市 內湖區

郭O君 桃園市 楊梅區

黃O莉 - -

黃O馨 新北市 永和區

王O雯 台南市 安定區

施O亭 基隆市 中山區

陳O宇 基隆市 安樂區

林O言 台北市 內湖區

nOna 台北市 中山區

廖O伶 台北市 中山區

張O 台北市 松山區

林O儀 台北市 大安區

唐O徽 新北市 樹林區

劉O 台北市 內湖區

江O儒 基隆市 安樂區

湛O麒 台北市 中正區

金O倩 台北市 中山區

張O鋐 新北市 蘆洲區

COnthia Li 桃園市 桃園區

高O憶 高雄市 美濃區

洪O林 台北市 中正區

紀O呈 桃園市 中壢區

徐O欣 新北市 新店區

謝O揚 新北市 三峽區

蔡O妤 台北市 松山區

賴O榮 台中市 南屯區

王O思 台北市 松山區

李O羲 台北市 文山區

郭O明 新北市 永和區

陳O吟 新北市 淡水區

陳O璇 台北市 大安區

黃O軒 高雄市 鳳山區

陳O璐 台中市 西屯區

陳O宇 台中市 南屯區



謝O樺 台北市 中正區

蘇O茜 新北市 汐止區

蔡O霖 新北市 中和區

汪O婷 新北市 中和區

黃O任 台北市 北投區

林O暄 桃園市 平鎮區

吳O閎 台北市 內湖區

周O陽 新北市 永和區

鄭O京 台北市 南港區

黃O豪 新北市 蘆洲區

林O易 台北市 中山區

洪O如 新北市 中和區

賴O均 彰化縣 員林市

蕭O妍 新北市 三重區

曾O杰 台北市 信義區

陳O華 台北市 北投區

陳O昀 台北市 中山區

吳O薇 台北市 信義區

謝O平 新北市 汐止區

鄭O婷 新北市 中和區

黃O芬 台北市 南港區

林O辰 台中市 南屯區

黃O彥 台北市 北投區

王O苹 新北市 新莊區

許O瑋 台北市 大安區

葉O僑 花蓮縣 花蓮市

黃O寧 台北市 中山區

林O樺 台北市 中正區

黃O玲 新北市 汐止區

童O德 台北市 大安區

楊O恩 台北市 南港區

黃O仁 台南市 北區

張O怡 台北市 中山區

陳O德 台北市 南港區

謝O畯 新北市 板橋區

馬O憶 台北市 中山區

邱O容 新竹縣 竹北市



黃O萍 新北市 永和區

蕭O如 台北市 內湖區

姓名 縣市 地區

楊O怡 台北市 大安區

顏O軒 新北市 中和區

陳O仁 台北市 南港區

鍾O璇 台北市 文山區

洪O芸 屏東縣 潮州鎮

陳O融 桃園市 八德區

蔡O霖 新北市 中和區

王O凱 台北市 南港區

吳O緯 台北市 士林區

楊O吟 屏東縣 高樹鄉

潘O業 新北市 汐止區

黃O沛 台北市 中山區

紀O丞 台北市 士林區

李O妹 新北市 淡水區

陳O樺 台北市 中正區

謝O崇 台北市 北投區

彭O軒 新竹市 東區

林O 台北市 內湖區

張O豪 台北市 中山區

賴O妃 台北市 文山區

許O迪 台北市 大安區

鄧O蓁 新北市 永和區

蔣O辰 台中市 北屯區

李O允 新北市 汐止區

陳O倫 台北市 南港區

廖O達 新北市 中和區

彭O渝 桃園市 中壢區

任O佳 台北市 士林區

洪O德 新北市 三重區

黃O為 新北市 淡水區

李O陽 台北市 大安區

吳O昌 桃園市 中壢區

MARKERAD 環保購物袋 中



彭O琪 新北市 汐止區

陳O懿 新北市 板橋區

羅O薇 台北市 內湖區

曾O瀠 台北市 信義區

黃O健 新北市 汐止區

張O含 台北市 內湖區

陳O穎 宜蘭縣 宜蘭市

徐O瑄 台北市 北投區

黃O菱 台北市 內湖區

呂O萲 台中市 西屯區

林O瑄 新北市 淡水區

黃O碩 台北市 北投區

曹O涵 台北市 北投區

林O瑋 台北市 萬華區

莊O惠 台北市 內湖區

李O勝 台北市 松山區

張O元 台北市 大同區

陳O絜 台北市 內湖區

吳O佑 基隆市 仁愛區

黃O仁 新北市 板橋區

張O婷 台北市 中山區

陳O伶 台中市 南屯區

林O易 台北市 中山區

蕭O如 台北市 內湖區

古O蓉 台北市 中山區

張O之 宜蘭縣 五結鄉

吳O緯 新北市 板橋區

邊O宇 台北市 士林區

張O熒 台北市 中山區

吳O濤 台北市 大安區

羅O弘 台北市 士林區

洪O清 新北市 汐止區

周O民 台中市 潭子區

王O嘉 台北市 中正區

葉O均 台北市 信義區

呂O娟 台北市 大同區

王O智 台北市 北投區



鄭O玲 新北市 林口區

林O宏 新北市 永和區

陳O豪 台北市 內湖區

陳O傑 台北市 內湖區

劉O蓉 台北市 松山區

林O妤 新北市 三重區

郭O妤 台北市 松山區

谷O原 新竹市 香山區

偉O 基隆市 暖暖區

鄭O怡 新竹市 香山區

謝O璦 台北市 信義區

何O萱 台北市 大同區

張O婷 台北市 南港區

林O鵬 基隆市 安樂區

潘O旬 台北市 北投區

虞O璇 新北市 新店區

黃O芝 新北市 新莊區

王O凡 台北市 中山區

李O柔 台北市 松山區

楊O敏 台北市 士林區

黃O正 台北市 內湖區

楊O勳 宜蘭縣 礁溪鄉

劉O宣 台北市 松山區

潘O昀 新北市 汐止區

盧O隆 台北市 松山區

柯O娟 台北市 信義區

李O嬋 新北市 蘆洲區

方O煒 雲林縣 東勢鄉

楊O萱 台北市 中山區

龔O誼 台北市 內湖區

徐O惠 新北市 土城區

許O慈 高雄市 新興區

黃O音 台北市 大安區

王O 台北市 士林區

謝O揚 新北市 三峽區

袁O超 台北市 大安區

謝O葳 台北市 松山區



何O菁 台北市 士林區

李O諠 屏東縣 屏東市

KOOEHANG 台北市 內湖區

陳O宇 新北市 淡水區

尹O文 桃園市 蘆竹區

廖O宏 雲林縣 斗六市

謝O婷 基隆市 安樂區

關O玉 台北市 文山區

方O嫣 桃園市 桃園區

張O仁 新北市 土城區

陳O祺 宜蘭縣 羅東鎮

湯O典 台北市 中山區

陳O惠 台北市 北投區

江O臻 基隆市 仁愛區

林O正 台北市 內湖區

許O程 新北市 永和區

王O穆 台北市 信義區

劉O元 台北市 文山區

陳O云 新北市 三重區

翁O諄 台南市 永康區

盧O毅 台北市 文山區

林O叡 南投縣 竹山鎮

張O媛 新北市 新店區

李O月 台北市 松山區

陳O科 台北市 中山區

劉O杰 新北市 永和區

章O琪 台北市 大安區

李O傑 台北市 士林區

賴O倫 基隆市 暖暖區

邱O妤 桃園市 新屋區

葉O國 花蓮縣 壽豐鄉

周O篆 台北市 松山區

高O明 台北市 信義區

崔O庭 台北市 士林區

王O琴 台南市 北區

黃O莘 新竹縣 竹北市

李O妮 基隆市 中正區



潘O彥 新北市 淡水區

沈O含 台北市 士林區

林O樺 台北市 內湖區

張O云 雲林縣 大埤鄉

郭O杉 新北市 瑞芳區

蔡O崴 台北市 南港區

林O宇 台北市 中山區

李O穎 宜蘭縣 宜蘭市

洪O豪 新北市 蘆洲區

劉O瑋 台北市 萬華區

王O陞 新北市 中和區

錢O儀 台北市 信義區

蔡O宜 台北市 大同區

翁O洲 台北市 大安區

呂O達 台北市 北投區

張O璐 新北市 深坑區

鄭O霖 台北市 中山區

呂O米 台北市 信義區

陳O云 台北市 中山區

李O馨 台中市 后里區

陳O萱 台北市 中山區

陳O旭 新北市 永和區

呂O玲 苗栗縣 苗栗市

陳O妃 台中市 梧棲區

林O豪 台北市 大安區

林O君 台北市 大安區

邱O雅 台北市 信義區

黃O翔 高雄市 鳥松區

黃O芝 新北市 永和區

林O盈 新北市 永和區

吳O綾 新北市 板橋區

鄭O平 新北市 中和區

鄭O芸 台北市 士林區

張O修 台北市 內湖區

蔡O潔 台北市 中山區

蔡O任 基隆市 信義區

陳O菁 台北市 信義區



黃O金 台北市 士林區

洪O涵 新北市 泰山區

林O威 新竹縣 竹東鎮

魏O真 新北市 板橋區

潘O茹 新北市 板橋區

董O寧 台北市 文山區

林O珊 台南市 東區

林O化 台北市 大同區

羅O睿 台北市 松山區

黃O瑋 花蓮縣 吉安鄉

林O穎 新北市 三重區

劉O達 新北市 汐止區

陳O怡 台北市 大安區

黃O諭 桃園市 龜山區

陳O文 台北市 大安區

陳O璇 台北市 信義區

江O山 台北市 中山區

洪O宸 金門縣 金寧鄉

姚O君 台北市 士林區

陳O園 嘉義市 東區

楊O穎 台北市 松山區

史O雅 台北市 信義區

許O涵 台北市 內湖區

林O婷 台北市 松山區

李O鈞 台北市 松山區

蔡O燊 新北市 土城區

施O妤 台北市 中山區

劉O軒 台北市 信義區

陳O珠 台北市 大安區

方O評 新北市 新店區

張O峰 台北市 中山區

卓O清 台北市 內湖區

林O茵 台北市 松山區

張O雯 台北市 中山區

葉O瑜 台南市 永康區

劉O寧 新北市 中和區

程O晴 新北市 永和區



林O 台北市 大安區

林O彥 台北市 信義區

王O宥 台北市 中山區

葉O嵐 台中市 北區

段O希 台中市 北區

曹O展 台北市 大安區

陳O壎 台北市 內湖區

張O媛 桃園市 平鎮區

林O穎 台北市 松山區

陳O志 台北市 大同區

林O曲 桃園市 中壢區

林O婷 台北市 松山區

葉O嵂 台北市 信義區

柯O宇 新北市 蘆洲區

許O均 新北市 汐止區

李O蘭 台北市 萬華區

洪O鑫 台北市 中山區

林O柔 台北市 中正區

游O茜 台中市 北區

姚O婷 台北市 北投區

陳O騰 新竹縣 竹北市

高O安 新竹縣 湖口鄉

李O勲 台北市 中正區

劉O佑 台北市 內湖區

謝O如 台北市 大安區

羅O楊 台北市 萬華區

林O毅 台北市 中山區

曾O蘭 台北市 中山區

關O豪 新北市 中和區

尹O儒 高雄市 內門區

楊O藏 台北市 士林區

劉O瑄 南投縣 草屯鎮

楊O涵 台中市 后里區

賴O維 新北市 淡水區

魏O蓉 新北市 蘆洲區

黃O萱 雲林縣 大埤鄉

洪O如 新北市 中和區



劉O桂 台北市 信義區

林O蓉 台北市 南港區

洪O婷 台北市 松山區

陳O均 台北市 士林區

王O貞 台北市 松山區

顏O志 高雄市 岡山區

張O澤 新北市 汐止區

楊O琪 新北市 新莊區

洪O歆 台北市 南港區

沈O婷 新北市 金山區

王O鴻 新北市 板橋區

劉O樟 桃園市 平鎮區

李O維 台中市 神岡區

陳O婷 新北市 汐止區

王O軒 台中市 南屯區

黃O 宜蘭縣 宜蘭市

劉O宏 台北市 大安區

蕭O舒 台北市 大安區

陳O詒 台南市 麻豆區

李O恩 桃園市 中壢區

陳O頤 花蓮縣 吉安鄉

詹O瑄 台中市 大里區

蔡O如 台北市 南港區

鄭O馨 新北市 蘆洲區

胡O雪 台北市 內湖區

黃O 台北市 大安區

段O軒 台北市 中山區

鄭O信 基隆市 安樂區

陳O 台北市 士林區

許O瑋 台北市 大同區

林O儒 台北市 大安區

黃O仁 台北市 大安區

廖O梅 新北市 蘆洲區

鄧O傑 台北市 北投區

陳O伯 台北市 文山區

周O豐 台北市 信義區

黃O瑄 嘉義市 西區



江O碩 台南市 永康區

陸O楨 新北市 中和區

呂O宸 台北市 北投區

林O萍 南投縣 竹山鎮

賴O瑜 台北市 士林區

黃O琁 新北市 板橋區

秦O佑 台北市 南港區

游O瑩 宜蘭縣 五結鄉

張O琦 台北市 中正區

黃O媛 台北市 松山區

劉O喜 新北市 永和區

丁O萱 台中市 北屯區

曾O瑞 新北市 新店區

郭O榮 台北市 大安區

游O偵 新北市 新莊區

張O源 台南市 善化區

許O 台北市 松山區

林O蔚 新北市 新店區

林O宜 台北市 松山區

陳O辰 新北市 汐止區

蔡O霖 台北市 松山區

sOerryliao 新北市 新莊區

王O如 台北市 信義區

周O儒 台北市 信義區

張O麟 台北市 信義區

邵O恩 苗栗縣 竹南鎮

吳O華 新北市 汐止區

賴O茜 台北市 萬華區

鄭O恆 台北市 南港區

徐O恩 台南市 安南區

羅O玫 台北市 信義區

羅O芸 台北市 松山區

黃O錡 台北市 松山區

邱O喬 台北市 士林區

汪O婷 新北市 中和區

范O凱耀 桃園市 新屋區

蔡O芹 新北市 中和區



沈O雯 台北市 南港區

江O珊 台北市 北投區

徐O亞 台北市 中山區

楊O昕 台北市 大安區

吳O平 台北市 士林區

孫O椈 新北市 新店區

高O庭 新北市 永和區

王O函 新北市 中和區

蔡O璋 台北市 萬華區

尤O蓁 新北市 永和區

林O生 桃園市 龜山區

孫O佑 台北市 信義區

黃O庭 新北市 三重區

陳O慧 台北市 大安區

許O慈 台北市 士林區

黃O儀 台北市 文山區

盧O廷 新北市 淡水區

邱O銘 新竹市 北區

李O津 台北市 大同區

張O敏 台北市 內湖區

劉O瑄 新竹縣 竹北市

田O昕 台北市 大安區

邱O甫 台北市 大安區

蔡O翃 台北市 內湖區

洪O堤 桃園市 中壢區

王O瑋 台北市 中山區

蔡O書 雲林縣 大埤鄉

楊O弘 台北市 中正區

林O予 台北市 內湖區

王O燁 台北市 松山區

陳O涵 新竹市 東區

花O慧 新北市 板橋區

王O雄 新北市 淡水區

楊O清 新北市 八里區

粘O瑄 新北市 三重區

駱O霖 台北市 士林區

洪O齡 台北市 松山區



曾O寶 台北市 內湖區

劉O華 新北市 新店區

郭O琪 台北市 文山區

賴O潔 台中市 北區

劉O蘋 新北市 板橋區

沈O臻 台北市 北投區

徐O沛 台北市 大安區

鄒O翰 高雄市 大寮區

詹O佑 新北市 永和區

陳O緯 台北市 萬華區

吳O安 台北市 松山區

葉O玉 宜蘭縣 羅東鎮

吳O慈 台北市 中山區

林O彥 台北市 信義區

王O德 新北市 永和區

白O齊 台北市 文山區

張O貞 新北市 板橋區

陳O蓉 基隆市 暖暖區

林O萱 台北市 文山區

陸O宏 台北市 內湖區

黃O誼 台北市 信義區

吳O琳 新北市 板橋區

張O婷 台北市 內湖區

楊O貞 台北市 中正區

郭O辰 台北市 大安區

林O賢 基隆市 信義區

余O 台北市 信義區

林O恆 宜蘭縣 員山鄉

陳O文 新北市 三重區

周O敏 台北市 松山區

趙O菊 新北市 板橋區

高O萱 新北市 土城區

邱O惠 新北市 永和區

黃O翰 台北市 中山區

王O晴 台北市 中正區

簡O棻 宜蘭縣 宜蘭市

孫O檠 台北市 北投區



林O庭 台北市 大同區

陳O龍 台北市 北投區

許O貞 新北市 三重區

廖O真 台北市 松山區

鄭O莉 台北市 大安區

王O豪 新北市 汐止區

胡O銘 苗栗縣 頭份市

蔡O鴻 台北市 士林區

李O羲 台北市 內湖區

劉O讓 高雄市 三民區

林O妤 新北市 新莊區

賴O珊 台北市 中正區

顏O伃 新北市 三峽區

梁O媛 彰化縣 鹿港鎮

秦O娥 台北市 士林區

謝O珍 新北市 林口區

詹O亞 新北市 永和區

高O舜 台北市 北投區

程O晏 新北市 中和區

黃O柔 台中市 北屯區

陳O軒 基隆市 暖暖區

陳O言 台北市 大同區

董O竹 台北市 內湖區

胡O麟 台北市 文山區

夏O峰 台北市 信義區

洪O涵 新北市 土城區

溫O誼 台中市 北區

朱O琳 新北市 板橋區

陳O聰 台北市 中正區

蔡O恩 新竹市 香山區

洪O志 新北市 板橋區

丁O中 台中市 西區

nOna 台北市 中山區

林O儀 台北市 大同區

吳O廷 台北市 中山區

吳O綺 新北市 汐止區

謝O翊 新北市 淡水區



曾O瑜 新北市 板橋區

郭O涵 新北市 三重區

陳O螢 台北市 文山區

丁O頡 台中市 太平區

王O涵 高雄市 苓雅區

陳O涵 台北市 中山區

劉O萱 台北市 信義區

李O惠 台北市 中山區

李O鐘 嘉義市 西區

鄭O玲 基隆市 安樂區

趙O瑜 台北市 內湖區

張O淵 台北市 士林區

廖O淇 新北市 永和區

黃O芬 台北市 南港區

黃O渟 新北市 三重區

董O倫 桃園市 八德區

陳O翎 台北市 中山區

李O駿 新北市 林口區

江O誠 台北市 中山區

蔡O儒 台北市 中山區

賴O蒨 台北市 南港區

賴O瑜 高雄市 苓雅區

黃O螢 台北市 信義區

林O璇 新北市 土城區

劉O良 台北市 中山區

蘇O中 基隆市 七堵區

黃O倫 台北市 南港區

江O璇 新北市 淡水區

周O姿 台北市 文山區

李O翰 高雄市 三民區

鄭O平€ 台北市 信義區

柯O心 台北市 中山區

黃O智 台北市 文山區

高O翔 台北市 北投區

陳O丞 台北市 中山區

李O承 新北市 蘆洲區

陳O年 台北市 信義區



楊O鈴 台南市 安南區

楊O帆 台北市 士林區

趙O潔 台北市 松山區

李O惠 台北市 大安區

王O 台北市 松山區

張O婷 新北市 永和區

曾O 新北市 永和區

劉O冰 台北市 內湖區

陳O孜 桃園市 大園區

EOily 新北市 瑞芳區

張O詠 台北市 大安區

歐O至誠 台北市 內湖區

許O庭 台北市 大同區

呂O瑋 新北市 土城區

趙O潔 宜蘭縣 冬山鄉

林O瑋 台北市 信義區

林O傳 台北市 信義區

廖O毅 台中市 南屯區

戴O 台北市 松山區

周O瑩 彰化縣 伸港鄉

陳O龍 台中市 中區

吳O安 台南市 中西區

王O明 台北市 內湖區

陳O? 新北市 汐止區

陳O羽 台北市 松山區

蘇O霖 台北市 松山區

楊O凱 台南市 永康區

黃O君 台北市 士林區

李O儒 台北市 大安區

吳O儒 台北市 中山區

王O貿 台南市 東區

任O蓉 新北市 板橋區

尤O姍 台北市 內湖區

陳O昕 台北市 中山區

林O盛 台北市 松山區

王O婷 台北市 士林區

魏O瑜 宜蘭縣 頭城鎮



盧O璇 台北市 文山區

黃O紋 台北市 北投區

江O庭 台北市 北投區

徐O詞 新北市 新店區

陳O權 台北市 中山區

COnnie Chen 台北市 萬華區

楊O華 新北市 土城區

鄭O芬 台北市 內湖區

王O文 台北市 內湖區

林O蓉 台北市 內湖區

丘O威 台北市 信義區

楊O蕙 新北市 淡水區

彭O晨 基隆市 安樂區

李O養 台北市 中山區

曾O珣 台北市 士林區

王O昇 新北市 三重區

林O立 新北市 三重區

姓名 縣市 地區

黃O宏 台北市 士林區

吳O慈 台北市 北投區

王O煜 台中市 沙鹿區

范O依 台北市 內湖區

黃O嘉 新竹縣 寶山鄉

張O翔 新北市 汐止區

林O禾 高雄市 苓雅區

鄭O村 台北市 北投區

周O書 新北市 中和區

吳O勳 台北市 文山區

陳O宇 新北市 中和區

潘O玲 台北市 大同區

HOinyi Chen 新北市 蘆洲區

高O涵 新北市 三重區

吳O琳 桃園市 桃園區

顏O儒 雲林縣 北港鎮

周O聖 台北市 內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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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O凱 台北市 信義區

郭O睿 台北市 中山區

呂O梅 台北市 信義區

方O瑩 台南市 麻豆區

徐O妤 新北市 板橋區

董O嘉 新北市 板橋區

余O琦 新北市 三重區

王O? 新竹市 東區

江O臻 新北市 蘆洲區

陳O騰 新竹縣 竹北市

張O庭 台北市 北投區

洪O全 新北市 淡水區

陳O頤 花蓮縣 吉安鄉

林O招 新北市 淡水區

莊O真 台北市 松山區

尹O恩 台北市 松山區

劉O瑄 新竹縣 竹北市

傅O瑩 台北市 文山區

葉O翎 台北市 士林區

趙O涵 基隆市 仁愛區

李O紘 新北市 中和區

林O先 新北市 永和區

陳O雯 新北市 永和區

胡O威 台北市 大安區

許O翔 新北市 板橋區

郭O騏 台北市 信義區

林O君 基隆市 仁愛區

蕭O仁 台北市 中山區

陳O貝 新北市 三重區

陳O杰 宜蘭縣 羅東鎮

余O瑄 台中市 南區

蔡O先 新北市 汐止區

韋O儀 高雄市 左營區

江O珍 台北市 信義區

柯O議 台北市 中正區

蕭O倫 基隆市 安樂區

羅O傑 新北市 永和區



魏O穎 花蓮縣 新城鄉

王O彬 台北市 大安區

陳O廉 台北市 松山區

周O寧 台北市 北投區

黃O芸 彰化縣 花壇鄉

黃O明 台北市 內湖區

陳O蓉 台北市 內湖區

李O玲 台北市 松山區

石O婷 新北市 汐止區

廖O淳 台北市 信義區

張O銓 宜蘭縣 羅東鎮

陳O權 基隆市 七堵區

李O捷 台北市 文山區

TOchi Chen 台北市 大安區

萬O軒 新竹市 香山區

洪O珺 台北市 南港區

張O夫 新北市 新莊區

陳O宏 新竹縣 竹東鎮

倪O駿 台北市 松山區

郭O緯 台北市 士林區

吳O 台北市 北投區

王O耀 新北市 中和區

范O贊中 桃園市 新屋區

劉O瑋 台北市 大同區

王O瑩 台北市 信義區

陳O先 台北市 松山區

謝O軒 台北市 松山區

王O貞 台北市 松山區

尹O儒 高雄市 內門區

蔡O霖 新北市 中和區

陳O瑄 新北市 永和區

徐O苑 台北市 文山區

周O楓 台北市 松山區

黃O萱 台北市 大安區

黃O豪 台北市 萬華區

王O權 台北市 南港區

王O曦 台中市 北屯區



尤O慧 新北市 中和區

莊O元 台北市 大安區

葉O岑 新北市 中和區

藍O筑 桃園市 平鎮區

李O姍 台北市 松山區

潘O彥 新北市 淡水區

陳O忠 台北市 大同區

蔡O霖 新竹市 東區

蕭O心 高雄市 三民區

林O樺 新北市 淡水區

劉O禹 嘉義縣 梅山鄉

林O萱 台北市 中山區

劉O嘉 台南市 永康區

詹O鏞 台北市 中山區

許O勛 台北市 大安區

張O淵 台北市 士林區

范O紳 新竹縣 寶山鄉

王O貿 台北市 士林區

李O璐 新北市 中和區

曾O雅 台北市 文山區

許O榮 台北市 松山區

黃O萱 雲林縣 大埤鄉

鄧O翔 台北市 松山區

林O暐 新北市 中和區

黃O瑜 新北市 三重區

溫O俊 台北市 松山區

戴O欽 台北市 中山區

張O鴻 雲林縣 林內鄉

張O雯 新北市 中和區

林O瑋 新北市 中和區

羅O玫 台北市 信義區

簡O佑 新北市 板橋區

林O德 新北市 淡水區

李O寧 新北市 深坑區

楊O平 台北市 中山區

游O原 台北市 大安區

黃O偉 桃園市 楊梅區



林O吟 新北市 中和區

王O至 台北市 大同區

程O晴 新北市 永和區

游O龍 宜蘭縣 員山鄉

張O淇 新北市 板橋區

張O祥 新北市 中和區

周O葳 台北市 松山區

汪O丞 台南市 關廟區

謝O玉 台北市 內湖區

陳O 新北市 永和區

蔡O凱 澎湖縣 馬公市

徐O溢 新竹市 東區

戴O嬌 桃園市 大溪區

張O宇 桃園市 大溪區

雷O金 桃園市 桃園區

謝O葳 台北市 松山區

林O茵 台北市 松山區

楊O婷 台北市 北投區

李O哲 台北市 松山區

林O冠 基隆市 中山區

溫O芮 新北市 汐止區

鄭O 台北市 中山區

鍾O倫 台北市 中正區

楊O聆 台北市 中正區

陳O融 台北市 信義區

許O洲 基隆市 安樂區

陳O嘉 台中市 梧棲區

鄧O妍 台北市 內湖區

羅O吟 台北市 中山區

陳O 台北市 內湖區

林O誠 台北市 信義區

葉O僑 花蓮縣 花蓮市

楊O珍 台北市 士林區

郭O彤 台北市 內湖區

鄧O軒 台北市 南港區

翁O賢 新北市 永和區

仲O浩 台北市 內湖區



柯O任 台北市 北投區

盧O美 台中市 西屯區

葉O廷 桃園市 新屋區

曹O和 台北市 松山區

翁O婷 台北市 松山區

王O茱 宜蘭縣 宜蘭市

劉O慧 台北市 松山區

胡O妮 新北市 中和區

江O陶 新北市 汐止區

鐘O涵 宜蘭縣 礁溪鄉

江O威 新北市 三重區

莊O螢 台北市 北投區

楊O婷 高雄市 左營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