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金額 數量

楊OO 6                                 

陳OO 6                                 

歐OOO 6                                 

張OO 6                                 

陳OO 6                                 

游OO 6                                 

楊OO 6                                 

黃OO 6                                 

陳OO 6                                 

陳OO 6                                 

鄭OO 6                                 

吳OO 6                                 

王OO 6                                 

許OO                               281

曾OO                               281

賴OO                               281

林OO                               281

許OO                               281

徐OO                               281

謝OO                               259

陳OO                               259

雷OO                               238

曾OO                               238

歐OO                               238

廖OO                               238

李OO                               238

王OO                               238

李OO                               238

李OO                               238

陳OO                               213

潘OO                               213

李OO                               213

高OO                               213

財團法⼈中華⺠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會

109年度支付捐贈清冊
本會基於社會工作倫理精神、維護接受捐贈者尊嚴及遵守財團法人法

規定，特公開本會支付獎 助、捐贈之清冊。



范OO                               213

梁O                               213

鄭OO                               213

鄭OO                               213

洪OO                               213

陳OO                               189

廖OO                                  -

張OO                               189

張OO                               189

張OO                               189

黃OO                               189

吳OO                                 76

顏OO                               189

陳OO                               163

陳OO                               163

杜OO                               163

顧OO                               163

杜OO                               163

魏OO                                 65

阮OO                                 65

賴OO                               163

江OO                               163

賴OO                               163

蘇OO                                 65

吳OO                               134

陳OO                               134

陳OO                               134

范OO                               134

蘇OO                               110

田OO                               110

巴OO                                  -

蔡OO                               110

陳OO                               110

葉OO                               110

曾OO                               110

王OO                               110

尤OO                               110

林OO                               110

彭OO                               110

毛OO                               110

陳OO                               110



林OO                               110

林OO                                 66

黃OO                                 44

陳OO                                 86

蔡OO                                 86

黃OO                                 86

沈OO                                 86

許OO                                 35

沈OO                                 35

吳OO                                 62

楊OO                                 62

陳OO                                 62

莫OO                                 62

洪OO                                 62

蘇OO                                 35

楊OO                                 35

高OO                                 35

林OOO 180                            

陳OO 180                            

余OO 300                            

曾OO 300                            

鄭OO 300                            

王OO 300                            

潘OO 300                            

潘OO 300                            

李OO 300                            

林OO 300                            

潘OO 300                            

李OO 300                            

侯OO 300                            

黃OO 300                            

杜OO 300                            

黃OO 300                            

謝OO 300                            

黃OO 300                            

魏OO 300                            

李OO 300                            

曾OO 300                            

廖OO 300                            

鄭OO 300                            

翁OO 300                            



李OO 300                            

潘OO 300                            

陳OO 300                            

那OO 300                            

周OO 300                            

宋OO 300                            

潘OO 300                            

郭OO 300                            

黃OO 300                            

林OO 300                            

陳OO 300                            

林OO 180                            

蘇OO 300                            

吳OO 300                            

蔡OO 300                            

許OO 300                            

陸OO 300                            

吳OO 300                            

柯OO 300                            

駱OO 300                            

楊OOO 300                            

王OO 300                            

蕭OO 300                            

潘OO 300                            

羅OO 300                            

林OO 300                            

施OO 300                            

周OO 300                            

陳OO 300                            

高OO 300                            

徐OO 300                            

王OO 300                            

劉OO 300                            

蔡OO 300                            

郭OO 300                            

羅OO 300                            

魏OO 300                            

李OO 300                            

李OO 300                            

何OO 300                            

林OO 300                            



劉OOO 180                            

許OO 180                            

鄭OO 300                            

徐OO 300                            

許OOO 300                            

吳OO 300                            

唐OO 300                            

裴OO 300                            

黃OO 180                            

黃OOO 300                            

宋OO 120                            

阮OO 300                            

歐OO 300                            

廖OO 180                            

蔡OO 300                            

張OO 300                            

簡OO 180                            

簡OOO 180                            

簡OO 300                            

陳OO 300                            

黃OO 120                            

蔡OO 180                            

王OO 300                            

廖OO 300                            

翁OO 300                            

陳OO 300                            

李O 300                            

趙OO 120                            

陳OO 300                            

黃OO 300                            

賴OO 300                            

許OO 300                            

許OO 300                            

黃OO 300                            

丁OO 300                            

黃OO 300                            

柳OO 300                            

莊OO 120                            

李OO 120                            

胡OO 300                            

林OO 300                            



徐OO 300                            

郭OO 300                            

左OO 300                            

王OO 120                            

薛OO 300                            

阮OO 300                            

吳OO 300                            

温OO 300                            

趙OO 300                            

趙OO 300                            

羅OO 120                            

黃OO 300                            

徐OOO 300                            

李OO 300                            

鄭OO 300                            

鄭OO 300                            

黃OO 120                            

朱OO 300                            

洪OO 300                            

許OO 300                            

簡OO 300                            

蔡OO 210                            

謝OO 300                            

陳OO 300                            

林OO 300                            

曾OO 300                            

林O 300                            

陳OO 300                            

武OO 120                            

周OO 300                            

陳OO 300                            

夏OO 300                            

蔡OO 300                            

熊OO 300                            

謝OO 300                            

呂OO 300                            

杜OO 120                            

王OO 300                            

阮OO 300                            

鄭OO 300                            

王OO 180                            



黃OO 300                            

王OO 120                            

白OO 300                            

楊OO 300                            

陳OO 300                            

歐OOO 300                            

張OO 300                            

陳OO 300                            

游OO 300                            

楊OO 300                            

黃OO 300                            

陳OO 300                            

陳OO 300                            

鄭OO 300                            

吳OO 300                            

王OO 300                            

莊OO 325                            

江OOO 325                            

徐OO 325                            

陳OOO 325                            

高OO 325                            

范OO 325                            

陳OO 325                            

郭OO                               325

丁OO                               325

丁OO                               325

曾OO                               325

施OO                               325

黃OO                               325

黃OO                               325

邱OO                               325

周OO                               325

陳OO                               325

董OO                               325

陳OO                               325

陳OO                               325

黃OO                               130

唐OO 325                            

連OO 325                            

溫O 325                            

歐OO 325                            



陳OO 325                            

徐OO 325                            

徐OO 325                            

李OO 325                            

徐OO 325                            

陳OO 325                            

鄭OO 325                            

張OO 325                            

陳OO 325                            

林OO 325                            

何OO 325                            

仲OOO                               130

陳OO                               325

劉OO                               325

胡OO 325                            

羅OO 325                            

唐OO 325                            

謝OO 325                            

謝OO 325                            

闕OO 325                            

周OO 325                            

潘OO 325                            

彭OO 325                            

范OO 325                            

許OO 325                            

林OO                               130

李OO 325                            

趙OO                               325

葦O 325                            

林OO 325                            

張OO 325                            

周OO 325                            

柯OO 325                            

蘇OO 325                            

李OOO 130                            

李OO 130                            

王OO                               130

張OO                               130

蔡OO                               325

蔡OO                               130

張OO                               325



詹OO                               325

王OO                               325

吳OO                               325

林OO                               325

張OO 325                            

陳OO 325                            

洪OO 325                            

溫OO                               325

劉OO 4,300                         

劉OO 4,300                         

范OO 1,500                         

范OO 1,500                         

鄧OO 2,500                         

豆OO 3,500                         

豆OO 3,500                         

邱OO 4,800                         

邱OO 4,800                         

范OO 2,000                         

范OO 2,000                         

黃OO 3,200                         

范OO 2,000                         

范OO 2,000                         

黃OO 3,200                         

鄧OO 1,200                         

邱OO 4,800                         

邱OO 4,800                         

劉OO 4,300                         

劉OO 4,300                         

范OO 1,500                         

范OO 1,500                         

豆OO 3,500                         

豆OO 3,500                         

黃OO 3,200                         

邱OO 4,500                         

邱OO 4,500                         

范OO 2,500                         

范OO 2,500                         

范OO 1,000                         

范OO 1,000                         

邱OO 5,400                         

邱OO 5,400                         



范OO 2,000                         

范OO 2,000                         

黃OO 3,200                         

劉OO 4,800                         

劉OO 4,800                         

邱OO 4,800                         

邱OO 4,800                         

范OO 3,000                         

范OO 3,000                         

黃OO 3,200                         

豆OO 3,500                         

豆OO 3,500                         

黃OO 800                            

黃OO 3,745                         

邱OO 5,100                         

邱OO 5,100                         

劉OO 4,550                         

劉OO 4,550                         

范OO 4,500                         

范OO 4,500                         

黃OO 6,200                         

吳OO 1,500                         

陳OO 2,400                         

陳OO 4,400                         

龔OO 2,500                         

曾OO 3,300                         

趙OO 1,870                         

陳OO 2,400                         

趙OO 1,870                         

馮OO 340                            

顏OO 5,700                         

趙OO 1,870                         

陳OO 2,400                         

廖OO 2,500                         

顏OO 4,400                         

吳OO 1,500                         

高OO 720                            

陳OO 2,400                         

趙OO 1,870                         

蔡OO 2,000                         

馮OO 4,900                         



顏OO 4,400                         

吳OO 1,500                         

高OO 2,720                         

陳OO 2,400                         

趙OO 1,870                         

蔡OO 4,100                         

劉OO 1,470                         

龔OO 2,800                         

陳OO 2,400                         

陳OO 2,400                         

吳OO 1,500                         

高OO 2,000                         

陳OO 2,400                         

李OO 3,600                         

廖OO 1,300                         

蔡OO 4,100                         

廖OO 1,800                         

劉OO 2,100                         

廖OO 2,600                         

陳OO 2,400                         

曾OO 3,300                         

高OO 1,720                         

吳OO 1,500                         

龔OO 1,680                         

陳OO 2,400                         

高OO 1,720                         

陳OO 2,400                         

吳OO 1,500                         

曾OO 3,300                         

蔡OO 4,100                         

顏OO 6,500                         

龔OO 1,680                         

高OO 1,720                         

陳OO 2,600                         

吳OO 1,500                         

廖OO 2,600                         

陳OO 2,600                         

高OO 1,850                         

顏OO 6,500                         

林OO 1,800                         

柯OO 3,250                         



施OO 5,500                         

黃OO 5,400                         

林OO 1,800                         

柯OO 4,550                         

林OO 1,800                         

施OO 5,500                         

黃OO 5,400                         

林OO 1,800                         

黃OO 5,400                         

林OO 1,800                         

林OO 1,800                         

林OO 1,800                         

謝OO 3,000                         

林OO 3,000                         

蘇OO 5,000                         

李OO 8,000                         

林OO 2,800                         

謝OO 3,000                         

鄭OO 6,000                         

張OO 3,000                         

蘇OO 5,000                         

鄭OO 3,000                         

鄭OO 3,000                         

謝OO 3,000                         

李OO 8,000                         

林OO 2,800                         

林OO 4,500                         

鄭OO 6,000                         

蘇OO 5,000                         

謝OO 3,000                         

張OO 3,600                         

林OO 4,500                         

鄭OO 6,000                         

林OO 2,600                         

張OO 2,500                         

張OO 3,350                         

李OO 8,000                         

謝OO 3,000                         

鄭OO 6,000                         

謝OO 3,000                         

林OO 2,600                         



蘇OO 10,400                       

林OO 2,400                         

鄭OO 8,400                         

徐OO 6,000                         

楊OO 7,200                         

林OO 1,900                         

林OO 4,800                         

鄭OO 8,400                         

林O 1,900                         

徐OO 6,000                         

林OO 4,800                         

林O 1,900                         

林OO 2,450                         

胡OO 7,200                         

胡OO 6,600                         

楊OO 7,200                         

林O 1,900                         

林OO 1,400                         

林OO 4,800                         

鄭OO 8,400                         

徐OO 6,000                         

林OO 1,750                         

林OO 4,800                         

楊OO 7,200                         

胡OO 6,600                         

胡OO 7,200                         

鄭OO 8,400                         

林O 1,900                         

林OO 1,050                         

陳OO 3,600                         

林OO 1,050                         

陳OO 3,600                         

林OO 4,800                         

胡OO 6,600                         

胡OO 7,200                         

楊OO 7,200                         

徐OO 6,000                         

林OO 1,750                         

鄭OO 8,400                         

林OO 1,400                         

陳OO 2,400                         



羅OO 1,500                         

曾OO 775                            

曾OO 1,884                         

楊OO                            3,600

王OO 4,000                         

郭OO 4,800                         

林OO 5,400                         

崔OO                               800

崔OO                            1,600

陳OO                            9,360

陳OO                         10,800

王OO 4,000                         

吉O 3,600                         

何OO 14,000                       

崔OO                            1,600

郭OO 13,200                       

陳OO                         10,800

陳OO                            8,640

吳OO 4,000                         

顏OO 2,800                         

楊OO 2,600                         

蘇OO 2,200                         

張OO 1,700                         

莊OO 1,400                         

李OO 3,700                         

黃OO 4,300                         

黃OO 7,200                         

蘇OO 2,200                         

顏OO 2,800                         

楊OO 2,600                         

許OO 1,600                         

林OO 5,865                         

葉OO 3,600                         

葉OO 3,600                         

莊OO 1,400                         

張OO 2,500                         

孫OO 7,200                         

何O 3,600                         

蘇OO 2,200                         

林OO 4,200                         

陳OO 4,200                         



楊OO 5,400                         

劉OO 1,800                         

顏OO 2,800                         

楊OO 2,600                         

莊OO 1,400                         

張OO 2,500                         

田OO 3,000                         

莊OO 3,580                         

孫OO 3,600                         

吳OO 4,000                         

蔡OO 3,500                         

蔡OO 3,500                         

吳OO 2,200                         

蘇OO 4,400                         

黃OO 7,200                         

孫OO 3,600                         

吳OO 4,000                         

劉OO                            3,600

李OO                            3,700

黃OO                            4,300

顏OO 2,000-                         

顏OO 4,200                         

葉OO 3,600                         

葉OO 3,600                         

張OO 2,500                         

莊OO 1,400                         

莊OO 1,400                         

張OO 2,500                         

顏OO 2,800                         

楊OO 2,600                         

萬OO 2,150                         

許OO 1,600                         

黃OO 3,600                         

蘇OO 4,400                         

蔡OO 3,800 

蔡OO 3,200 

莊OO 3,580 

許OO 1,600                         

莊OO 1,400                         

張OO 2,500                         

吳OO 4,000                         



黃OO 7,200                         

李OO                            3,700

蘇OO 4,400                         

黃OO 1,200                         

林OO 4,200                         

陳OO 4,200                         

黃OO 1,200                         

孫OO 3,600                         

萬OO 2,150                         

蔡OO 3,800                         

田OO 3,540                         

莊OO 4,000 

吳OO 4,000                         

劉OO 3,600 

黃OO 4,300 

林OO 4,200 

陳OO 4,200 

許OO 3,200 

葉OO 3,600 

葉OO 3,600 

蘇OO 4,400                         

李OO 3,700 

黃OO 1,500 

孫OO 3,600                         

黃OO 7,200                         

萬OO 2,150                         

孫OO 3,600                         

張OO 7,500                         

蔡OO 3,200 

劉OO 3,600 

黃OO 1,875 

吳OO 3,000                         

田OO 2,500                         

莊OO 4,000 

蘇OO 4,400                         

葉OO 3,600 

吳OO 4,000                         

孫OO 3,600                         

李OO 3,700 

林OO 4,200                         

陳OO                               450



蔡OO 3,800                         

黃OO 1,500                         

黃OO 1,500                         

王OO 6,600                         

施OO 3,600                         

施OO 4,800                         

王OO 8,250                         

施OO 4,800                         

邱OO 6,600                         

施OO 4,800                         

陳OO 8,400                         

林OO 9,000                         

張OO 6,480                         

陳OO 8,400                         

林OO 9,000                         

張OO 6,480                         

陳OO 8,400                         

郭OO 9,000                         

許OO 4,500                         

陳OO 8,400                         

張OO 6,480                         

郭OO 9,000                         

許OO 4,500                         

郭OO 6,000                         

郭OO 1,400                         

郭OO 11,400                       

郭OO 6,000                         

陳OO 2,430                         

郭OO 1,700                         

梁O 2,000                         

郭OO 2,000                         

許OO 1,700                         

許OO 3,400                         

許OO 3,000                         

許OO 3,000                         

李OO 45,800                       

黃OO 600                            

王OO 24,000                       

王OO 3,000                         

林OO 1,000                         

鄭OO 9,600                         



王OO 1,000                         

鄭OO 4,800                         

鄭OO 300                            

車OO 1,400                         

王OO 400                            

趙OO 500                            

蔡OO 200                            

賴OO 400                            

胡OO 400                            

吳OO 200                            

陳OO 700                            

陳OO 600                            

王OO 200                            

胡OO 1,500                         

李OO 1,100                         

黃OO 500                            

葉OO 500                            

陳OO 500                            

包OO 800                            

柯OO 500                            

黃OO 500                            

呂OO 1,200                         

陳OO 200                            

徐OO 400                            

鄭OO 200                            

施OO 900                            

高OO 2,400                         

黃OO 800                            

郭OO 500                            

黃OO 400                            

馮OO 500                            

古OO 200                            

張OO 200                            

林OO 500                            

潘OO 180                            

鄭OO 499                            

鄭OO 200                            

潘OO 200                            

楊OO 400                            

陳OO 600                            

莊OO 800                            



車OO 500                            

吳OO 200                            

于OO 1,800                         

盧OO 500                            

車OO 268                            

陳OO 200                            

顏OO 500                            

林OO 600                            

廖OO 400                            

呂OO 113                            

黃OO 2,186                         

薛OO 435                            

車OO 440                            

鄭OO 527                            

周OO 400                            

陳OO 200                            

楊OO 1,000                         

林OO 200                            

劉OO 200                            

黃OO 800                            

葉OO 3,000                         

鄭OO 482                            

鄭OO 1,000                         

鄭OO 499                            

車OO 1,407                         

車OO 2,650                         

施OO 450                            

施OO 300                            

林OO 338                            

鄭OO 1,000                         

車OO 549                            

鄭OO 420                            

車OO 650                            

鄭OO 99                               

車OO 1,680                         

車OO 960                            

車OO 281                            

施OO 300                            

張O 358                            

施OO 450                            

張OO 50                               



賴OO 500                            

車OO 1,890                         

詹OO 25                               

張OO 100                            

車OO 2,696                         

王OO 335                            

賴OO 500                            

黃OO 269                            

張O 1,900                         

王OO 400                            

陳OO 800                            

張OO 1,180                         

張OO 150                            

車OO 2,281                         

張O 389                            

張O 738                            

賴OO 600                            

王OO 399                            

車OO 900                            

詹OO 55                               

陳OO 798                            

張O 2,238                         

潘OO 190                            

陳OO 1,058                         

張OO 2,400                         

張O 738                            

石OO 2,000                         

張OO 500                            

張OO 190                            

潘OO 520                            

張OO 797                            

張OO 571                            

葉OO 1,260                         

胡OO 50                               

周OO 500                            

車OO 1,300                         

張OO 210                            

張OO 1,000                         

張O 1,938                         

張OO 50                               

郭OO 4,000                         



郭OO 1,000                         

郭OO 1,500                         

薛OO 4,000                         

莊OO 3,000                         

張OO 1,940                         

車OO 900                            

周OO 5,000                         

張O 698                            

郭OO 2,000                         

趙OO 4,800                         

張OO 754                            

張OO 225                            

陳OO 200                            

郭OO 2,000                         

林OO 2,200                         

張OO 2,500                         

趙OO 1,600                         

李O 100                            

李O 100                            

張O 1,600                         

張O 800                            

洪OO 4,800                         

張O 800                            

車OO 250                            

林OO 2,200                         

廖OO 1,500                         

陳O 524                            

潘OO 2,200                         

林OO 2,200                         

張OO 450                            

張O 1,600                         

王OO 2,200                         

廖OO 5,000                         

劉OO 3,300                         

張OO 250                            

洪OO 1,600                         

周OO 3,000                         

潘OO 2,200                         

趙OO 1,600                         

林OO 2,000                         

陳OO 300                            



邱OO 3,000                         

王OO 3,000                         

王OO 690                            

黃OO 400                            

連OO 400                            

劉OO 200                            

鄭OO 200                            

胡OO 600                            

鄭OO 200                            

邱OO 400                            

余OO 200                            

周OO 1,000                         

朱OO 800                            

陳OO 200                            

林OO 800                            

洪OO 900                            

楊O 1,100                         

江OO 900                            

周OO 3,490                         

林OO 2,000                         

江OO 3,000                         

陳OO 1,100                         

顏OO 400                            

黃OO 600                            

徐OO 200                            

方OO 500                            

陳OO 500                            

陳OO 414                            

王OO 1,200                         

馬OO 500                            

王OO 290                            

馬OO 567                            

王OO 690                            

林OO 700                            

林OO 1,500                         

邱OO 3,000                         

王OO 3,000                         

蘇OO 660                            

廖OO 3,000                         

林OO 2,000                         

江OO 3,000                         



朱OO 150                            

朱OO 3,000                         

蘇OO 660                            

陳OO 536                            

林OO 1,500                         

王OO 3,000                         

林OO 2,000                         

江OO 3,000                         

朱OO 300                            

朱OO 3,000                         

蘇OO 860                            

邱OO 3,000                         

王OO 3,000                         

陳OO 1,008                         

林OO 1,500                         

邱OO 600                            

林OO 2,000                         

江OO 3,000                         

林OO 1,500                         

朱OO 3,000                         

莊OO 1,983                         

陳OO 2,591                         

莊OO 770                            

蘇OO 860                            

邱OO 3,000                         

王OO 3,000                         

林OO 2,000                         

江OO 3,000                         

朱OO 3,000                         

林OO 299                            

邱OO 3,000                         

王OO 3,000                         

王OO 2,600                         

莊OO 1,903                         

陳OO 2,987                         

朱OO 3,000                         

陳OO 9,000                         

邱OO 3,000                         

王OO 3,000                         

莊OO 1,398                         

蘇OO 860                            



瑪OO 290                            

林OO 299                            

莊OO 549                            

朱OO 3,000                         

邱OO 3,000                         

王OO 3,000                         

林OO 299                            

蘇OO 860                            

莊OO 459                            

邱OO 3,000                         

王OO 3,000                         

朱OO 3,000                         

林OO 690                            

蘇OO 450                            

邱OO 3,000                         

王OO 3,000                         

莊OO 699                            

孫OO 127                            

林OO 829                            

葉OO 760                            

黃OO 648                            

林OO 829                            

黃OO 1,073                         

邱OO 3,000                         

王OO 3,000                         

林OO 725                            

葉OO 1,980                         

朱OO 3,000                         

陳OO 2,000                         

陳OO 659                            

邱OO 3,000                         

林OO 829                            

葉OO 2,498                         

葉OO 1,969                         

朱OO 3,000                         

王OO 3,000                         

邱OO 800                            

姜OO 560                            

周OO 159                            

鄧OO 450                            

顏OO 250                            



張OO 298                            

何OO 3,000                         

劉OO 200                            

陳OO 500                            

蘇OO 200                            

劉OO 2,060                         

鄭OO 400                            

劉OO 600                            

紀OO 200                            

廖OO 1,800                         

鄧OO 4,000                         

朱OO 800                            

杜OO 600                            

劉OO 200                            

陳OO 400                            

劉OO 200                            

許OO 400                            

周OO 900                            

朱OO 400                            

陳OO 800                            

黃OO 200                            

王OO 200                            

吳OO 800                            

何OO 2,000                         

尤OO 1,000                         

翁OO 200                            

廖OO 1,990                         

陳OO 400                            

鄧OO 600                            

陳OO 1,450                         

張OO 200                            

葉OO 200                            

彭OO 400                            

林OO 400                            

蔡OO 1,200                         

曾OO 1,500                         

牛OO 200                            

賴OO 200                            

徐OO 400                            

黃OO 200                            

蔡OO 4,000                         



蔡OO 400                            

蔡OO 400                            

葉OO 3,000                         

顏OO 800                            

程OO 800                            

范OO 600                            

李OO 200                            

陳OO 200                            

陳OO 400                            

張OO 200                            

張OO 800                            

鄧OO 400                            

區OO 200                            

杜OO 1,000                         

何OO 130                            

廖OO 500                            

王OO 600                            

林OO 400                            

鄧OO 413                            

鄧OO 400                            

賴OO 200                            

張OO 3,000                         

朱OO 2,500                         

林OO 200                            

陳OO 400                            

林OO 200                            

蔡OO 2,000                         

蔡OO 1,103                         

陳OO 570                            

陳OO 45                               

陳OO 4,000                         

陳OO 535                            

鄧OO 198                            

謝OO 58                               

鄧OO 750                            

陳OO 60                               

陳OO 2,975                         

游OO 4,000                         

鄧OO 1,460                         

陳OO 90                               

劉OO 4,000                         



陳OO 210                            

陳OO 200                            

陳OO 180                            

徐OO 3,000                         

黃OO 1,650                         

陳OO 885                            

游OO 4,000                         

李OO 4,500                         

曾OO 3,000                         

徐OO 3,000                         

陳OO 2,000                         

陳OO 130                            

徐OO 1,430                         

陳OO 4,000                         

陳OO 150                            

陳OO 1,180                         

陳OO 2,908                         

徐OO 5,000                         

徐OO 3,000                         

陳OO 2,000                         

顏OO 357                            

徐OO 290                            

蔡OO 3,500                         

游OO 657                            

李OO 3,500                         

李OO 200                            

李OO 4,500                         

吳OO 6,000                         

林OO 6,000                         

何OO 2,000                         

陳OO 140                            

游OO 9,800                         

顏OO 510                            

陳OO 108                            

張OO 4,500                         

陳OO 2,000                         

李OO 2,170                         

徐OO 730                            

謝OO 3,831                         

謝OO 4,327                         

李OO 2,400                         



林OO 4,000                         

游OO 2,500                         

陳OO 560                            

林OO 1,375                         

陳OO 440                            

陳OO 4,697                         

張OO 1,500                         

張OO 2,000                         

鄭OO 6,185                         

林OO 1,316                         

朱OO 136                            

陳OO 6,000                         

陳OO 1,490                         

顏OO 1,099                         

陳OO 2,000                         

區OO 4,500                         

區OO 1,000                         

區OO 2,500                         

陳OO 3,378                         

陳OO 560                            

何OO 2,000                         

謝OO 7,000                         

區OO 4,500                         

劉OO 5,000                         

何OO 5,000                         

陳OO 490                            

鄭OO 320                            

謝OO 4,000                         

陳OO 3,398                         

何OO 389                            

何OO 3,000                         

鄭OO 640                            

陳OO 260                            

何OO 130                            

陳OO 5,000                         

林OO 5,000                         

顏OO 198                            

陳OO 499                            

楊OO 8,000                         

區OO 1,250                         

區OO 4,500                         



何OO 5,000                         

區OO 2,575                         

區OO 5,000                         

陳OO 315                            

陳OO 420                            

陳OO 900                            

顏OO 60                               

簡OO 3,081                         

區OO 4,500                         

黃OO 1,820                         

何OO 60                               

陳OO 4,006                         

區OO 3,000                         

林OO 500                            

林OO 500                            

林OO 1,200                         

陳O 333                            

姜OO 333                            

潘OO 200                            

姜OO 1,000                         

陳O 1,000                         

陳O 400                            

郭OO 1,000                         

陳O 1,000                         

盧OO 500                            

盧OO 500                            

盧OO 500                            

盧OO 500                            

陳O 1,000                         

郭OO 1,000                         

田OO 3,000                         

徐OO 2,000                         

郭OO 4,699                         

郭OO 1,000                         

陳O 1,000                         

盧OO 500                            

盧OO 500                            

田OO 3,000                         

潘OO 1,377                         

張OO 300                            

陳O 1,000                         



郭OO 1,000                         

張OO 1,890                         

高OO 2,400                         

張OO 650                            

郭OO 1,000                         

張OO 330                            

張OO 1,500                         

高OO 968                            

郭OO 2,000                         

陳OO 1,000                         

郭OO 560                            

陳OO 320                            

陳OO 320                            

張OO 1,500                         

盧OO 5,000                         

彭OO 1,000                         

高OO 1,300                         

張OO 1,500                         

郭OO 2,000                         

許OO 2,000                         

陳OO 1,000                         

魏OO 500                            

郭OO 2,000                         

許OO 2,000                         

徐OO 2,000                         

林OO 7,650                         

沈OO 2,978                         

魏OO 500                            

張OO 454                            

劉OO 2,900                         

劉OO 295                            

張OO 3,000                         

張OO 430                            

呂OO 960                            

林OO 175                            

林OO 300                            

姚OO 1,210                         

楊OO 340                            

楊OO 910                            

劉OO 1,155                         

劉OO 6,000                         



張OO 2,000                         

林OO 640                            

林OO 450                            

姚OO 1,465                         

楊OO 320                            

楊OO 195                            

張OO 1,000                         

呂OO 315                            

黃O 545                            

楊OO 2,570                         

楊OO 40                               

劉OO 4,000                         

張OO 3,000                         

何OO 18,000                       

劉OO 14,400                       

林OO 175                            

黃O 300                            

黃O 835                            

楊OO 4,540                         

楊OO 150                            

劉OO 3,000                         

張OO 3,000                         

劉OO 880                            

黃O 450                            

黃O 970                            

陳OO 450                            

陳OO 645                            

楊OO 4,360                         

張OO 1,751                         

劉OO 14,440                       

楊OO 4,500                         

張OO 2,000                         

黃O 470                            

陳OO 365                            

楊OO 105                            

張OO 405                            

劉OO 2,000                         

張OO 4,000                         

楊OO 8,000                         

劉OO 2,700                         

黃OO 9,000                         



林OO 75                               

劉OO 21,087                       

黃O 150                            

陳OO 150                            

楊OO 5,720                         

潘OO 150                            

劉OO 150                            

林OO 170                            

黃O 320                            

陳OO 190                            

楊OO 135                            

潘OO 400                            

劉OO 180                            

劉OO 6,000                         

劉OO 3,225                         

楊OO 12,000                       

劉OO 25,340                       

黃O 1,005                         

黃O 980                            

呂OO 310                            

陳OO 190                            

楊OO 4,540                         

邱OO 285                            

潘OO 300                            

潘OO 120                            

劉OO 300                            

劉OO 16,000                       

曾OO 3,800                         

潘OO 345                            

劉OO 1,230                         

黃O 300                            

楊OO 1,200                         

陳OO 805                            

曾OO 6,246                         

張OO 5,140                         

周OO 2,846                         

王OO 2,451                         

楊OO 2,056                         

曹OO 1,897                         

林OO 1,660                         

曾OO 632 



張OO 8,936 

周OO 7,670 

王OO 6,642 

廖OO 10,437 

王OO 10,516 

石OO 7,669                         

王OO 8,223                         

賴OO 7,907                         

侯OO 7,907                         

石OO 7,511                         

侯OO 5,615                         

周OO 9,883                         

賴OO 10,516                       

駱OO 3,356                         

侯OO 8,500                         

黃OO 400                            

黃OO 500                            

陳OO 500                            

陳OO 500                            

吳OO 200                            

周OO 200                            

林OO 500                            

許OO 1,000                         

邵OO 200                            

陳OO 200                            

侯OO 500                            

徐OOO 1,000                         

陳OO 400                            

林OO 1,200                         

矯OO 1,300                         

廖OO 400                            

林OO 800                            

林OO 1,000                         

許OO 200                            

賴OO 500                            

林OO 500                            

王OO 600                            

楊OO 400                            

賴OO 400                            

袁OO 500                            

謝OO 1,600                         



陳OO 1,400                         

劉OO 800                            

王OO 400                            

鄭OO 600                            

余OO 600                            

張OO 500                            

林OO 500                            

王OO 500                            

王OO 4,374                         

葉OO 1,000                         

張OO 1,500                         

邢OO 1,000                         

曾OO 600                            

劉OO 1,000                         

賴OO 1,000                         

吳OO 1,200                         

林OO 600                            

蔡OO 500                            

陳OO 12,000                       

林OO 500                            

莊OO 2,000                         

蔡OO 800                            

姚OO 1,000                         

曾OO 500                            

張OO 1,500                         

黃OO 500                            

孫OO 500                            

蔡OO 500                            

劉OO 500                            

廖OO 400                            

林OO 500                            

吳OO 500                            

劉OO 500                            

陳OO 500                            

王OO 10,000                       

林OO 446                            

王OO 10,000                       

林OO 685                            

駱OO 3,698                         

黃OO 10,000                       

張OO 2,237                         



張OO 1,972                         

洪OO 2,800                         

高OO                               426

張OO 6,500                         

林OO 654                            

張OO 6,298                         

張OO 6,500                         

高OO                               289

洪OO 2,760                         

林OO 687                            

張OO 6,500                         

張OO 798                            

洪OO 2,727                         

廖OO 7,000                         

張OO 6,500                         

張OO 9,900                         

張OO 5,300                         

駱OO 1,021                         

林OO 644                            

洪OO 2,760                         

張OO 4,500                         

張OO 798                            

林OO 644                            

賴OO 9,900                         

張OO 729                            

張OO 4,500                         

張OO 5,103                         

黃OO 242                            

賴OO 9,900                         

蕭OO 2,000                         

張OO 4,500                         

張OO 4,374                         

張OO 4,500                         

楊OO 2,712                         

戴OO 1,064                         

簡OO 890                            

邱OO 890                            

戴OO 10,964                       

劉OO 2,565                         

戴OO 2,948                         

黃OO 704                            



劉OO 2,176                         

朱OO 600                            

朱OO 100                            

戴OO 5,864                         

程OO 270                            

程OO 580                            

戴OO 5,750                         

程OO 20,000                       

程OO 25,000                       

林OO 1,500                         

林OO 2,380                         

程OO 32,650                       

蔡OO 6,335                         

蔡OO 270                            

戴OO 5,800                         

程OO 28,050                       

楊OO 3,196                         

戴OO 5,402                         

蔡OO 6,500                         

戴OO 3,800                         

楊OO 3,180                         

程OO 33,050                       

程OO 250                            

戴OO 3,800                         

戴OO 300                            

邱OO 2,400                         

戴OO 780                            

蔡OO 6,500                         

何OO 2,980                         

戴OO 3,800                         

黃OO 600                            

林OO 1,800                         

杜OO 600                            

宋OO 1,000                         

李OO 200                            

楊OO 200                            

古OO 600                            

葉OO 200                            

陳OO 500                            

林OO 650                            

林OO 650                            



高OO 21,093                       

高OO 6,000                         

周OO 21,093                       

周OO 10,000                       

顏OO 1,264                         

洪OO 1,264                         

顏OO 500                            

潘OO 600                            

高OO 23,621                       

周OO 25,675                       

曾OO 4,424                         

曾OO 500                            

高OO 26,149                       

周OO 25,596                       

洪OO 1,264                         

林OO 1,264                         

曾OO 1,264                         

蘇OO 500                            

蘇OO 600                            

江OO 746                            

陳OO 778                            

高OO 26,596                       

周OO 26,596                       

全OO 500                            

顏OO 600                            

高OO 25,490                       

周OO 21,251                       

林OO 3,792                         

顏OO 500                            

顏OO 600                            

周OO 23,357                       

高OO 24,700                       

曾OO 1,264                         

林OO 2,528                         

顔OO 1,100                         

曾OO 500                            

顔OO 1,100                         

顏OO 500                            

潘OO 1,100                         

顔OO 600                            

陳OO 3,000                         



蔡OO 400                            

洪OO 800                            

王OO 400                            

林OO 400                            

張OO 400                            

韋OOO 600                            

蕭OO 200                            

黃OO 200                            

胡OO 400                            

蔡OO 1,000                         

藍OO 600                            

林OO 400                            

吳OO 400                            

陳OO 400                            

林OO 400                            

高OO 200                            

劉OO 200                            

高OO 200                            

林OO 600                            

藍OO 2,000                         

林OO 1,600                         

詹OO 1,055                         

魏OO 2,000                         

張OOO 310                            

張OOO 330                            

張OOO 450                            

王OO 1,239 

詹OO 1,073 

林OO 6,000                         

吳OO 365                            

張OOO 490                            

魏OO 810                            

蔡OO 6,138                         

張OO 1,000                         

曾OO 12,000                       

徐OO 200,000                    

蘇OO 900                            

蘇OO 200                            

蘇OO 1,800                         

蘇OO 170                            

朱OO 740                            



江OO 150                            

朱OO 3,104                         

朱OO 100                            

朱OO 370                            

陳OO 240                            

洪OO 621                            

葉OO 4,449                         

陳OO 42                               

戴OO 600                            

江OO 2,582                         

洪OO 2,416                         

田OO 1,000                         

陳OO 500                            

余OO 1,600                         

賴OO 1,600                         

薛OO 450                            

吳OO 400                            

吳OO 1,000                         

賴OO 1,000                         

張OO 500                            

薛OO 400                            

林OO 700                            

楊OO 800                            

許OO 1,000                         

蔡OO 500                            

許OO 500                            

陳OO 1,000                         

李OO                               600

劉OO                               200

張OO                            1,200

簡OO                               400

周OO                               200

陳OO                               240

陳OO                               400

陳OO                            1,250

陳OO                               225

陳OO                               200

劉OO                               600

林OO                               700

周OO                               700

邱OO                               200



涂OO                               200

蘇OO                               400

陳OO                                 50

賴OO 340                            

陳OO 1,000                         

林OO 1,000                         

謝OO 500                            

張OO 400                            

莊OO 1,000                         

陳OO 1,000                         

許OO 400                            

吳OO 699                            

陳OO 1,000                         

吳OO 50                               

賴OO 5,000                         

陳OO 2,000                         

呂OO 400                            

蔡OO 2,000                         

曾OO 116                            

蔡OO 2,000                         

徐OO 485                            

邱OO 3,500                         

楊OO 260                            

蔡OO 2,000                         

蔡OO 475                            

林OO 69                               

游OO 2,000                         

吳OO 735                            

吳OO 3,300                         

洪OO 38                               

吳OO 1,020                         

林OO 69                               

吳OO 260                            

曾OO 99                               

吳OO 720                            

吳OO 1,400                         

楊OO 600                            

吳OO 2,800                         

吳OO 2,900                         

林OO 1,000                         

林OO 600                            



洪OO 2,000                         

柯OO 1,500                         

江OO 3,000                         

白OO 1,000                         

彭OO 3,000                         

張OO 2,000                         

陳OO 2,000                         

鐘OO 3,000                         

蔡OO 1,000                         

劉OO 3,000                         

沈OO 5,000                         

王OO 3,000                         

廖OO 3,000                         

陳OO 3,000                         

黃OO 3,000                         

李OO 3,000                         

林OO 3,000                         

曾OO 3,000                         

劉OO 200                            

蔡OO 200                            

王OO 500                            

陳OO 2,000                         

柯OO 1,500                         

張OO 2,000                         

陳OO 2,000                         

鐘OO 3,000                         

彭OO 3,000                         

洪OO 2,000                         

柯OO 1,500                         

白OO 1,000                         

劉OO 3,000                         

蔡OO 1,000                         

許OO 998                            

鄭OO 200                            

鐘OO 200                            

張OO 600                            

陳OO 500                            

彭OO 200                            

江OO 498                            

莊OO 1,240                         

鄭OO 3,000                         



張OO 2,000                         

江OO 1,500                         

林OO 200                            

王OO 900                            

黃OO 1,000                         

沈OO 600                            

廖OO 500                            

陳OO 1,000                         

湯OO 3,000                         

王OO 1,680                         

沈OO 8,000                         

黃OO 2,500                         

柯OO 1,500                         

黃OO 2,000                         

吳OO 800                            

黃OO 900                            

洪OO 400                            

柯OO 800                            

白OO 500                            

柯OO 200                            

曾OO 3,000                         

李OO 3,000                         

黃OO 3,000                         

王OO 3,000                         

廖OO 3,000                         

林OO 3,000                         

陳OO 3,000                         

陳OO 2,000                         

張OO 1,500                         

鄭OO 3,000                         

張OO 2,000                         

江OO 1,500                         

莊OO 1,494                         

陳OO 3,108                         

洪OO 2,000                         

柯OO 1,500                         

白OO 1,000                         

張OO 2,000                         

陳OO 2,000                         

鐘OO 3,000                         

彭OO 3,000                         



王OO 9,000                         

沈OO 5,000                         

蔡OO 1,000                         

劉OO 3,000                         

邱OO 9,000                         

王OO 2,080                         

陳OO 3,000                         

林OO 3,000                         

湯OO 3,000                         

曾OO 3,000                         

黃OO 3,000                         

廖OO 3,000                         

陳OO 2,000                         

楊OO 1,695                         

李OO 500                            

陳OO 2,000                         

黃OO 2,000                         

莊OO 1,984                         

陳OO 3,118                         

鄭OO 3,000                         

張OO 2,000                         

黃OO 2,500                         

張OO 3,000                         

柯OO 1,500                         

李OO 9,000                         

蔡OO 1,000                         

劉OO 3,000                         

彭OO 3,000                         

張OO 2,000                         

陳OO 2,000                         

鐘OO 3,000                         

黃OO 5,000                         

洪OO 2,000                         

柯OO 1,500                         

白OO 1,000                         

楊OO 1,621                         

沈OO 2,500                         

沈OO 2,500                         

楊OO 760                            

王OO 2,080                         

廖OO 2,600                         



陳OO 3,000                         

廖OO 3,000                         

陳OO 3,000                         

林OO 3,000                         

李OO 3,000                         

湯OO 3,000                         

許OO 788                            

莊OO 1,540                         

陳OO 3,118                         

馬OO 2,000                         

柯OO 1,500                         

黃OO 2,500                         

楊OO 1,500                         

張OO 3,000                         

陳OO 2,000                         

曾OO 3,000                         

黃OO 3,000                         

王OO 3,000                         

劉OO 3,000                         

蔡OO 1,000                         

黃OO 2,000                         

洪OO 2,000                         

白OO 1,000                         

陳OO 2,000                         

張OO 2,000                         

陳OO 2,000                         

鐘OO 3,000                         

彭OO 3,000                         

黃OO 2,000                         

湯OO 3,000                         

陳OO 846                            

沈OO 2,500                         

沈OO 2,500                         

曾OO 3,000                         

黃OO 3,000                         

王OO 3,000                         

鄭OO 3,000                         

張OO 2,000                         

顏OO 2,000                         

李OO 3,000                         

廖OO 3,000                         



陳OO 3,000                         

林OO 3,000                         

柯OO 1,500                         

黃OO 2,500                         

王OO 2,000                         

陳OO 2,000                         

邱OO 1,743                         

楊OO 1,500                         

張OO 3,000                         

陳OO 2,000                         

陳OO 3,000                         

鄭OO 3,000                         

張OO 2,000                         

馬OO 2,000                         

彭OO 3,000                         

張OO 2,000                         

陳OO 2,000                         

鐘OO 3,000                         

劉OO 3,000                         

蔡OO 1,000                         

李OO 1,500                         

王OO 2,000                         

許OO 1,112                         

許OO 472                            

黃OO 2,000                         

湯OO 3,000                         

洪OO 2,000                         

白OO 1,000                         

沈OO 2,500                         

沈OO 2,500                         

王OO 2,000                         

曾OO 3,000                         

黃OO 3,000                         

王OO 3,000                         

陳OO 180                            

李OO 3,000                         

廖OO 3,000                         

陳OO 3,000                         

林OO 3,000                         

陳OO 2,000                         

王OO 2,000                         



顏OO                            2,000

張OO 2,000                         

陳OO 2,000                         

鐘OO 3,000                         

彭OO 3,000                         

蔡OO 1,000                         

林OO　 2,000                         

江OO 3,000                         

楊OO 1,500                         

張OO 3,000                         

陳OO 2,000                         

柯OO 2,000                         

陳OO 3,000                         

陳OO 9,000                         

鄭OO 3,000                         

張O 2,000                         

邱OO 1,687                         

馬OO 2,000                         

黃OO 2,000                         

湯OO 3,000                         

洪OO 2,000                         

黃OO 2,500                         

楊OO 1,500                         

陳OO 3,000                         

柯OO 1,500                         

李OO 1,500                         

黃OO 2,500                         

簡OO 2,000                         

林OO 3,000                         

陳OO 3,000                         

林OO 3,000                         

廖OO 3,000                         

沈OO 5,000                         

李OO 3,000                         

黃OO 9,775                         

黃OO 1,978                         

王OO 990                            

曾OO 3,000                         

黃OO 3,000                         

王OO 3,000                         

柯OO 2,000                         



柯OO 1,500                         

李OO 1,500                         

王OO 2,000                         

梁OO 3,000                         

陳OO 1,006                         

顏OO 2,000                         

許OO 720                            

陳OO 5,000                         

鄭OO 3,000                         

張O 2,000                         

馬OO 2,000                         

邱OO 1,869                         

張OO 3,000                         

陳OO 2,000                         

林OO 2,000                         

江OO 3,000                         

蔡OO 1,000                         

洪OO 2,000                         

黃OO 2,500                         

楊OO 1,500                         

陳OO 3,000                         

張OO 2,000                         

陳OO 2,000                         

鐘OO 3,000                         

彭OO 3,000                         

黃OO 495                            

王OO 1,980                         

許OO 585                            

王OO 990                            

黃OO 2,000                         

湯OO 3,000                         

沈OO 2,500                         

沈OO 2,500                         

李OO 2,500                         

柯OO 1,500                         

柯OO 2,000                         

張OO 3,000                         

陳OO 2,000                         

顏OO 2,000                         

黃OO 974                            

陳OO 3,000                         



曾OO 3,000                         

黃OO 3,000                         

廖OO 3,000                         

李OO 3,000                         

王OO 3,000                         

林OO 4,000                         

王OO 1,800                         

李OO 1,500                         

王OO 990                            

王OO 2,000                         

梁OO 3,000                         

陳OO 2,000                         

許OO 820                            

鄭OO 3,000                         

馬OO 2,000                         

張O 2,000                         

邱OO 1,529                         

王OO 2,160                         

林OO 6,000                         

洪OO 7,500                         

陳OO 3,000                         

張OO 2,000                         

陳OO 2,000                         

鐘OO 3,000                         

彭OO 3,000                         

蔡OO 1,000                         

江OO 3,000                         

黃OO 2,000                         

湯OO 3,000                         

李OO 570                            

許OO 784                            

姜OO 3,000                         

李OO 1,000                         

曾OO 2,600                         

沈OO 2,500                         

沈OO 2,500                         

沈OO 2,000                         

陳OO 1,580                         

顏OO 2,000                         

潘OO 1,000                         

黃OO 1,000                         



黃OO 1,995                         

王OO 2,000                         

楊OO 1,500                         

李OO 3,000                         

廖OO 3,000                         

林OO 3,000                         

陳OO 3,000                         

曾OO 3,000                         

黃OO 3,000                         

王OO 3,000                         

梁OO 3,000                         

王OO 2,000                         

王OO 1,550                         

陳OO 3,546                         

李OO 2,500                         

張OO 3,000                         

陳OO 2,000                         

簡OO 2,000                         

柯OO 2,000                         

張OO 2,000                         

陳OO 2,000                         

鐘OO 3,000                         

彭OO 3,000                         

洪OO 2,000                         

柯OO 1,500                         

黃OO 2,500                         

楊OO 3,000                         

陳OO 3,000                         

鄭OO 3,000                         

馬OO 2,000                         

張O 2,000                         

李OO 1,500                         

劉OO 3,000                         

陳OO 3,000                         

林OO 3,000                         

吳OO 1,200                         

吳OO 3,000                         

陳OO 600                            

黃OO 2,000                         

湯OO 3,000                         

王OO 2,000                         



沈OO 5,000                         

陳OO 2,000                         

黃OO 1,500                         

姜OO 3,000                         

王OO 2,000                         

李OO 2,500                         

陳OO 2,000                         

王OO 560                            

黃OO 3,200                         

潘OO 1,000 

方OO 1,000 

陳OO 2,000 

曾OO 3,000 

林OO 3,000 

陳OO 3,000 

王OO 3,000 

李OO 3,000 

黃OO 3,000 

廖OO 3,000 

林OO 3,000 

黃OO 2,000                         

李OO 2,600                         

陳OO 600                            

柯OO 2,000                         

吳OO 3,000                         

鄭OO 3,000                         

張O 2,000                         

馬OO 2,000                         

張OO 2,000                         

陳OO 2,000                         

鐘OO 3,000                         

彭OO 3,000                         

洪OO 2,000                         

柯OO 1,500                         

黃OO 2,500                         

楊OO 3,000                         

陳OO 3,000                         

許OO 1,299                         

林OO 2,000                         

蔡OO 1,000                         

江OO 3,000                         



黃OO 4,000                         

湯OO 3,000                         

許OO 1,266                         

沈OO 3,000                         

沈OO 3,000                         

方OO 1,000                         

潘OO 1,000                         

陳OO 2,000                         

顏OO 200                            

曾OO 3,000                         

林OO 3,000                         

陳OO 3,000                         

廖OO 3,000                         

王OO 3,000                         

黃OO 3,000                         

李OO 3,000                         

姜OO 3,000                         

王OO 2,000                         

王OO 2,000                         

江OO 3,000                         

王OO 220                            

黃OO 3,000                         

黃OO 1,500                         

陳OO 2,000                         

柯OO 3,000                         

李OO 2,600                         

曹OO 1,500                         

陳OO 2,994                         

許OO 1,412                         

許OO 1,299                         

李OO 2,500                         

陳OO 2,000                         

柯OO 2,000                         

柯OO 100                            

李OO 1,500                         

張OO 2,000                         

陳OO 2,000                         

鐘OO 3,000                         

彭OO 3,000                         

蔡OO 1,000                         

江OO 3,000                         



洪OO 2,000                         

柯OO 1,500                         

柯OO 2,000                         

黃OO 2,500                         

楊OO 3,000                         

陳OO 3,000                         

吳OO 3,000                         

張OO 3,000                         

王OO 3,000                         

林OO 3,000                         

林OO 1,859                         

黃OO 3,000                         

黃OO 4,000                         

湯OO 3,000                         

李OO 3,000                         

林OO 3,000                         

廖OO 3,000                         

王OO 3,000                         

黃OO 3,000                         

曾OO 3,000                         

陳OO 3,000                         

曹OO 1,500                         

吳OO 3,000                         

陳OO 600                            

陳OO 2,000                         

方OO 2,000                         

黃OO 3,000                         

林OO 3,000                         

柯OO 3,000                         

黃OO 1,500                         

林OO 2,000                         

林OO 3,000                         

馬OO 1,812                         

沈OO 2,500                         

沈OO 2,500                         

王OO 1,380                         

陳OO 598                            

潘OO 1,000                         

張OO 3,000                         

王OO 3,000                         

許OO 1,719                         



陳OO 2,000                         

蕭OO 2,000                         

王OO 2,000                         

陳OO 2,000                         

王OO 2,000                         

姜OO 3,000                         

桂OO 2,000                         

林OO 2,000                         

陳OO 2,000                         

林OO 2,000                         

許OO 1,299                         

陳OO 600                            

張OO 3,556                         

邱OO 5,500                         

洪OO 2,000                         

呂OO 2,000                         

李OO 1,000                         

李OO 1,500                         

吳OO 2,000                         

張OO 1,500                         

陳OO 1,500                         

劉OO 2,200                         

陳OO 2,500                         

黃OO 2,500                         

黃OO 2,500                         

巫OO 2,000                         

張OO 1,500                         

王OO 2,000                         

洪OO 3,000                         

林O 1,000                         

童OO 1,000                         

白OO 1,000                         

鄭OO 1,000                         

薛OO 2,000                         

張OO 1,500                         

張OO 2,500                         

陳O 524                            

歐OOO 59                               

查OO 1,500                         

李OO 4,900                         

陳OO 9,781                         



王OO 2,000                         

阮OO 200                            

 郭OO 500                            

 OO彤 200                            

陳O 2,000                         

林OO 3,000                         

劉OO 1,500                         

游OO 3,000                         

郭OO 1,500                         

宋OO 1,500                         

林OO 2,000                         

李OO 1,150                         

何OO 1,500                         

巫OO 500                            

陳O 1,100                         

郭OO 600                            

洪OO 400                            

林O 500                            

歐OO燕 200                            

宋OO 400                            

白OO 500                            

鄭OO 800                            

林OO 500                            

查OO 1,000                         

李OO 600                            

劉OO 200                            

陳OO 1,100                         

何OO 400                            

蔡OO 1,000                         

郭OO 1,200                         

王OO 1,500                         

謝OO 1,000                         

黃OO 4,500                         

鄧OO 2,500                         

楊OO 3,000                         

楊OO 1,370                         

楊OO 1,080                         

楊OO 150                            

王OO 1,500                         

鄭OO 2,500                         

林OO 2,000                         



朱OO 1,500                         

張OO 1,000                         

呂OO 200                            

楊OO 1,000                         

柯OO 1,400                         

陳OO 400                            

黃OO 400                            

楊OO 600                            

王OO 900                            

吳OO 700                            

黃OO 200                            

李OO 400                            

朱OO 400                            

吳OO 337                            

洪OO 299                            

陳OO 337                            

黃OO 337                            

王OO 337                            

李OO 337                            

巫OO 3,000                         

張OO 1,500                         

林O 1,000                         

童OO 1,000                         

林OO 2,000                         

薛OO 2,000                         

張OO 1,500                         

王OO 2,000                         

洪OO 3,000                         

白OO 2,500                         

阮OO 2,500                         

郭OO 1,200                         

邱OO 2,072                         

黃OO 2,500                         

黃OO 2,500                         

陳OO 6,500                         

洪OO 2,000                         

呂OO 2,000                         

李OO 1,000                         

李OO 1,500                         

吳OO 2,000                         

張OO 1,500                         



陳OO 1,500                         

劉OO 2,200                         

陳OO 2,500                         

查OO 1,500                         

查OO 1,500                         

蘇OO 2,000                         

陳O 2,000                         

劉OO 1,500                         

游OO 3,000                         

王OO 2,000                         

郭OO 1,500                         

宋OO 2,500                         

何OO 1,500                         

楊OO 230                            

王OO 1,500                         

鄭OO 2,500                         

林OO 2,000                         

朱OO 1,500                         

戴OO 540                            

張OO 1,000                         

黃OO 4,500                         

巫OO 3,000                         

張OO 1,500                         

林O 1,000                         

童OO 1,000                         

鄭OO 1,000                         

林OO 2,000                         

薛OO 2,000                         

張OO 1,500                         

王OO 2,000                         

洪OO 1,500                         

白OO 2,500                         

鄭OO 1,500                         

邱OO -                             

黃OO 2,500                         

黃OO 2,500                         

陳OO 6,500                         

洪OO 2,000                         

呂OO 2,000                         

李OO 1,000                         

李OO 1,500                         



劉OO 2,200                         

陳OO 2,500                         

阮OO 2,500                         

郭OO 1,200                         

王OO 1,500                         

羅OO 3,000                         

陳OO 1,500                         

歐OOO 479                            

蔡OO 375                            

劉OO 3,500                         

蘇OO 2,000                         

蔡OO 1,500                         

郭OO 1,500                         

宋OO 2,500                         

查OO 1,500                         

何OO 1,500                         

劉OO 2,000                         

劉OO 1,500                         

游OO 3,000                         

陳OO 3,000                         

王OO 2,000                         

劉OO 8,000                         

楊OO 239                            

鄧OO 2,500                         

王OO 1,500                         

鄭OO 2,500                         

朱OO 1,500                         

戴OO 540                            

張OO 1,000                         

黃OO 4,500                         

巫OO 3,000                         

張OO 1,500                         

鄭OO 1,000                         

林OO 2,000                         

張OO 1,500                         

張OO 5,292                         

王OO 2,000                         

白OO 2,500                         

鄭OO 1,500                         

淇OO 2,000                         

呂OO 2,000                         



李OO 1,000                         

李OO 1,500                         

陳OO 1,500                         

陳OO 2,500                         

黃OO 2,500                         

黃OO 2,500                         

陳OO 6,500                         

阮OO 2,500                         

郭OO 1,200                         

劉OO 300                            

黃OO 4,500                         

劉OO 3,500                         

蘇OO 2,000                         

劉OO 1,500                         

蔡OO 1,500                         

王OO 1,500                         

王OO 2,500                         

劉OO 2,000                         

查OO 1,500                         

宋OO 2,500                         

羅OO 2,500                         

何OO 1,500                         

李OO 1,500                         

童OO 3,000                         

游OO 3,000                         

陳OO 3,000                         

劉OO 300                            

劉OO 300                            

羅OO 570                            

楊OO 230                            

鄧OO 2,500                         

王OO 1,500                         

鄭OO 2,500                         

朱OO 1,500                         

張OO 1,000                         

巫OO 3,000                         

張OO 1,500                         

鄭OO 1,000                         

李OO 1,500                         

李OO 820                            

張OO 1,500                         



巫OO 5,000                         

王OO 2,000                         

白OO 2,500                         

鄭OO 1,500                         

洪OO 2,000                         

呂OO 2,000                         

李OO 1,000                         

李OO 1,500                         

陳OO 1,500                         

陳OO 2,500                         

黃OO 2,500                         

黃OO 2,500                         

阮OO 2,500                         

郭OO 1,200                         

洪OO 3,000                         

郭OO 1,000                         

劉OO 3,500                         

劉OO 1,500                         

蘇OO 2,000                         

王OO 1,500                         

蔡OO 1,500                         

童OO 3,000                         

游OO 3,000                         

陳OO 5,000                         

劉OO 2,000                         

宋OO 2,500                         

林OO 2,000                         

何OO 1,500                         

羅OO 2,500                         

郭OO 9,248                         

黃OO 4,500                         

楊OO 230                            

張OO 3,000                         

朱OO 1,500                         

鄧OO 2,500                         

王OO 1,500                         

鄭OO 2,500                         

戴OO 540                            

張OO 1,000                         

吳OO 3,000                         

吳OO 1,002                         



孫OO 2,734                         

楊OO 2,000                         

洪OO 4,500                         

吳OO 955                            

林O 1,000                         

孫OO 245                            

吳OO 8,000                         

劉OO 300                            

劉OO 300                            

巫OO 3,000                         

張OO 1,500                         

鄭OO 1,000                         

林OO 2,000                         

李OO 1,500                         

張OO 1,500                         

巫OO 5,000                         

林OO 4,000                         

王OO 1,500                         

白OO 2,500                         

鄭OO 1,500                         

洪OO 2,000                         

李OO 1,000                         

陳OO 2,000                         

黃OO 2,500                         

黃OO 2,500                         

柏OO 900                            

陳OO 6,500                         

阮OO 2,500                         

郭OO 1,200                         

洪OO 3,000                         

林O 6,200                         

林O 1,000                         

童OO 3,000                         

陳OO 5,000                         

何OO 1,500                         

宋OO 2,500                         

羅OO 2,500                         

張OO 1,100                         

李OO 1,500                         

歐OOO 299                            

劉OO 999                            



劉OO 3,500                         

劉OO 1,500                         

蘇OO 2,000                         

吳OO 3,000                         

蔡OO 1,500                         

蘇OO 2,000                         

王OO 1,500                         

牛OO 2,000                         

曾OO 8,000                         

洪OO 2,000                         

李OO 1,000                         

陳OO 2,000                         

張OO 2,000                         

黃OO 2,000                         

黃OO 2,000                         

陳OO 6,500                         

查OO 2,400                         

楊OO 230                            

鄧OO 2,500                         

王OO 1,500                         

鄭OO 2,500                         

吳OO 800                            

朱OO 1,500                         

張OO 3,000                         

邱OO 1,500                         

黃OO 4,500                         

張OO 1,000                         

阮OO 2,500                         

郭OO 1,200                         

王OO 1,500                         

巫OO 3,000                         

張OO 1,500                         

王OO 1,500                         

鄭OO 1,000                         

林OO 2,000                         

李OO 1,500                         

張OO 1,500                         

白OO 2,500                         

鄭OO 1,500                         

吳OO 8,000                         

陳OO 5,000                         



童OO 3,000                         

歐OOO 299                            

宋OO 2,500                         

劉OO 1,765                         

楊OO 2,000                         

吳OO 928                            

孫OO 3,000                         

吳OO 8,000                         

洪OO 3,000                         

楊OO 2,000                         

周OO 5,000                         

周OO 5,000                         

林O 1,000                         

羅OO 2,500                         

何OO 1,500                         

牛OO 1,339                         

吳OO 3,000                         

蘇OO 2,000                         

劉OO 3,500                         

劉OO 1,500                         

蘇OO 2,000                         

楊OO 1,000                         

鄧OO 2,500                         

王OO 1,500                         

鄭OO 2,500                         

朱OO 1,500                         

柏OO 300                            

邱OO 1,500                         

黃OO 4,500                         

張OO 1,000                         

薛OO 2,000                         

洪OO 190                            

薛OO 1,000                         

廖OO 4,159                         

廖OO 1,823                         

孫OO 4,000                         

查OO 1,000                         

洪OO 2,000                         

李OO 1,000                         

陳OO 2,000                         

張OO 2,000                         



陳OO 6,500                         

郭OO 1,200                         

王OO 1,500                         

巫OO 3,000                         

張OO 1,500                         

王OO 1,500                         

謝OO 1,500                         

鄭OO 1,000                         

林OO 2,000                         

李OO 1,500                         

張OO 1,500                         

白OO 2,500                         

鄭OO 1,500                         

吳OO 4,500                         

林O 1,000                         

林OO 1,500                         

孫OO 3,000                         

吳OO 989                            

王OO 1,500                         

羅OO 9,775                         

牛OO 1,339                         

蘇OO 2,000                         

吳OO 3,000                         

劉OO 3,500                         

劉OO 1,500                         

徐OO 2,500                         

柏OO 1,800                         

楊OO 1,000                         

王OO 1,500                         

鄭OO 2,500                         

廖OO 1,000                         

黃OO 4,500                         

陳O 2,000                         

劉OO 3,000                         

郭OO 1,200                         

王OO 1,500                         

巫OO 3,000                         

張OO 1,500                         

王OO 1,500                         

謝OO 1,500                         

林OO 2,000                         



李OO 1,500                         

張OO 1,500                         

鄭OO 1,000                         

張OO 1,360                         

白OO 3,000                         

鄭OO 8,891                         

洪OO 2,000                         

李OO 1,000                         

陳OO 1,500                         

張OO 2,000                         

陳OO 3,000                         

童OO 3,000                         

陳OO 5,000                         

宋OO 2,500                         

何OO 1,500                         

羅OO 2,500                         

吳OO 947                            

薛OO 2,000                         

林OO 130                            

華OO 4,000                         

洪OO 3,000                         

林O 1,000                         

周OO 5,000                         

林O 4,500                         

蘇OO 2,000                         

王OO 1,500                         

孫OO 2,400                         

鄧OO 2,500                         

朱OO 1,500                         

邱OO 1,500                         

鄧OO 6,775                         

謝OO 3,000                         

鄧OO 3,000                         

陳OO 1,500                         

劉OO 1,354                         

童OO 3,000                         

陳OO 5,000                         

宋OO 2,500                         

何OO 1,500                         

羅OO 2,500                         

林OO 1,500                         



阮OO 2,500                         

牛OO 1,339                         

薛OO 2,000                         

郭OO 1,200                         

王OO 1,500                         

阮OO 2,500                         

洪OO 2,000                         

陳OO 1,500                         

張OO 2,000                         

陳OO 3,000                         

羅OO 3,150                         

張OO 3,000                         

張OO 3,000                         

王OO 1,500                         

劉OO 1,500                         

劉OO 3,500                         

林OO 5,000                         

林OO 4,000                         

蘇OO 2,000                         

徐OO 2,500                         

陳OO 3,000                         

蘇OO 2,000                         

劉OO 1,500                         

吳OO 3,000                         

洪OO 3,000                         

林O 1,000                         

羅OO 1,500                         

黃OO 2,500                         

張OO 2,666                         

張OO 2,666                         

楊OO 1,000                         

王OO 1,500                         

鄭OO 2,500                         

 OO芯 1,500                         

柏OO 1,860                         

邱OO 1,500                         

廖OO 1,000                         

吳OO 2,500                         

藍OO 1,000                         

黃OO 4,500                         

藍OO 1,000                         



李OO 1,000                         

巫OO 3,000                         

張OO 3,000                         

王OO 1,500                         

謝OO 1,500                         

林OO 2,000                         

李OO 1,500                         

張OO 1,500                         

鄭OO 1,000                         

白OO 3,000                         

鄭OO 1,500                         

張OO 6,364                         

林OO 6,000                         

林OO 1,769                         

鄧OO 1,500                         

林OO 1,500                         

連OO 500                            

吳OO 946                            

孫OO 2,000                         

黃OO 2,500                         

謝OO 155                            

牛OO 1,339                         

洪OO 2,000                         

李OO 1,000                         

陳OO 1,500                         

張OO 2,000                         

陳OO 3,000                         

宋OO 19,000                       

王OO 1,500                         

張OO 1,050                         

巫OO 3,000                         

張OO 3,000                         

王OO 1,500                         

鄭OO 1,000                         

林OO 2,000                         

張OO 1,500                         

林OO 1,500                         

白OO 3,000                         

鄭OO 1,500                         

阮OO 2,500                         

徐OO 2,500                         



廖OO 1,148                         

黃OO 3,000                         

洪OO 3,000                         

林O 1,000                         

童OO 3,000                         

宋OO 4,000                         

陳OO 5,000                         

宋OO 2,500                         

陳OO 1,500                         

羅OO 2,000                         

何OO 1,500                         

林OO 1,500                         

林OO 1,500                         

蘇OO 2,000                         

劉OO 3,500                         

徐OO 2,500                         

林OO 5,000                         

林OO 4,000                         

謝OO 6,192                         

劉OO 1,500                         

吳OO 3,000                         

蘇OO 2,000                         

陳OO 3,000                         

劉OO 1,500                         

黃OO 4,500                         

王OO 1,500                         

鄭OO 2,500                         

朱OO 1,500                         

邱OO 1,500                         

廖OO 1,000                         

吳OO 2,500                         

鄧OO 1,500                         

洪OO 450                            

洪OO 450                            

連OO 500                            

劉OO 3,000                         

孫OO 2,000                         

薛OO 2,000                         

王OO 1,500                         

莊OO 1,200                         

羅OO 970                            



連OO 100                            

王OO 1,500                         

鄭OO 2,500                         

朱OO 1,500                         

郭OO 1,200                         

邱OO 1,500                         

廖OO 1,000                         

藍OO 2,500                         

吳OO 2,500                         

劉OO 8,500                         

黃OO 4,500                         

藍OO 1,200                         

黃OO 400                            

洪OO 500                            

洪OO 500                            

白OO 6,000                         

童OO 3,000                         

宋OO 4,000                         

何OO 1,500                         

陳OO 5,000                         

宋OO 2,500                         

陳OO 1,500                         

何OO 1,500                         

羅OO 2,000                         

林OO 1,500                         

蘇OO 2,000                         

劉OO 3,500                         

林OO 5,000                         

林OO 4,000                         

劉OO 1,500                         

蘇OO 2,000                         

陳OO 3,000                         

劉OO 1,500                         

牛OO 2,140                         

王OO 1,500                         

阮OO 2,500                         

徐OO 2,500                         

黃OO 3,000                         

巫OO 3,000                         

張OO 3,000                         

鄭OO 1,000                         



林OO 2,000                         

張OO 1,500                         

林OO 1,500                         

白OO 3,000                         

鄭OO 1,500                         

洪OO 2,000                         

李OO 1,000                         

陳OO 1,500                         

張OO 2,000                         

陳OO 3,000                         

李OO 4,150                         

薛OO 2,000                         

莊OO 1,200                         

黃OO 2,500                         

張OO 3,850                         

洪OO 3,000                         

連OO 136                            

孫OO 2,000                         

劉OO 460                            

劉OO 3,000                         

黃OO 2,500                         

蘇OO 2,000                         

劉OO 2,500                         

林OO 5,000                         

林OO 4,000                         

劉OO 1,500                         

蘇OO 2,000                         

陳OO 3,000                         

劉OO 1,500                         

童OO 3,000                         

宋OO 2,500                         

陳OO 5,000                         

林OO 1,500                         

何OO 1,500                         

羅OO 2,000                         

陳OO 1,500                         

宋OO 2,500                         

連OO 1,000                         

張OO 3,850                         

薛OO 2,000                         

孫OO 3,000                         



王OO 1,500                         

鄭OO 2,500                         

郭OO 1,200                         

郭OO 748                            

廖OO 1,000                         

吳OO 2,500                         

張OO 2,000                         

張OO 4,000                         

劉OO 2,786                         

黃OO 4,500                         

黃OO 200                            

洪OO 650                            

洪OO 500                            

連OO 500                            

白OO 4,000                         

蘇OO 14,500                       

李OO 200                            

羅OO 2,500                         

邱OO 500                            

邱OO 220                            

李OO 1,500                         

石OO 1,500                         

陳OO 2,000                         

沈OO 1,500                         

趙OO 1,500                         

李OO 1,500                         

陳OO 1,500                         

楊OO 1,500                         

邱OO 1,000                         

黃OO 1,500                         

吳OO 1,500                         

呂OO 2,500                         

陳OO 2,000                         

范OO 2,094                         

劉OO 1,837                         

呂OO 1,500                         

林OO 1,500                         

陳OO 500                            

范OO 500                            

黃OO 2,500                         

林O 1,500                         



王OO 2,000                         

江OO 1,500                         

陳OO 1,500                         

呂OO 100                            

林OO 600                            

蕭OO 400                            

陳OO 600                            

田OO 333                            

陳OO 333                            

林OO 333                            

趙OO 333                            

李OO 333                            

朱OO 2,000                         

呂OO 1,500                         

彭OO 2,500                         

盧OO 1,147                         

田OO 1,000                         

邱OO 3,000                         

吳OO 570                            

羅OO 200                            

蔡OO 400                            

潘OO 200                            

田OO 800                            

林OO 2,000                         

黃OO 600                            

石OO 200                            

黃OO 200                            

林OO 400                            

王OO 1,000                         

黃OO 2,500                         

蔡OO 1,500                         

田OO 1,000                         

林OO 1,500                         

林OO 1,000                         

黃OO 1,500                         

趙OO 500                            

趙OO 200                            

楊OO 400                            

潘OO 400                            

吳OO 200                            

呂OO 1,000                         



黃OO 1,000                         

劉OO 1,500                         

吳OO 1,000                         

林OO 500                            

黃OO 1,000                         

彭OO 2,067                         

潘OO 1,964                         

武OO 1,500                         

邱OO 1,500                         

李OO 1,500                         

廖OO 415                            

沈OO 1,000                         

趙OO 1,000                         

陳OO 1,500                         

潘OO 700                            

吳OO 1,000                         

呂OO 1,200                         

劉OO 600                            

潘OO 200                            

黃OO 200                            

吳OO 800                            

林OO 500                            

彭OO 2,500                         

朱OO 1,480                         

黃OO 4,000                         

呂OO 1,500                         

盧OO 200                            

彭OO 600                            

呂OO 200                            

黃OO 400                            

林OO 1,500                         

李OO 2,500                         

林OO 1,600                         

陳OO 7,500                         

徐OO 1,300                         

胡OO 600                            

胡OO 600                            

楊OO 700                            

鄭OO 500                            

陳OO 400                            

潘OO 2,500                         



黃OO 3,200                         

羅OO 2,500                         

李OO 1,500                         

石OO 1,500                         

陳OO 2,000                         

黃OO 2,500                         

朱OO 2,000                         

王OO 2,000                         

林O 1,500                         

趙OO 1,500                         

李OO 1,500                         

陳OO 1,500                         

楊OO 1,500                         

邱OO 1,000                         

黃OO 1,500                         

吳OO 1,500                         

呂OO 2,500                         

江OO 1,500                         

呂OO 1,000                         

陳OO 1,500                         

沈OO 1,500                         

范OO 500                            

陳OO 1,000                         

盧OO 1,500                         

田OO 1,500                         

陳OO 2,000                         

盧OO 1,067                         

吳OO 390                            

邱OO 150                            

邱OO 150                            

林OO 500                            

林OO 500                            

邱OO 410                            

潘OOO 2,000                         

邱OO 2,000                         

范OO 2,034                         

劉OO 2,037                         

蔡OO 1,500                         

田OO 1,000                         

邱OO 3,000                         

張OO 1,500                         



蘇OO 2,000                         

武OO 1,500                         

黃OO 1,000                         

潘OO 2,024                         

彭OO 2,057                         

廖OO 1,571                         

邱OO 1,500                         

李OO 1,500                         

呂OO 100                            

江OO 1,977                         

田OO 1,000                         

林OO 1,500                         

林OO 1,000                         

黃OO 1,500                         

林OO 2,000                         

李OO 2,500                         

陳OO 7,500                         

林OO 1,600                         

鐘OO 1,500                         

陳OO 2,000                         

劉OO 1,500                         

蕭OO 1,500                         

吳OO 1,000                         

黃OO 1,000                         

黃OO 3,500                         

潘OO 2,500                         

羅OO 500                            

彭OO 2,500                         

邱OO 2,000                         

盧OO 1,500                         

王OO 500                            

羅OO 2,500                         

李OO 1,500                         

石OO 1,500                         

陳OO 2,000                         

黃OO 2,500                         

朱OO 2,000                         

王OO 2,000                         

林O 1,500                         

沈OO 1,500                         

趙OO 1,500                         



李OO 1,500                         

陳OO 1,500                         

楊OO 1,500                         

邱OO 1,000                         

黃OO 1,500                         

吳OO 1,500                         

呂OO 2,500                         

江OO 1,500                         

呂OO 1,000                         

范OO 2,000                         

陳OO 1,500                         

陳OO 7,500                         

黃OO 1,500                         

林OO 2,000                         

呂OO 1,500                         

盧OO 1,147                         

羅OO 320                            

陳OO 258                            

羅OO 1,600                         

羅OO 1,600                         

江OO 2,097                         

李OO 2,500                         

劉OO 1,500                         

陳OO 2,000                         

陳OO 2,000                         

田OO 1,000                         

蔡OO 1,500                         

潘OOO 2,000                         

林OO 380                            

林OO 150                            

黃OO 1,500                         

林OO 1,500                         

林OO 1,000                         

林OO 1,600                         

陳OO 2,000                         

林OO 1,500                         

陳OO 1,500                         

黃OO 1,000                         

黃OO 3,500                         

潘OO 2,500                         

蘇OO 2,000                         



武OO 1,500                         

潘OO 2,000                         

彭OO 2,067                         

廖OO 869                            

廖OO 699                            

邱OO 1,500                         

李OO 1,500                         

邱OO 540                            

羅OO 500                            

李OO 150                            

李OO 150                            

呂OO 390                            

呂OO 1,000                         

田OO 1,500                         

田OO 2,000                         

呂OO 1,000                         

吳OO 1,500                         

邱OO 2,500                         

羅OO 1,500                         

羅OO 2,500                         

李OO 1,500                         

石OO 1,500                         

陳OO 2,000                         

黃OO 2,500                         

朱OO 2,000                         

王OO 2,000                         

林O 1,500                         

黃OO 2,000                         

盧OO 1,500                         

沈OO 1,500                         

李OO 2,000                         

陳OO 1,500                         

楊OO 1,500                         

邱OO 1,000                         

黃OO 1,500                         

吳OO 1,500                         

呂OO 2,500                         

李OO 1,500                         

江OO 1,500                         

呂OO 1,000                         

范OO 2,000                         



陳OO 1,500                         

盧OO 1,500                         

羅OO 500                            

羅OO 320                            

呂OO 2,000                         

陳OO 3,000                         

彭OO 2,500                         

陳OO 2,000                         

鍾OO 1,500                         

張OO 1,500                         

潘OO 1,460                         

劉OO 1,500                         

田OO 2,000                         

潘OOO 790                            

羅OO 400                            

張OO 450                            

張OO 500                            

黃OO 1,500                         

黃OO 1,500                         

邱OO 2,000                         

林OO 3,935                         

盧OO 2,000                         

蔡OO 1,500                         

潘OOO 2,000                         

洪OOO 1,800                         

洪OOO 698                            

吳OO 390                            

林OO 1,500                         

林OO 2,000                         

李OO 2,500                         

陳OO 7,500                         

陳OO 2,000                         

林OO 1,500                         

羅OO 2,500                         

李OO 1,500                         

石OO 1,500                         

陳OO 2,000                         

林OO 1,000                         

沈OO 1,500                         

李OO 2,000                         

陳OO 1,500                         



楊OO 1,500                         

邱OO 1,000                         

黃OO 2,000                         

吳OO 1,500                         

呂OO 2,500                         

李OO 1,500                         

楊OO 374                            

林OO 580                            

呂OO 200                            

呂OO 100                            

林OO 1,000                         

江OO 2,097                         

林OO 1,600                         

黃OO 2,000                         

趙OO 1,500                         

邱OO 2,500                         

羅OO 1,500                         

羅OO 500                            

陳OO 1,500                         

黃OO 1,000                         

黃OO 3,500                         

潘OO 2,500                         

劉OO 3,000                         

吳OO 1,000                         

陳OO 2,000                         

鍾OO 1,500                         

潘OO 1,479                         

張OO 1,500                         

彭OO 1,978                         

潘OO 2,024                         

武OO 1,500                         

廖OO 700                            

廖OO 800                            

蘇OO 2,000                         

邱OO 1,500                         

吳OO 1,500                         

邱OO 150                            

羅OO 480                            

林OO 500                            

彭OO 2,500                         

陳OO 1,500                         



呂OO 2,000                         

林OO 1,500                         

黃OO 2,500                         

朱OO 2,000                         

王OO 2,000                         

林O 1,500                         

黃OO 2,000                         

盧OO 1,500                         

江OO 1,500                         

呂OO 1,000                         

范OO 2,000                         

陳OO 1,500                         

盧OO 1,500                         

胡OO 394                            

林OO 390                            

淋OO 340                            

陳OO 3,000                         

彭OO 4,500                         

楊OO 384                            

楊OO 600                            

潘OO 900                            

呂OO 150                            

張OO 300                            

張OO 748                            

邱OO 2,000                         

林OO 2,019                         

林OO 500                            

林OO 500                            

田OO 2,000                         

王OO 2,000                         

劉OO 1,500                         

陳OO 2,000                         

林OO 1,500                         

陳OO 2,000                         

林OO 1,000                         

林OO 2,000                         

胡OO 2,000                         

李OO 1,200                         

黃OO 1,500                         

林OO 1,000                         

黃OO 1,500                         



江OO 2,000                         

蔡OO 1,500                         

潘OOO 2,000                         

羅OO 1,600                         

羅OO 1,600                         

羅OO 320                            

羅OO 240                            

羅OO 1,600                         

潘OO 1,585                         

鍾OO 1,500                         

張OO 1,500                         

邱OO 2,500                         

羅OO 1,500                         

李OO 4,000                         

林OO 1,600                         

陳OO 6,000                         

陳OO 2,000                         

胡OO 2,000                         

黃OO 3,500                         

趙OO 4,000                         

陳OO 3,000                         

劉OO 1,500                         

吳OO 1,000                         

黃OO 1,000                         

陳OO 1,500                         

羅OO 2,500                         

李OO 1,500                         

石OO 1,500                         

陳OO 2,000                         

林OO 1,000                         

林OO 1,500                         

黃OO 2,500                         

朱OO 2,000                         

王OO 2,000                         

林O 1,500                         

黃OO 2,000                         

盧OO 1,500                         

黃OO 320                            

王OO 570                            

陳OO 1,500                         

林OO 1,500                         



孫OO 1,500                         

呂OO 2,000                         

邱OO 2,000                         

王OO 2,000                         

呂OO 1,000                         

陳OO 2,000                         

田OO 1,000                         

胡OO 1,000                         

賴OO 2,000                         

吳OO 8,000                         

潘OO 2,004                         

彭OO 2,057                         

武OO 1,500                         

廖OO 1,507                         

賴OO 1,500                         

蘇OO 2,000                         

邱OO 1,500                         

趙OO 1,500                         

沈OO 1,500                         

李OO 2,000                         

陳OO 1,500                         

楊OO 1,500                         

邱OO 1,000                         

黃OO 2,000                         

吳OO 1,500                         

呂OO 2,500                         

李OO 1,500                         

江OO 1,500                         

范OO 2,000                         

陳OO 1,500                         

盧OO 1,500                         

蔡OO 970                            

羅OO 320                            

黃OO 320                            

林OO 2,005                         

彭OO 2,500                         

陳OO 2,000                         

林OO 1,500                         

劉OO 1,500                         

潘OO 2,000                         

蔡OO 1,500                         



邱OO 2,500                         

羅OO 1,500                         

陳OO 1,500                         

張OO 1,500                         

潘OO 1,495                         

胡OO 2,000                         

鍾OO 1,500                         

潘OO 2,004                         

范OO 1,500                         

胡OO 1,000                         

武OO 1,500                         

王OO 1,000                         

邱OO 1,500                         

吳OO 1,500                         

蘇OO 2,000                         

趙OO 1,500                         

張OO 4,500                         

黃OO 1,500                         

林OO 1,000                         

黃OO 1,500                         

陳OO 1,500                         

江OO 2,000                         

林OO 2,000                         

胡OO 2,000                         

李OO 1,200                         

吳OO 1,800                         

劉OO 1,500                         

陳OO 1,500                         

邱OO 420                            

李OO 460                            

吳OO 390                            

黃OO 320                            

王OO 469                            

張OO 1,600                         

張OO 1,600                         

羅OO 2,500                         

陳OO 2,000                         

林OO 1,000                         

林OO 1,500                         

黃OO 2,500                         

朱OO 2,000                         



王OO 2,000                         

林O 1,500                         

黃OO 2,000                         

盧OO 1,500                         

彭OO 2,000                         

沈OO 1,500                         

李OO 2,000                         

陳OO 1,500                         

楊OO 1,500                         

邱OO 1,000                         

黃OO 2,000                         

吳OO 1,500                         

呂OO 2,500                         

李OO 1,500                         

李OO 4,000                         

林OO 1,600                         

陳OO 6,000                         

黃OO 4,500                         

張OO 1,600                         

張OO 1,600                         

羅OO 640                            

李OO 1,500                         

陳OO 2,800                         

江OO 1,500                         

陳OO 1,500                         

范OO 2,000                         

張OO 200                            

張OO 150                            

陳OO 2,000                         

陳OO 2,000                         

田OO 2,000                         

呂OO 1,140                         

蔡OO 3,000                         

潘OOO 2,000                         

羅OO 320                            

潘OO 1,000                         

李OO 1,200                         

李OO 4,000                         

林OO 1,600                         

李OO 659                            

陳OO 3,000                         



彭OO 2,500                         

邱OO 2,000                         

林OO 2,021                         

張OO 1,600                         

張OO 1,600                         

陳OO 2,000                         

林OO 1,500                         

王OO 469                            

王OO 409                            

黃OO 1,500                         

林OO 2,000                         

陳OO 6,000                         

陳OO 2,800                         

陳OO 1,500                         

孫OO 1,500                         

林OO 1,500                         

呂OO 2,000                         

劉OO 1,500                         

王OO 2,000                         

黃OO 500                            

邱OO 1,500                         

吳OO 1,500                         

邱OO 3,000                         

羅OO 2,600                         

羅OO 320                            

邱OO 250                            

羅OO 2,500                         

林OO 1,000                         

黃OO 1,500                         

江OO 2,000                         

胡OO 2,000                         

陳OO 1,500                         

李OO 1,500                         

陳OO 2,000                         

林OO 1,000                         

林OO 1,500                         

黃OO 2,500                         

朱OO 2,000                         

王OO 2,000                         

林O 1,500                         

黃OO 2,000                         



盧OO 1,500                         

沈OO 1,500                         

李OO 2,000                         

陳OO 1,500                         

楊OO 1,500                         

邱OO 1,000                         

黃OO 2,000                         

吳OO 1,500                         

呂OO 2,500                         

李OO 1,500                         

趙OO 45                               

廖OO 599                            

江OO 1,500                         

范OO 2,000                         

呂OO 1,000                         

黃OO 320                            

黃OO 320                            

江OO 1,631                         

羅OO 1,500                         

邱OO 3,000                         

張OO 4,500                         

陳OO 1,500                         

鐘OO 1,500                         

張OO 1,500                         

潘OO 1,500                         

胡OO 2,000                         

鄭OO 1,500                         

吳OO 1,800                         

劉OO 1,500                         

陳OO 1,500                         

黃OO 4,500                         

胡OO 1,000                         

范OO 1,500                         

武OO 1,500                         

王OO 1,000                         

李OO 1,000                         

彭OO 2,000                         

潘OO 1,000                         

潘OO 1,024                         

蘇OO 2,000                         

趙OO 1,500                         



羅OO 320                            

楊OO 379                            

鐘OO 1,500                         

田OO 2,000                         

吳OO 2,000                         

陳OO 2,500                         

王OO 539                            

李OO 350                            

羅OO 2,600                         

羅OO 320                            

張OO 1,800                         

羅OO 2,500                         

李OO 1,200                         

陳OO 390                            

彭OO 2,500                         

林OO 1,500                         

陳OO 2,369                         

王OO 2,000                         

田OO 2,000                         

劉OO 1,000                         

王OO 640                            

王OO 570                            

李OO 4,000                         

陳OO 4,500                         

黃OO 2,250                         

黃OO 1,500                         

林OO 1,000                         

黃OO 1,500                         

江OO 2,000                         

陳OO 1,500                         

林OO 2,000                         

胡OO 2,000                         

吳OO 900                            

李OO 1,500                         

陳OO 2,000                         

林OO 1,000                         

林OO 1,500                         

鍾OO 1,500                         

黃OO 5,000                         

陳OO 2,800                         

林OO 1,500                         



林OO 1,500                         

孫OO 1,500                         

呂OO 2,000                         

陳OO 1,500                         

邱OO 2,000                         

林OO 2,026                         

廖OO 599                            

沈OO 1,500                         

陳OO 1,500                         

楊OO 1,500                         

邱OO 1,000                         

黃OO 2,000                         

吳OO 1,500                         

呂OO 2,500                         

李OO 1,500                         

呂OO 1,000                         

呂OO 570                            

劉OO 1,000                         

武OO 1,500                         

范OO 1,500                         

王OO 1,000                         

胡OO 1,028                         

彭OO 2,000                         

許OO 1,000                         

潘OO 2,004                         

李OO 1,000                         

邱OO 1,500                         

吳OO 1,500                         

趙OO 1,500                         

蘇OO 2,000                         

吳OO 1,000                         

劉OO 1,500                         

黃OO 4,500                         

羅OO 1,500                         

羅OO 320                            

陳OO 3,000                         

黃OO 2,500                         

朱OO 2,000                         

王OO 2,000                         

林O 1,500                         

黃OO 2,000                         



盧OO 1,500                         

吳OO 390                            

江OO 1,500                         

范OO 2,000                         

王OO 500                            

王OO 200                            

呂OO 1,000                         

楊OO 10,000                       

羅OO 1,500                         

邱OO 2,500                         

張OO 4,500                         

蔡OO 3,000                         

潘OOO 2,000                         

陳OO 1,500                         

潘OO 1,500                         

胡OO 2,000                         

鄭OO 1,500                         

羅OO 320                            

陳OO 3,000                         

王OO 2,335                         

陳OO 2,800                         

王OO 2,000                         

吳OO 2,000                         

王OO 570                            

王OO 1,000                         

王OO 320                            

張OO 2,500                         

羅OO 320                            

黃OO 2,000                         

梁OO 2,000                         

彭OO 2,500                         

黃OO 320                            

林OO 320                            

吳OO 390                            

王OO 539                            

吳OO 2,000                         

陳OO 2,000                         

陳OO 2,000                         

劉OO 2,500                         

吳OO 1,000                         

范OO 1,500                         



胡OO 1,000                         

王OO 1,000                         

彭OO 2,000                         

廖OO 629                            

蘇OO 2,000                         

邱OO 1,500                         

趙OO 1,200                         

廖OO 1,500                         

王OO 2,500                         

羅OO 2,500                         

張OO 2,500                         

鍾OO 1,500                         

潘OO 2,000                         

蔡OO 3,000                         

潘OO 1,000                         

羅OO 640                            

吳OO 1,000                         

陳OO 390                            

鄭OO 1,500                         

孫OO 1,500                         

陳OO 1,500                         

林OO 1,500                         

林OO 1,500                         

呂OO 2,000                         

林OO 2,000                         

邱OO 2,000                         

黃OO 2,500                         

朱OO 2,000                         

王OO 2,000                         

黃OO 2,000                         

盧OO 1,500                         

李OO 1,500                         

王OO 570                            

陳OO 2,000                         

林OO 1,500                         

劉OO 1,000                         

陳OO 2,000                         

黃OO 500                            

江OO 1,500                         

范OO 2,000                         

陳OO 8,000                         



呂OO 2,000                         

鄭OO 1,500                         

陳OO 1,500                         

潘OO 2,000                         

胡OO 2,000                         

陳OO 4,500                         

黃OO 4,500                         

曾OOO 2,000                         

黃OO 1,500                         

林OO 1,000                         

黃OO 1,500                         

江OO 2,000                         

黃OO 2,000                         

林OO 2,000                         

胡OO 2,000                         

李OO 1,200                         

曾OOO 1,500                         

林OO 1,500                         

許OO 1,000                         

潘OO 1,500                         

李OO 1,000                         

吳OO 1,500                         

呂OO 2,000                         

羅OO 320                            

李OO 1,500                         

楊OO 1,500                         

林OO 1,000                         

林OO 1,500                         

黃OO 2,000                         

呂OO 1,000                         

林OO 1,000                         

吳OO 320                            

張O 1,500                         

黃OO 4,500                         

羅OO 4                                 

陳OO 3,000                         

彭OO 2,500                         

陳OO 5,600                         

林OO 7,595                         

林OO 7,595                         

黃OO 4,500                         



黃OO 1,500                         

黃OO 1,500                         

胡OO 2,000                         

曾OOO 1,500                         

林OO 2,000                         

李OO 1,200                         

李OO 150                            

邱OO 2,000                         

林OO 640                            

王OO 570                            

潘OO 6,500                         

潘OO 2,000                         

蔡OO 3,000                         

楊OO 2,300                         

呂OO 1,000                         

王OO 2,000                         

吳OO 2,000                         

邱OO 1,500                         

吳OO 2,000                         

劉OO 1,000                         

邱OO 1,500                         

陳OO 2,000                         

潘OO 1,500                         

趙OO 1,200                         

趙OO 300                            

田OO 2,000                         

羅OO 4                                 

詹OO 2,500                         

張OO 2,500                         

吳OO 1,000                         

李OO 1,500                         

楊OO 1,500                         

林OO 1,500                         

胡OO 1,000                         

李OO 1,000                         

梁OO 2,000                         

田OO 2,000                         

呂OO 570                            

呂OO 570                            

王OO 1,850                         

王OO 300                            



趙OO 300                            

王OO 539                            

陳OO 1,500                         

黃OO 320                            

林OO 320                            

江OO 1,500                         

范OO 2,000                         

呂OO 2,000                         

潘OO 2,000                         

胡OO 2,000                         

鄭OO 1,500                         

林OO 1,500                         

彭OO 2,000                         

廖OO 1,500                         

許OO 1,000                         

王OO 2,500                         

蘇OO 2,000                         

黃OO 4,500                         

楊OO 389                            

羅OO 4                                 

陳OO 110                            

范OO 1,500                         

區OO 2,000                         

區OO 2,000                         

陳OO 4,500                         

鍾OO 1,500                         

孫OO 1,500                         

陳OO 1,500                         

王OO 1,000                         

廖OO 1,000                         

林OO 1,500                         

黃OO 10,000                       

陳OO 4,000                         

黃OO 4,500                         

李OO 670                            

林OO 2,000                         

范OO 1,500                         

黃OO 1,500                         

曾OOO 1,500                         

胡OO 2,000                         

林OO 1,500                         



黃OO 1,500                         

李OO 1,000                         

黃OO 2,000                         

黃OO 2,000                         

呂OO 1,000                         

彭OO 2,500                         

林O 1,500                         

陳OO 2,500                         

林OO 320                            

王OO 300                            

陳OO 2,000                         

林OO 5,420                         

林OO 5,420                         

黃OO 2,000                         

邱OO 2,000                         

林OO 1,000                         

陳OO 1,500                         

孫OO 1,500                         

呂OO 1,000                         

吳OO 2,000                         

劉OO 1,000                         

吳OO 1,500                         

吳OO 2,000                         

趙OO 1,200                         

趙OO 300                            

趙OO 45                               

邱OO 1,500                         

吳OO 1,500                         

陳OO 2,000                         

江OO 1,500                         

范OO 2,000                         

羅OO 2,500                         

張OO 2,500                         

吳OO 1,000                         

羅OO 3,000                         

陳OO 4,500                         

陳OO 390                            

李OO 1,500                         

楊OO 1,500                         

林OO 1,500                         

邱OO 6,000                         



徐OO 4,000                         

黃OO 2,000                         

鍾OO 1,500                         

王OO 300                            

王OO 2,000                         

王OO 539                            

陳OO 2,000                         

王OO 2,000                         

陳O 2,000                         

呂OO 2,000                         

陳O 1,000                         

彭OO 2,000                         

廖OO 1,500                         

黃OO 4,500                         

羅OO 320                            

呂OO 1,000                         

王OO 1,000                         

林OO 1,500                         

梁OO 2,000                         

胡OO 1,000                         

廖OO 1,438                         

黃OO 2,500                         

朱OO 2,000                         

王OO 2,000                         

黃OO 2,000                         

李OO 1,500                         

呂OO 1,000                         

蔡OO 3,000                         

潘OO 2,000                         

潘OO 2,000                         

潘OO 1,500                         

鄭OO 1,500                         

林OO 1,500                         

許OO 1,000                         

邱OO 1,500                         

王OO 2,500                         

潘OO 1,500                         

陳OO 2,000                         

吳OO 2,000                         

張O 1,500                         

趙OO 1,500                         



劉OO 1,000                         

彭OO 2,000                         

廖OO 1,500                         

許OO 1,000                         

邱OO 1,484                         

羅OO 320                            

楊OO 784                            

黃OO 270                            

楊OO 270                            

羅OO 270                            

潘OO 270                            

潘OO 1,185                         

王OO 800                            

陳OO 1,500                         

孫OO 1,500                         

林O 1,500                         

王OO 1,020                         

王OO 450                            

吳OO 1,020                         

張O 1,290                         

林OO 320                            

呂OO 1,000                         

陳OO 2,000                         

邱OO 1,500                         

吳OO 2,000                         

蘇OO 2,000                         

羅OO 320                            

呂OO 2,150                         

楊OO 474                            

李OO 590                            

陳OO 435                            

邱OO 2,000                         

胡OO 1,000                         

呂OO 1,000                         

林OO 1,000                         

陳OO 2,500                         

彭OO 2,500                         

田OO 2,000                         

王OO 539                            

呂OO 990                            

陳OO 4,500                         



黃OO 4,500                         

范OO 1,500                         

黃OO 1,500                         

曾OOO 1,500                         

黃OO 1,500                         

黃OO 2,000                         

區OO 2,000                         

胡OO 2,000                         

林OO 2,000                         

潘OO 2,000                         

潘OO 1,500                         

林OO 1,500                         

周OO 1,000                         

鄭OO 1,500                         

羅OO 240                            

王OO 1,000                         

田OO 2,000                         

黃OO 4,500                         

王OO 2,500                         

陳OO 500                            

楊OO 455                            

羅OO 455                            

林OO 455                            

黃OO 455                            

陳OO 4,200                         

楊OO 4,938                         

王OO 300                            

王OO 300                            

蔡OO 3,000                         

潘OO 2,000                         

林OO 5,420                         

林OO 5,420                         

黃OO 500                            

吉O 500                            

林OO 200                            

何OO 500                            

郭OO 500                            

王OO 200                            

陳OO 500                            

陳OO 500                            

楊OO 500                            



侯OO 2,000                         

侯OO 2,000                         

侯OO 2,000                         

李OO 3,000                         

林OO 1,483                         

吳OO 3,000                         

李OO 3,000                         

沈OO 3,000                         

李OO 3,000                         

許OO 2,000                         

陳OO 1,000                         

林OO 1,541                         

黃OO 17,000                       

王OO 2,140                         

吳OO 3,000                         

許OO 2,000                         

陳OO 1,000                         

沈OO 3,000                         

李OO 3,000                         

李OO 4,000                         

許OO 2,000                         

紀OO 2,000                         

游OO 2,000                         

久OO渲 1,000                         

郭OO 2,000                         

沈OO 3,000                         

李OO 3,000                         

許OO 2,000                         

紀OO 1,978                         

游OO 1,977                         

李OO 1,000                         

沈OO 3,000                         

黃OO 4,570                         

郭OO 2,000                         

許OO 2,000                         

游OO 1,978                         

紀OO 1,978                         

李OO 1,000                         

白OO 1,000                         

陳OO 1,000                         

林OO 1,795                         



黃OO 1,660                         

梁OO 3,500                         

鄭OO 2,916                         

李OO 3,000                         

沈OO 3,000                         

吳OO 931                            

連OO 2,000                         

李OO 500                            

李OO 500                            

侯OO 1,500                         

侯OO 1,500                         

李OO 1,000                         

張OO 3,000                         

王OO 1,000                         

王OO 1,000                         

萬OO 1,000                         

莊OO 2,000                         

許OO 3,000                         

余OO 3,000                         

侯OO 1,500                         

侯OO 1,500                         

王OO 200                            

王OO 200                            

萬OO 800                            

萬OO 200                            

洪OO 200                            

徐OO 500                            

莊OO 200                            

郭OO 200                            

郭OO 200                            

胡OO 200                            

胡OO 200                            

胡OO 200                            

林OO 1,970                         

黃OO 1,000                         

黃OO 2,000                         

黃OO 3,900                         

許OO 1,500                         

莊OO 1,000                         

吳OO 1,000                         

鄭OO 2,000                         



徐OO 2,000                         

楊OO 1,000                         

薛OO 1,000                         

胡OO 3,000                         

萬OO 2,000                         

郭OO 3,000                         

陳OO 1,000                         

顏OO 1,000                         

陳OO 200                            

薛OO 200                            

薛OO 200                            

薛OO 200                            

許OO 200                            

余OO 200                            

許OO 200                            

劉OO 200                            

董OO 200                            

莊OO 394                            

李OO 500                            

李OO 500                            

侯OO 2,000                         

侯OO 2,000                         

李OO 1,000                         

張OO 3,000                         

萬OO 3,000                         

莊OO 2,000                         

許OO 3,000                         

余OO 3,000                         

林OO 3,361                         

胡OO 3,000                         

郭OO 2,000                         

王OO 2,000                         

陳OO 1,000                         

許OO 1,500                         

莊OO 1,000                         

吳OO 1,000                         

鄭OO 2,000                         

楊OO 1,000                         

顏OO 1,000                         

楊OO 900                            

顏OO 200                            



顏OO 200                            

吳OO 400                            

何O 500                            

劉OO 600                            

潘OO 600                            

莊OO 400                            

許OO 200                            

張OO 400                            

田OO 500                            

楊OO 1,300                         

孫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林OO 400                            

黃OO 200                            

葉OO 400                            

李OO 600                            

侯OO 400                            

李OO 200                            

周OO 400                            

萬OO 1,700                         

黃OO 2,000                         

黃OO 2,000                         

徐OO 2,000                         

莊OO 2,000                         

許OO 3,000                         

林OO 1,880                         

黃OO 1,000                         

張OO 1,500                         

周OO -                             

李OO 500                            

李OO 500                            

李OO 1000

張OO 3000

張OO 9,270                         

黃OO 1,000                         

鄭OO 2,000                         

萬OO 1,700                         

胡OO 3,000                         

郭OO 2,000                         

王OO 2,000                         



陳OO 1,000                         

許OO 1,500                         

莊OO 1,000                         

吳OO 1,000                         

楊OO 1,000                         

顏OO 1,000                         

侯OO 1,500                         

侯OO 1,500                         

莊OO 2,000                         

林OO 1,925                         

黃OO 1,000                         

黃OO 2,000                         

許OO 3,000                         

余OO 3,000                         

李OO 500                            

李OO 500                            

周OO 2,000                         

張OO 1,500                         

李OO 1,000                         

張OO 3,000                         

王OO 2,000                         

胡OO 3,000                         

郭OO 2,000                         

顏OO 1,000                         

王OO 2,000                         

楊OO 1,000                         

許OO 1,500                         

莊OO 1,000                         

吳OO 1,000                         

鄭OO 2,000                         

莊OO 2,700                         

萬OO 1,700                         

李OO 500                            

李OO 500                            

周OO 2,000                         

侯OO 1,500                         

侯OO 1,500                         

李OO 1,000                         

張OO 3,000                         

許OO 3,000                         

余OO 3,000                         



莊OO 4,000                         

洪OO 425                            

萬OO 1,700                         

王OO 2,000                         

胡OO 3,000                         

郭OO 2,000                         

王OO 2,000                         

鄭OO 2,000                         

楊OO 1,000                         

顏OO 1,000                         

莊OO 1,000                         

王OO 2,000                         

張OO 1,500                         

林OO 1,925                         

黃OO 1,000                         

黃OO 2,000                         

吳OO 1,000                         

李OO 500                            

李OO 500                            

侯OO 1,500                         

侯OO 1,500                         

周OO 2,000                         

李OO 1,000                         

張OO 3,000                         

許OO 3,000                         

余OO 3,000                         

莊OO 4,000                         

鄭OO 2,000                         

黃OO 1,000                         

黃OO 2,000                         

張OO 1,500                         

林OO 3,000                         

黃OO 3,000                         

吳OO 1,000                         

胡OO 3,000                         

郭OO 2,000                         

楊OO 1,000                         

顏OO 1,000                         

莊OO 1,000                         

王OO 2,000                         

余OO 3,000                         



郭OO 2,000                         

莊OO 1,000                         

鄭OO 2,000                         

王OO 2,000                         

萬OO 1,700                         

張OO 1,500                         

侯OO 1,500                         

侯OO 1,500                         

李OO 1,500                         

張OO 3,000                         

周OO 2,000                         

莊OO 4,000                         

胡OO 2,000                         

吳OO 2,000                         

洪OO 2,000                         

林OO 1,000                         

黃OO 2,000                         

楊OO 1,000                         

王OO 2,000                         

陳OO 1,000                         

郭OO 2,000                         

莊OO 1,000                         

鄭OO 2,000                         

胡OO 2,000                         

王OO 3,200                         

方OO 1,500                         

余OO 5,000                         

吳OO 8,000                         

張OO 3,000                         

許OO 3,000                         

王OO 2,000                         

楊OO 1,000                         

侯OO 6,000                         

莊OO 1,010                         

李OO 1,500                         

方OO 1,500                         

朱OO 1,000                         

郭OO 2,000                         

莊OO 1,000                         

鄭OO 2,000                         

胡OO 2,000                         



王OO 2,000                         

余OO 5,000                         

張OO 3,000                         

張OO 2,500                         

吳OO 5,000                         

黃OO 2,000                         

林OO 3,000                         

羅OO 5,000                         

張OO 8,000                         

吳OO 2,000                         

洪OO 2,000                         

林OO 2,000                         

吳OO 1,000                         

洪OO 1,188                         

黃OO 2,000                         

方OO 1,500                         

朱OO 1,000                         

涂OO 2,000                         

楊OO 1,000                         

王OO 2,000                         

李OO 1,500                         

姜OO 1,000                         

吳OO 2,500                         

羅OO 5,000                         

余OO 5,000                         

朱OO 3,000                         

許OO 1,850                         

莊OO 1,000                         

張OO 2,500                         

陳OO 1,600                         

郭OO 2,000                         

鄭OO 2,000                         

胡OO -                             

王OO 2,000                         

侯OO 3,000                         

余OO 2,000                         

周OO 3,500                         

羅OO 2,000                         

林OO 1,000                         

洪OO 570                            

許OO 1,850                         



涂OO 2,000                         

洪OO 500                            

馮OO 1,000                         

周OO 3,500                         

方OO 1,000                         

涂OO 2,000                         

郭OO 2,000                         

鄭OO 2,000                         

王OO 1,000                         

王OO 1,000                         

侯OO 1,500                         

侯OO 1,500                         

余OO 5,000                         

楊OO 1,000                         

王OO 2,000                         

洪OO 1,232                         

張OO 2,500                         

陳OO 1,000                         

羅OO 5,000                         

張OO 1,000                         

許OO 1,850                         

曾OO 2,000                         

廖OO 2,000                         

胡OO 2,000                         

吳OO 2,500                         

楊OO 1,000                         

吳OO 1,000                         

許OO 1,850                         

方OO 1,000                         

楊OO 1,000                         

王OO 2,000                         

洪OO 500                            

馮OO 1,000                         

謝OO 2,000                         

洪OO 1,232                         

張OO 1,000                         

涂OO 2,000                         

裴OO 1,500                         

曾OO 2,000                         

朱OO 4,000                         

張OO 2,500                         



陳OO 1,000                         

余OO 5,000                         

羅OO 5,000                         

吳OO 2,500                         

王OO 1,000                         

王OO 1,000                         

侯OO 1,500                         

侯OO 1,500                         

郭OO 2,000                         

鄭OO 2,000                         

胡OO 2,000                         

方OO 1,000                         

王OO 2,000                         

林OO 5,000                         

胡OO 2,500                         

洪OO 1,210                         

洪OO 500                            

馮OO 1,000                         

廖OO 2,000                         

吳OO 1,000                         

邱OO 1,365                         

陳OO 2,000                         

郭OO 1,000                         

陳OO 3,000                         

謝OO 1,500                         

劉OO 1,000                         

李OO 2,000                         

林OO 2,000                         

柯OO 3,000                         

李OO 200                            

陳OO 1,000                         

林OO 200                            

郭OO 1,600                         

柯OO 700                            

郭OO 4,000                         

李OO 400                            

楊OO 600                            

羅OO 200                            

麥OO 1,000                         

邱OO 500                            

余OO 200                            



羅OO 700                            

陳OO 1,300                         

郭OO 1,600                         

謝OO 1,600                         

劉OO 200                            

邱OO 1,400                         

陳OO 2,000                         

郭OO 3,000                         

郭OO 1,000                         

楊OO 3,000                         

謝OO 1,500                         

劉OO 1,000                         

邱OO 1,400                         

郭OO 4,000                         

柯OO 3,000                         

李OO 2,000                         

邱OO 2,000                         

陳OO 3,000                         

陳OO 1,500                         

謝OO 1,500                         

郭OO 1,000                         

黃OO 3,000                         

陳OO 1,400                         

李OO 2,000                         

柯OO 2,100                         

郭OO 1,200                         

李OO 2,000                         

柯OO 2,100                         

林OO 3,000                         

柯OO 3,000                         

邱OO 2,000                         

潘OO 2,100                         

郭OO 1,000                         

楊OO 3,000                         

陳OO 1,500                         

謝OO 1,500                         

陳OO 1,400                         

林OO 2,000                         

柯OO 2,100                         

林OO 1,000                         

郭OO 3,000                         



李OO 1,500                         

郭OO 3,000                         

林OO 2,054                         

邱OO 2,000                         

潘OO 500                            

郭OO 1,000                         

楊OO 3,000                         

陳OO 1,500                         

謝OO 1,500                         

郭OO 3,000                         

李OO 1,500                         

柯OO 2,100                         

邱OO 2,000                         

潘OO 500                            

黃OO 500                            

楊OO 3,000                         

陳OO 1,500                         

謝OO 1,500                         

郭OO 1,000                         

林OO 2,000                         

郭OO 3,000                         

李OO 1,500                         

涂OO 5,000                         

邱OO 2,000                         

黃OO 500                            

郭OO 1,000                         

陳OO 1,500                         

潘OO 500                            

謝OO 1,500                         

郭OO 3,000                         

李OO 1,500                         

林OO 2,000                         

林OO 1,340                         

莊OO 2,500                         

郭OO 1,000                         

陳OO 1,500                         

謝OO 1,500                         

潘OO 500                            

謝OO 1,500                         

黃OO 2,500                         

黃OO 1,900                         



林OO 720                            

郭OO 3,000                         

李OO 1,500                         

林OO 2,000                         

柯OO 1,000                         

柯OO 1,000                         

林OO 2,000                         

曾OO 1,000                         

張OO 2,000                         

黃OO 2,500                         

邱OO 3,000                         

郭OO 920                            

陳OO 1,500                         

陳OO 3,500                         

陳OO 1,500                         

黃OO 1,500                         

柯OO 1,500                         

柯OO 1,500                         

郭OO 1,900                         

張OO 2,000                         

郭OO 3,000                         

李OO 1,500                         

林OO 2,000                         

林OO 2,000                         

曾OO 1,000                         

林OO 230                            

潘OO 1,000                         

 OO俞 1,000                         

郭OO 1,900                         

張OO 2,000                         

郭OO 3,000                         

李OO 1,500                         

林OO 2,000                         

曾OO 1,000                         

吳OO 2,000                         

黃OO 2,500                         

潘OO 1,000                         

 OO俞 1,000                         

郭OO 1,000                         

陳OO 1,500                         

謝OO 1,500                         



李OO 1,500                         

林OO 2,000                         

曾OO 1,000                         

吳OO 2,000                         

謝OO 1,500                         

李OO 2,000                         

張OO 2,000                         

郭OO 1,900                         

黃OO 2,500                         

潘OO 1,000                         

 OO俞 1,000                         

郭OO 1,000                         

陳OO 1,500                         

吳OO 2,000                         

吳OO 2,000                         

吳OO 2,000                         

陳OO 1,000                         

劉OO 1,000                         

李OO 1,000                         

陳OO 1,000                         

羅OO 3,000                         

黃OO 3,000                         

陳OO 5,000                         

鐘OO 2,000                         

風OO 2,000                         

賴OO 2,000                         

林OO 2,000                         

蔡OO 1,000                         

王OO 2,000                         

梁OO 3,000                         

謝OO 1,000                         

羅OO 1,000                         

林OO 2,000                         

翁OO 2,000                         

邱OO 2,000                         

鍾OO 2,000                         

鍾OO 2,000                         

邱OO 3,000                         

名OO 1,000                         

朱OO 2,000                         

廖OO 1,000                         



吳OO 2,000                         

鄭OO 1,000                         

張OO 2,000                         

李OO 2,000                         

陳OO 3,000                         

章OO 2,000                         

羅OO 1,000                         

黃OO 2,000                         

鍾OO 3,000                         

陳OO 3,000                         

鍾OO 3,000                         

陳OO 3,000                         

邱OO 600                            

江OO 3,000                         

練OO 3,000                         

黃OO 2,000                         

廖OO 2,000                         

高OO 600                            

練OO 600                            

羅OO 700                            

賴OO 700                            

林OO 400                            

陳OO 600                            

潘OO 400                            

黃OO 1,000                         

胡OO 800                            

朱OO 1,000                         

黃OO 700                            

鍾OO 1,000                         

姜OO 700                            

阮OO 1,000                         

蔡OO 200                            

周OO 200                            

紀OO 700                            

管OO 200                            

林OO 400                            

楊OO 500                            

廖OO 500                            

陳OO 500                            

殷OO 3,000                         

李OO 4,000                         



楊OO 1,000                         

黃OO 2,000                         

鄭OO 3,000                         

廖OO 1,000                         

宋OO 3,000                         

秦OO 2,000                         

徐OO 3,000                         

駱OO 3,000                         

黃OO 400                            

鄭OO 1,500                         

李OO 600                            

蘇OO 600                            

邱OO 400                            

羅OO 500                            

吳OO 200                            

陳OO 600                            

鍾OO 1,000                         

張OO 400                            

蘇OO 1,000                         

徐OO 600                            

李OO 400                            

翁OO 400                            

鍾OO 500                            

風OO 800                            

黃OO 1,000                         

駱OO 1,400                         

 OO茹 600                            

黃OO 1,000                         

錢OO 200                            

林OO 1,000                         

連OO 400                            

黃OO 3,000                         

鐘OO 2,000                         

風OO 2,000                         

賴OO 2,000                         

林OO 2,000                         

蔡OO 1,000                         

梁OO 3,000                         

謝OO 1,000                         

羅OO 1,000                         

林OO 2,000                         



翁OO 2,000                         

邱OO 2,000                         

鍾OO 2,000                         

鍾OO 2,000                         

邱OO 3,000                         

名OO 1,000                         

朱OO 2,000                         

廖OO 1,000                         

吳OO 2,000                         

鄭OO 1,000                         

張OO 2,000                         

李OO 2,000                         

陳OO 3,000                         

黃OO 2,000                         

陳OO 3,000                         

陳OO 3,000                         

劉OO 2,000                         

練OO 3,000                         

江OO 3,000                         

廖OO 2,000                         

王OO 1,000                         

殷OO 3,000                         

鍾OO 1,388                         

殷OO 22,000                       

陳OO 7,500                         

游OO 1,000                         

黃OO 2,000                         

高OO 3,000                         

溫OO 1,000                         

練OO 3,000                         

王OO 1,000                         

廖OO 2,000                         

阮OO 4,000                         

殷OO 3,000                         

潘OO 3,000                         

陳OO 7,500                         

鐘OO 2,000                         

風OO 2,000                         

賴OO 2,000                         

林OO 2,000                         

蔡OO 1,000                         



梁OO 3,000                         

謝OO 1,000                         

羅OO 1,000                         

林OO 2,000                         

翁OO 2,000                         

邱OO 2,000                         

鍾OO 2,000                         

鍾OO 2,000                         

邱OO 3,000                         

名OO 1,000                         

朱OO 2,000                         

廖OO 1,000                         

鄭OO 1,000                         

張OO 2,000                         

李OO 2,000                         

陳OO 3,000                         

黃OO 2,000                         

管OO 3,000                         

陳OO 3,000                         

陳OO 3,000                         

廖OO 1,067                         

周OO 3,000                         

姜OO 6,000                         

羅OO 395                            

汪OO 3,000                         

羅OO 5,000                         

陳OO 5,000                         

黃OO 2,000                         

練OO 3,000                         

名OO 1,000                         

江OO 3,000                         

晏OO 2,000                         

廖OO 2,000                         

王OO 1,000                         

溫OO 1,000                         

黃OO 2,000                         

王OO 3,000                         

鄭OO 3,000                         

羅OO 2,000                         

秦OO 2,000                         

駱OO 3,000                         



徐OO 3,000                         

宋OO 3,000                         

潘OO 3,000                         

陳OO 7,500                         

鐘OO 2,000                         

風OO 2,000                         

賴OO 2,000                         

林OO 2,000                         

蔡OO 1,000                         

梁OO 3,000                         

謝OO 1,000                         

羅OO 1,000                         

林OO 2,000                         

翁OO 2,000                         

邱OO 2,000                         

鍾OO 2,000                         

鍾OO 2,000                         

邱OO 3,000                         

名OO 2,000                         

朱OO 2,000                         

廖OO 1,000                         

鄭OO 1,000                         

張OO 2,000                         

李OO 2,000                         

陳OO 3,000                         

黃OO 2,000                         

吳OO 1,000                         

羅OO 2,000                         

駱OO 3,000                         

廖OO 2,000                         

陳OO 3,000                         

陳OO 3,000                         

管OO 3,000                         

游OO 1,000                         

范OO 3,000                         

鄭OO 3,000                         

羅OO 2,000                         

黃OO 2,000                         

駱OO 3,000                         

秦OO 2,000                         

徐OO 3,000                         



邱OO 2,000                         

宋OO 3,000                         

章OO 4,000                         

陳OO 3,000                         

陳OO 3,000                         

管OO 3,000                         

黃OO 3,000                         

鐘OO 2,000                         

風OO 2,000                         

賴OO 2,000                         

林OO 2,000                         

蔡OO 1,000                         

梁OO 3,000                         

謝OO 1,000                         

羅OO 1,000                         

林OO 2,000                         

翁OO 2,000                         

邱OO 2,000                         

鍾OO 2,000                         

鍾OO 2,000                         

邱OO 3,000                         

名OO 2,000                         

朱OO 2,000                         

廖OO 1,000                         

鄭OO 1,000                         

張OO 2,000                         

李OO 2,000                         

陳OO 3,000                         

黃OO 2,000                         

吳OO 1,000                         

羅OO 2,000                         

駱OO 3,000                         

廖OO 2,000                         

秦OO 2,000                         

宋OO 3,000                         

徐OO 3,000                         

黃OO 2,000                         

練OO 3,000                         

高OO 3,000                         

溫OO 1,000                         

晏OO 2,000                         



楊OO 1,000                         

陳OO 3,000                         

黎OO 3,000                         

黃OO 3,000                         

鄭OO 2,000                         

潘OO 3,000                         

陳OO 7,500                         

潘OO 3,000                         

王OO 3,000                         

鄭OO 3,000                         

黃OO 2,000                         

宋OO 3,000                         

林OO 3,000                         

游OO 1,000                         

邱OO 2,000                         

徐OO 3,000                         

秦OO 2,000                         

鐘OO 2,000                         

風OO 2,000                         

賴OO 2,000                         

林OO 2,000                         

蔡OO 1,000                         

梁OO 3,000                         

謝OO 1,000                         

羅OO 1,000                         

林OO 2,000                         

翁OO 2,000                         

邱OO 2,000                         

鍾OO 2,000                         

鍾OO 2,000                         

邱OO 3,000                         

名OO 2,000                         

朱OO 2,000                         

廖OO 1,000                         

鄭OO 1,000                         

張OO 2,000                         

李OO 2,000                         

陳OO 3,000                         

吳OO 1,000                         

羅OO 2,000                         

駱OO 3,000                         



廖OO 2,000                         

秦OO 2,000                         

宋OO 3,000                         

徐OO 3,000                         

練OO 3,000                         

鄭OO 3,000                         

陳OO 15,000                       

洪OOO 2,000                         

洪OOO 1,000                         

黃OO 2,000                         

練OO 3,000                         

晏OO 2,000                         

高OO 3,000                         

王OO 1,000                         

黎OO 3,000                         

黃OO 3,000                         

溫OO 1,000                         

林OO 3,000                         

洪OO 2,000                         

洪OO 3,000                         

陳OO 3,000                         

游OO 1,000                         

鄭OO 3,000                         

黃OO 2,000                         

范OO 3,000                         

邱OO 2,000                         

林OO 3,000                         

鄭OO 2,000                         

陳OO 7,500                         

哈OOOO 3,000                         

賴OO 2,000                         

范OO 3,000                         

黃OO 3,000                         

林OO 2,000                         

劉OO 3,000                         

鐘OO 2,000                         

風OO 2,000                         

賴OO 2,000                         

林OO 2,000                         

蔡OO 1,000                         

梁OO 3,000                         



名OO 2,000                         

邱OO 3,000                         

陳OO 3,000                         

朱OO 2,000                         

廖OO 1,000                         

鄭OO 1,000                         

張OO 2,000                         

管OO 3,000                         

廖OO 2,000                         

黃OO 3,000                         

練OO 3,000                         

王OO 3,000                         

楊OO 1,000                         

洪OOO 2,000                         

洪OOO 2,000                         

黃OO 3,000                         

羅OO 3,000                         

江OO 3,000                         

謝OO 1,000                         

羅OO 1,000                         

林OO 2,000                         

翁OO 2,000                         

邱OO 2,000                         

鍾OO 2,000                         

鍾OO 2,000                         

李OO 2,000                         

陳OO 3,000                         

吳OO 1,000                         

羅OO 2,000                         

駱OO 3,000                         

秦OO 2,000                         

宋OO 3,000                         

徐OO 3,000                         

鄭OO 3,000                         

鍾OO 2,000                         

劉OO 3,000                         

黃OO 2,000                         

黃OO 3,000                         

高OO 3,000                         

晏OO 2,000                         

劉OO 3,000                         



黎OO 3,000                         

溫OO 1,000                         

徐OO 3,000                         

鄭OO 2,000                         

黃OO 3,000                         

陳OO 7,500                         

陳OO 820                            

賴OO 2,000                         

黃OO 2,000                         

邱OO 2,000                         

黃OO 2,000                         

劉OO 3,000                         

游OO 1,000                         

黃OO 3,000                         

徐OO 3,000                         

鄭OO 2,000                         

范OO 3,000                         

姚OO 2,000                         

鍾OO 2,000                         

翁OO 3,000                         

黃OO 2,000                         

黃OO 2,000                         

賴OO 2,000                         

黃OO 3,000                         

林OO 4,000                         

黄OO 2,000                         

潘OO 2,000                         

陳OO 3,000                         

胡OO 3,000                         

名OO 2,000                         

朱OO 2,000                         

魏OO 1,000                         

汪OO 2,000                         

紀OO 2,000                         

練OO 3,000                         

楊OO 1,000                         

洪OO 2,000                         

高OO 3,000                         

羅OO 3,000                         

黃OO 3,000                         

謝OO 2,000                         



劉OO 3,000                         

管OO 3,000                         

黃OO 3,000                         

林OO 3,000                         

林OO 2,000                         

陳OO 5,000                         

范OO 3,000                         

鄭OO 2,000                         

翁OO 2,000                         

羅OO 1,000                         

章OO 1,000                         

陳OO 3,000                         

哈OOOO 3,000                         

賴OO 2,000                         

江OO 1,000                         

翁OO 5,000                         

羅OO 5,000                         

連OO 4,000                         

林OO 2,000                         

邱OO 2,000                         

鍾OO 2,000                         

鍾OO 2,000                         

駱OO 3,000                         

秦OO 2,000                         

宋OO 3,000                         

徐OO 3,000                         

鄭OO 3,000                         

邱OO 2,000                         

林OO 3,000                         

賴OO 2,000                         

黃OO 3,000                         

黃OO 2,000                         

晏OO 2,000                         

劉OO 3,000                         

陳OO 5,000                         

鍾OO 2,000                         

鍾OO 2,000                         

彭OO 3,000                         

游OO 1,000                         

鍾OO 1,013                         

吳OO 1,000                         



彭OO 3,000                         

林OO 2,000                         

黃OO 2,000                         

翁OO 3,000                         

姚OO 2,000                         

鍾OO 2,000                         
黃OO 2,000                         

陳OO 3,000                         

黃OO 3,000                         

劉OO 340                            

管OO 3,000                         

黃OO 3,000                         

林OO 3,000                         

林OO 2,000                         

陳OO 5,000                         

彭OO 3,000                         

潘OO 2,000                         

陳OO 3,000                         

名OO 2,000                         

朱OO 2,000                         

魏OO 1,000                         

汪OO 2,000                         

紀OO 2,000                         

練OO 3,000                         

楊OO 1,000                         

洪OO 2,000                         

高OO 3,000                         

羅OO 3,000                         

黃OO 3,000                         

謝OO 2,000                         

劉OO 3,000                         

范OO 3,000                         

鄭OO 2,000                         

翁OO 2,000                         

羅OO 1,000                         

章OO 1,000                         

徐OO 2,000                         

陳OO 3,000                         

哈OOOO 3,000                         

賴OO 2,000                         

江OO 1,000                         



林OO 2,000                         

邱OO 2,000                         

鍾OO 2,000                         

鍾OO 2,000                         

駱OO 3,000                         

秦OO 2,000                         

宋OO 3,000                         

徐OO 3,000                         

鄭OO 3,000                         

邱OO 2,000                         

林OO 3,000                         

賴OO 2,000                         

黃OO 3,000                         

陳OO 3,000                         

林OO 1,770                         

謝OO 4,000                         

張OO 3,000                         

黃OO 2,000                         

施OO 1,000                         

張OO 3,000                         

陳OO 6,000                         

黃OO 3,000                         

陳OO 5,000                         

陳OO 1,000                         

邱OO 5,000                         

陳OO 1,000                         

李OO 1,000                         

游OO 2,000                         

黃OO 2,000                         

錢OO 2,000                         

施OO 1,000                         

張OO 3,000                         

楊OO 4,000                         

朱OO 4,000                         

姜OO 4,000                         

張OO 2,000                         

魏OO 1,558                         

陳OO 1,180                         

葉OO 3,000                         

劉OO 1,000                         

溫OO 1,000                         



溫OO 1,000                         

林OO 2,000                         

潘OO 2,000                         

陳OO 3,000                         

名OO 2,000                         

朱OO 2,000                         

魏OO 1,000                         

汪OO 2,000                         

紀OO 2,000                         

練OO 3,000                         

楊OO 1,000                         

洪OO 2,000                         

羅OO 3,000                         

黃OO 3,000                         

謝OO 2,000                         

劉OO 3,000                         

吳OO 1,000                         

黃OO 2,000                         

管OO 3,000                         

黃OO 3,000                         

林OO 3,000                         

林OO 2,000                         

陳OO 5,000                         

彭OO 3,000                         

陳OO 3,000                         

羅OO 1,000                         

賴OO 2,000                         

翁OO 2,000                         

陳OO 3,000                         

章OO 1,000                         

江OO 1,000                         

連OO 2,000                         

范OO 3,000                         

鄭OO 2,000                         

哈OOOO 3,000                         

林OO 2,000                         

鍾OO 2,000                         

鍾OO 2,000                         

駱OO 3,000                         

秦OO 2,000                         

徐OO 3,000                         



鄭OO 3,000                         

邱OO 2,000                         

林OO 3,000                         

賴OO 2,000                         

黃OO 3,000                         

林OO 2,000                         

姚OO 2,000                         

鍾OO 2,000                         

林OO 1,000                         

林OO 1,770                         

黃OO 2,000                         

翁OO 3,000                         

黃OO 2,000                         

姚OO 2,000                         

鍾OO 2,000                         

陳OO 1,000                         

吳OO 2,000                         

林OO 1,000                         

黃OO 3,000                         

葉OO 1,000                         

翁OO 3,000                         

游OO 1,000                         

林OO 770                            

黃OO 2,000                         

林OO 3,000                         

黃OO 3,000                         

林OO 3,000                         

林OO 2,000                         

陳OO 5,000                         

彭OO 3,000                         

陳OO 3,000                         

陳OO 3,000                         

潘OO 2,000                         

陳OO 3,000                         

名OO 2,000                         

朱OO 2,000                         

魏OO 1,000                         

汪OO 2,000                         

紀OO 2,000                         

練OO 3,000                         

羅OO 3,000                         



黃OO 3,000                         

謝OO 2,000                         

劉OO 3,000                         

吳OO 1,000                         

黃OO 2,000                         

賴OO 2,000                         

江OO 1,000                         

哈OOOO 3,000                         

溫OO 1,000                         

林OO 2,000                         

鍾OO 2,000                         

鍾OO 2,000                         

駱OO 3,000                         

秦OO 2,000                         

徐OO 3,000                         

鄭OO 3,000                         

林OO 3,000                         

賴OO 2,000                         

黃OO 3,000                         

林OO 2,000                         

姚OO 2,000                         

鍾OO 2,000                         

羅OO 1,000                         

翁OO 2,000                         

徐OO 2,000                         

王OO 3,000                         

鄭OO 2,000                         

陳OO 3,000                         

溫OO 1,000                         

葉OO 3,000                         

劉OO 1,000                         

陳OO 1,000                         

李OO 1,000                         

陳OO 1,000                         

吳OO 2,000                         

謝OO 100                            

黃OO 3,000                         

葉OO 1,000                         

江OO 3,000                         

翁OO 3,000                         

林OO 1,000                         



林OO 3,000                         

謝OO 3,000                         

賴OO 1,500                         

謝OO 1,500                         

張OO 2,000                         

黃OO 1,500                         

陳OO 1,000                         

許OO 1,500                         

李OO 1,500                         

吳OO 2,000                         

陳OO 1,500                         

陳OO 1,000                         

賴OO 1,500                         

許OO 1,500                         

陳OO 1,500                         

李OO 1,500                         

許OO 1,500                         

吳OO 2,000                         

賴OO 1,500                         

陳OO 1,000                         

陳OO 1,500                         

吳OO 2,000                         

李OO 1,500                         

賴OO 1,500                         

許OO 1,500                         

鄧OO 1,500                         

鄧OO 1,500                         

陳OO 1,000                         

唐OO 1,000                         

許OO 1,500                         

賴OO 1,500                         

鄧OO 1,500                         

陳OO 1,500                         

吳OO 2,000                         

李OO 1,500                         

陳OO 1,000                         

唐OO 1,000                         

陳OO 1,500                         

陳OO 1,000                         

陳OO 1,500                         

吳OO 2,000                         



李OO 1,500                         

呂OO 2,000                         

許OO 1,500                         

賴OO 1,500                         

鄧OO 1,500                         

王OO 3,000                         

王OO 2,000                         

陳OO 7,500                         

唐OO 1,000                         

李OO 1,000                         

鄭OO 1,000                         

呂OO 2,000                         

陳OO 1,500                         

呂OO 2,000                         

王OO 2,000                         

王OO 3,000                         

陳OO 1,000                         

李OO 1,000                         

許OO 1,500                         

賴OO 1,500                         

鄧OO 1,500                         

王OO 1,000                         

宋OO 2,500                         

唐OO 1,000                         

張OO 2,500                         

許OO 1,500                         

許OO 1,500                         

范OO 1,500                         

羅OO 4,500                         

李OO 5,000                         

王OO 3,500                         

彭OO 3,000                         

黃OO 3,000                         

于OO 1,500                         

張OO 2,000                         

謝OO 1,500                         

趙OO 2,000                         

薛OO 11,000                       

何OO 1,000                         

陳OO 2,000                         

李O 2,000                         



陳OO 2,000                         

楊OO 4,500                         

黃OO 400                            

范OO 500                            

左OO 200                            

趙OO 500                            

陳OO 400                            

余OO 500                            

張OO 800                            

洪OO 1,500                         

余OO 3,000                         

左OO 2,000                         

陳OO 2,000                         

林OO 500                            

林OO 600                            

鄧OO 600                            

尚OO 1,000                         

劉OO 400                            

林OO 2,000                         

林OO 2,000                         

鄧OO 1,240                         

鄧OO 1,000                         

劉OO 1,500                         

李OO 4,000                         

李OO 400                            

謝OO 3,000                         

賴OO 1,200                         

范OO 2,000                         

許OO 400                            

葉OO 200                            

洪OO 500                            

葉OO 2,000                         

MOOak 648                            

伍OO 1,500                         

MOOak 600                            

伍OO 200                            

張OO 500                            

郭OO 500                            

徐OO 900                            

張OO 2,000                         

郭OO 1,000                         



徐OO 2,000                         

楊OO 579                            

楊OO 1,000                         

顏OO 379                            

顏OO 1,698                         

葛OO 2,400                         

楊OO 700                            

顏OO 200                            

葛OO 400                            

陳OO 500                            

謝OO 200                            

鄧OO 500                            

黃OO 2,000                         

張OO 1,100                         

謝OO 200                            

王OO 400                            

王OO 400                            

王OO 400                            

王OO 2,000                         

馬OO 2,000                         

林OO 400                            

許OO 800                            

董OO 500                            

林OO 800                            

許OO 2,000                         

林OO 2,500                         

張OO 2,500                         

許OO 1,500                         

張OO 2,000                         

謝OO 1,500                         

趙OO 2,000                         

范OO 1,500                         

陳OO 2,000                         

左OO 2,000                         

羅OO 4,500                         

李OO 5,000                         

王OO 3,500                         

彭OO 3,000                         

薛OO 11,000                       

黃OO 3,000                         

于OO 1,500                         



何OO 1,000                         

李O 2,000                         

張OO 200                            

張OO 1,153                         

陳OO 6,600                         

洪OO 1,500                         

顏OO 2,047                         

楊OO 4,500                         

林OO 2,000                         

羅OO 200                            

許OO 200                            

李OO 400                            

楊OO 600                            

楊OO 1,579                         

劉OO 1,500                         

陳OO 2,000                         

鄧OO 150                            

徐OO 700                            

于OO 200                            

陳OO 600                            

陳OO 700                            

徐OO 5,000                         

黃OO 2,288                         

黃OO 2,000                         

馬OO 2,000                         

鄧OO 2,240                         

郭OO 1,000                         

許OO 2,000                         

徐OO 2,000                         

林OO 2,000                         

張OO 2,000                         

謝OO 3,000                         

賴OO 1,200                         

范OO 2,000                         

薛OO 400                            

伍OO 1,500                         

陳OO 4,000                         

鄧OO 8,000                         

余OO 3,000                         

尚OO 1,000                         

羅OO 4,500                         



李OO 5,000                         

王OO 3,500                         

彭OO 3,000                         

薛OO 11,000                       

黃OO 3,000                         

張OO 2,500                         

許OO 1,500                         

張OO 2,000                         

趙OO 1,500                         

趙OO 2,000                         

范OO 1,500                         

陳OO 2,000                         

左OO 2,000                         

何OO 1,000                         

李O 2,000                         

李OO 4,000                         

陳OO 4,000                         

楊OO 4,500                         

林OO 2,000                         

馬OO 2,000                         

洪OO 1,500                         

劉OO 1,500                         

劉OO 150                            

顏OO 2,087                         

張OO 4,000                         

左OO 1,288                         

謝OO 3000

賴OO 1200

范OO 2000

尚OO 1,040                         

許OO 2,000                         

楊OO 1,579                         

林OO 2,000                         

陳OO 2,000                         

許OO 2,000                         

徐OO 2,000                         

張OO 2,000                         

王OO 2,000                         

王OO 2,000                         

黃OO 1,000                         

余OO 3,000                         



伍OO 1,500                         

趙OO 4,075                         

徐OO 2,500                         

林OO 2,500                         

郭OO 1,000                         

葛OO 2,400                         

羅OO 4,500                         

李OO 5,000                         

王OO 3,500                         

彭OO 3,000                         

薛OO 11,000                       

黃OO 3,000                         

方O -                             

張OO 2,500                         

許OO 1,500                         

張OO 2,000                         

謝OO 1,500                         

趙OO 2,000                         

范OO 1,500                         

陳OO 2,000                         

左OO 2,000                         

徐OO 2,437                         

楊OO 4,500                         

林OO 2,000                         

何OO 1,000                         

李O 2,000                         

李OO 4,000                         

陳OO 4,000                         

張OO 2,698                         

鄧OO 1,300                         

洪OO 1,500                         

馬OO 2,000                         

顏OO 2,097                         

林OO 2,500                         

徐OO 2,000                         

許OO 2,000                         

林OO 2,000                         

陳OO 2,000                         

張OO 2,000                         

DOOia Almassry 719                            

楊OO 600                            



方O 4,250                         

尚OO 1,200                         

劉OO 1,500                         

許OO 2,000                         

林OO 1,500                         

陳OO 3,000                         

楊OO 1,579                         

謝OO 3,000                         

賴OO 1,200                         

范OO 2,000                         

王OO 2,000                         

王OO 2,000                         

劉OO 1,960                         

郭OO 1,000                         

黃OO 2,400                         

唐OO 1,000                         

許OO 1,500                         

張OO 2,000                         

謝OO 1,500                         

趙OO 2,000                         

陳OO 2,000                         

左OO 2,000                         

羅OO 4,500                         

李OO 5,000                         

王OO 3,500                         

彭OO 3,000                         

薛OO 11,000                       

黃OO 3,000                         

唐OO 1,000                         

伍OO 1,500                         

徐OO 2,500                         

黃OO 1,000                         

王OO 1,000                         

余OO 3,000                         

蔣OO 1,500                         

何OO 1,000                         

李O 3,000                         

李OO 4,000                         

陳OO 4,000                         

楊OO 4,500                         

林OO 2,000                         



張OO 2,500                         

范OO 1,500                         

林OO 450                            

林OO 400                            

洪OO 1,500                         

馬OO 2,000                         

劉OO 1,500                         

顏OO 2,107                         

林OO 2,000                         

尚OO 1,760                         

葉OO 700                            

曾OO 908                            

謝OO 3,000                         

賴OO 1,200                         

范OO 2,000                         

林OO 500                            

林OO 2,500                         

王OO 2,000                         

楊OO 1,579                         

林OO 1,500                         

徐OO 2,000                         

陳OO 3,000                         

陳OO 2,000                         

許OO 2,000                         

許OO 2,000                         

郭OO 1,000                         

唐OO 1,000                         

蔣OO 1,500                         

張OO 2,000                         

黃OO 2,000                         

王OO 1,000                         

鄧OO 400                            

鄧OO 850                            

吳OO 3,000                         

李OO 2,936                         

葛OO 2,400                         

余OO 3,000                         

王OO 2,000                         

徐OO 2,500                         

羅OO 4,500                         

李OO 5,000                         



王OO 3,500                         

彭OO 3,000                         

薛OO -                             

黃OO 3,000                         

許OO 1,500                         

張OO 2,000                         

謝OO 1,500                         

趙OO 2,000                         

陳OO 2,000                         

左OO 2,000                         

張OO 2,500                         

范OO 1,500                         

楊OO 4,500                         

張OO 2,000                         

何OO 1,000                         

李O 3,000                         

李OO 4,000                         

洪OO 750                            

伍OO 1,500                         

唐OO 1,000                         

顏OO 2,017                         

謝OO 3,000                         

洪OO 1,500                         

馬OO 2,000                         

洪OO 3,500                         

曾OO 908                            

孟OO 3,000                         

陳OO 4,000                         

王OO 2,000                         

馬OO 400                            

葉OO 400                            

楊OO 50                               

林OO 500                            

范OO 3,000                         

黃OO 2,000                         

姜OO 1,698                         

陳OO 3,000                         

楊OO 3,000                         

許OO 2,000                         

林OO 1,500                         

楊OO 1,579                         



林OO 3,000                         

尚OO 1,200                         

林OO 2,500                         

賴OO 1,200                         

范OO 2,000                         

許OO 2,000                         

郭OO 1,000                         

蔣OO 1,500                         

徐OO 2,000                         

李OO 2,936                         

張OO 2,000                         

王OO 2,000                         

徐OO 2,500                         

王OO 1,000                         

羅OO 4,500                         

李OO 5,000                         

王OO 3,500                         

彭OO 3,000                         

黃OO 3,000                         

許OO 1,500                         

張OO 2,000                         

謝OO 1,500                         

陳OO 2,000                         

左OO 2,000                         

張OO 2,500                         

范OO 1,500                         

李O 3,000                         

李OO 4,000                         

洪OO 1,500                         

余OO 3,000                         

曾OO 908                            

謝OO 3,000                         

孟OO 3,000                         

張OO 2,000                         

徐OO 2,000                         

陳OO 2,000                         

陳OO 3,000                         

楊OO 3,000                         

楊OO 4,500                         

林OO 1,000                         

陳OO 2,000                         



葛OO 2,400                         

楊OO 3,000                         

唐OO 1,000                         

郭OO 1,000                         

林OO 3,000                         

林OO 1,500                         

林OO 1,490                         

姜OO 1,698                         

劉OO 1,500                         

吳OO 3,000                         

林OO 500                            

黃OO 2,000                         

馬OO 2,000                         

馬OO 400                            

賴OO 1,200                         

范OO 2,000                         

陳OO 100                            

伍OO 1,500                         

楊OO 2,000                         

李OO 2,936                         

蔣OO 1,500                         

李OO 4,000                         

李O 3,000                         

羅OO 4,500                         

李OO 5,000                         

王OO 3,500                         

彭OO 3,000                         

黃OO 3,000                         

張OO 2,500                         

張OO 2,000                         

陳OO 2,000                         

左OO 2,000                         

范OO 1,500                         

張OO 2,000                         

徐OO 2,000                         

陳OO 3,000                         

楊OO 3,000                         

陳OO 2,000                         

楊OO 4,500                         

唐OO 450                            

林OO 1,000                         



余OO 3,000                         

王OO 1,000                         

林OO 350                            

洪OO 1,500                         

謝OO 3,000                         

劉OO 1,500                         

姜OO 1,698                         

尚OO 1,000                         

許OO 2,000                         

許OO 2,000                         

孟OO 3,000                         

馬OO 2,000                         

曾OO 908                            

楊OO 2,000                         

馬OO 400                            

范OO 2,000                         

賴OO 1,200                         

林OO 1,000                         

郭OO 1,000                         

林OO 3,000                         

林OO 1,500                         

林OO 500                            

黃OO 2,000                         

王OO 2,000                         

王OO 2,000                         

李O 3,000                         

羅OO -                             

李OO 5,000                         

王OO 3,500                         

彭OO 3,000                         

張OO 2,500                         

張OO 2,000                         

左OO 1,500                         

陳OO 2,000                         

范OO 1,500                         

魏OO 2,000                         

張OO 2,000                         

陳OO 3,000                         

楊OO 3,000                         

楊OO 4,500                         

郭OO 240                            



蔣OO 1,500                         

李OO 2,936                         

王OO 1,000                         

余OO 3,000                         

許OO 6,000                         

葛OO 2,400                         

林OO 3,000                         

陳OO 3,000                         

陳OO 2,300                         

李OO 1,000                         

洪OO 1,500                         

馬OO 400                            

林OO 500                            

洪OO 1,470                         

曾OO 908                            

孟OO 3,000                         

林OO 1,500                         

張OO 2,000                         

楊OO 2,000                         

姜OO 1,698                         

劉OO 1,500                         

蔣OO 1,500                         

洪OO 2,000                         

范OO 2,000                         

賴OO 1,200                         

陳OO 470                            

王OO 6,000                         

王OO 2,000                         

王OO 1,000                         
黃OO 2,000                         
張OO 2,000                         
鄭OO 2,000                         
楊OO 3,000                         
楊OO 4,500                         

徐OO 10,525                       

林OO 2,500                         

呂OO 2,000                         

吳OO 3,000                         

李OO 5,000                         

王OO 3,500                         

彭OO 3,000                         



曾OO 3,000                         

張OO 2,500                         

張OO 2,000                         

左OO 1,500                         

陳OO 2,000                         

范OO 1,500                         

魏OO 2,000                         

黃OO 2,000                         

李OO 4,000                         

李OO 1,000                         

劉OO 1,000                         

李OO 2,000                         

余OO 3,000                         

謝OO 3,000                         

尚OO 1,440                         

郭OO 1,000                         

葛OO 2,000                         

許OO 2,000                         

林OO 1,000                         

李OO 2,936                         

鄧OO 3,827                         

范OO 2,000                         

林OO 2,850                         

呂OO 4,500                         

陳OO 3,900                         

洪OO 1,500                         

馬OO 1,996                         

李OO 1,500                         

曾OO 908                            

陳OO 2,350                         

陳OO 2,000                         

鄭OO 2,000                         

馬OO 400                            

范OO -                             

賴OO 1,200                         
黃OO 2,000                         

孟OO 3,000                         

劉OO 1,500                         

姜OO 1,698                         

林OO 2,500                         

范OO 2,000                         



姜OO 1,500                         

張OO 2,000                         

楊OO 3,000                         

楊OO 4,500                         

呂OO 2,000                         

吳OO 3,000                         

李OO 4,000                         

魏OO 2,000                         

黃OO 2,000                         

范OO 2,000                         

呂OO 4,500                         

李OO 5,000                         

王OO 3,500                         

彭OO 3,000                         

張OO 2,500                         

左OO 1,500                         

陳OO 2,000                         

范OO 1,500                         

謝OO 3,000                         

王OO 2,000                         

毛OO 660                            

許OO 2,000                         

葛OO 2,000                         

林OO 1,000                         

尚OO 1,140                         

洪OO 1,500                         

曾OO 1,050                         

馬OO 1,760                         

吳OO 718                            

吳OO 718                            

尚OO 1,200                         

姜OO 1,698                         

顏OO 2,000                         

馬OO 400                            

林OO 1,383                         

鄭OO 2,000                         

孟OO 3,000                         

姚OO 2,000                         

張OO 2,000                         

黃OO 2,000                         

李OO 1,500                         



賴OO 1,200                         

呂OO 4,500                         

李OO 2,936                         

李OO 2,000                         

徐OO 580                            

許OO 2,000                         

張OO 2,000                         

楊OO 3,500                         

林OO 2,500                         

呂OO 2,000                         

吳OO 3,000                         

李OO 5,000                         

彭OO 3,000                         

左OO 1,500                         

陳OO 2,000                         

曾OO 1,150                         

李OO 4,000                         

田OO 3,000                         

謝OO 3,000                         

陳OO 1,800                         

王OO 2,000                         

洪OO 2,400                         

毛OO 1,020                         

范OO 5,000                         

王OO 3,500                         

尚OO 1,380                         

李OO 1,500                         

張OO 2,500                         

吳OO 758                            

張OO 2,000                         

孟OO 3,000                         

毛OO 1,140                         

魏OO 2,000                         

賴OO 1,200                         

鄭OO 2,000                         

田OO 3,000                         

李O 1,500                         

馬OO 1,995                         

黃OO 2,000                         

呂OO 4,500                         

王OO 3,500                         



左OO 1,500                         

陳OO 2,000                         

曾OO 1,000                         

林OO 2,500                         

李OO 4,000                         

馬OO 2,000                         

王OO 2,000                         

魏OO 2,000                         

謝OO 3,000                         

許OO 2,000                         

楊OO 2,500                         

魏OO 2,000                         

陳OO 1,800                         

范OO 3,000                         

黃OO 2,000                         

林OO 1,500                         

呂OO 2,000                         

吳OO 3,000                         

楊OO 3,500                         

彭OO 3,000                         

馬OO 400                            

謝OO 12,000                       

林OO 12,000                       

陳OO 12,000                       

蔡OO 12,000                       

謝OO 12,000                       

林OO 12,000                       

陳OO 12,000                       

蔡OO 12,000                       

謝OO 12,000                       

林OO 12,000                       

陳OO 12,000                       

蔡OO 12,000                       

謝OO 12,000                       

林OO 12,000                       

陳OO 12,000                       

蔡OO 12,000                       

謝OO 12,000                       

林OO 12,000                       

陳OO 12,000                       

蔡OO 12,000                       



謝OO 12,000                       

林OO 12,000                       

陳OO 12,000                       

蔡OO 12,000                       

謝OO 12,000                       

林OO 12,000                       

陳OO 12,000                       

蔡OO 12,000                       

謝OO 12,000                       

林OO 12,000                       

陳OO 12,000                       

蔡OO 12,000                       

謝OO 12,000                       

林OO 12,000                       

陳OO 12,000                       

蔡OO 12,000                       

謝OO 12,000                       

林OO 12,000                       

陳OO 12,000                       

蔡OO 12,000                       

謝OO 12,000                       

林OO 12,000                       

陳OO 12,000                       

蔡OO 12,000                       

謝OO 12,000                       

林OO 12,000                       

陳OO 12,000                       

蔡OO 12,000                       

林OO 50,000                       

蔡OO 1,500                         

陳OO 10,125                       

謝OO 16,402                       

謝OO 22,539                       

林OO 20,482                       

陳OO 10,502                       

蔡OO 1,500                         

陳OO 2,000                         

簡OO 2,000                         

顏OO 2,000                         

朱OO 3,000                         

張OO 3,000                         



梁OO 3,000                         

陳OO 2,000                         

簡OO 2,000                         

顏OO 2,000                         

張OO 3,000                         

梁OO 3,000                         

鄭OO 3,000                         

張O 2,000                         

馬OO 2,000                         

陳OO 2,000                         

簡OO 2,000                         

顏OO 2,000                         

張OO 3,000                         

梁OO 3,000                         

鄭OO 3,000                         

張O 2,000                         

馬OO 2,000                         

李OO 1,500                         

李OO 2,500                         

劉OO 1,000                         

邱OO 500                            

宋OO 1,000                         

古OO 2,000                         

蔡OO 500                            

唐OO 1,000                         

黃OO 500                            

彭OO 1,000                         

林OO 500                            

施OO 2,000                         

詹OO 500                            

鄭OO 500                            

張OO 2,500                         

鄒OO 2,000                         

王OO 1,000                         

陳OO 500                            

黃OO 1,000                         

郭OO 500                            

曾OO 1,000                         

郭OO 1,000                         

劉OO 1,000                         

邱OO 500                            



宋OO 1,000                         

古OO 2,000                         

蔡OO 500                            

唐OO 1,000                         

黃OO 500                            

彭OO 1,000                         

林OO 500                            

施OO 2,000                         

詹OO 500                            

鄭OO 500                            

張OO 2,500                         

鄒OO 2,000                         

王OO 1,000                         

陳OO 500                            

黃OO 1,000                         

郭OO 500                            

曾OO 1,000                         

郭OO 1,000                         

劉OO 1,000                         

邱OO 500                            

宋OO 1,000                         

古OO 2,000                         

蔡OO 500                            

唐OO 1,000                         

黃OO 500                            

林OO 500                            

施OO 2,000                         

詹OO 500                            

鄭OO 500                            

張OO 2,500                         

鄒OO 2,000                         

王OO 1,000                         

陳OO 500                            

黃OO 1,000                         

郭OO 500                            

曾OO 1,000                         

郭OO 1,000                         

魏OO 1,000                         

溫OO 1,000                         

郭OO 3,000                         

林OO 1,500                         



翁OO 1,500                         

鍾OO 1,000                         

張OO 1,000                         

徐OO 1,000                         

劉OO 1,500                         

戴OO 1,500                         

黃OO 1,000                         

施OO 1,500                         

黃OO 1,000                         

林OO 1,000                         

陳OO 1,500                         

范OO 1,000                         

徐OO 1,000                         

鍾OO 1,000                         

練OO 1,000                         

梁OO 1,000                         

朱OO 2,000                         

陳OO 1,000                         

羅OO 1,000                         

葉OO 1,500                         

楊OO 1,000                         

吳OO 1,000                         

林OO 1,000                         

黃OO 1,000                         

林OO 1,500                         

翁OO 1,500                         

鍾OO 1,000                         

張OO 1,000                         

徐OO 1,000                         

劉OO 1,500                         

戴OO 1,500                         

黃OO 1,000                         

施OO 1,500                         

黃OO 1,000                         

林OO 1,000                         

陳OO 1,500                         

范OO 1,000                         

徐OO 1,000                         

鍾OO 1,000                         

練OO 1,000                         

梁OO 1,000                         



朱OO 2,000                         

陳OO 1,000                         

羅OO 1,000                         

葉OO 1,500                         

楊OO 1,000                         

吳OO 1,000                         

林OO 1,000                         

黃OO 1,000                         

林OO 1,500                         

翁OO 1,500                         

鍾OO 1,000                         

張OO 1,000                         

徐OO 1,000                         

劉OO 1,500                         

戴OO 1,500                         

黃OO 1,000                         

施OO 1,500                         

黃OO 1,000                         

林OO 1,000                         

陳OO 1,500                         

范OO 1,000                         

徐OO 1,000                         

鍾OO 1,000                         

練OO 1,000                         

梁OO 1,000                         

陳OO 1,000                         

羅OO 1,000                         

葉OO 1,500                         

楊OO 1,000                         

吳OO 1,000                         

林OO 1,000                         

黃OO 1,000                         

呂OO 1,000                         

林OO 1,000                         

林OO 1,500                         

劉OO 2,500                         

林OO 1,000                         

江OO 2,000                         

陳OO 1,500                         

林OO 1,500                         

呂OO 1,000                         



林OO 1,000                         

林OO 1,500                         

劉OO 2,500                         

林OO 1,000                         

江OO 2,000                         

陳OO 1,500                         

林OO 1,500                         

潘OO 1,500                         

高OO 2,000                         

呂OO 1,000                         

林OO 1,000                         

林OO 1,500                         

劉OO 2,500                         

林OO 2,500                         

江OO 2,000                         

陳OO 1,500                         

林OO 1,500                         

高OO 2,000                         

呂OO 1,000                         

李OO 1,000                         

蘇OO 2,000                         

游OO 1,500                         

王OO 1,500                         

游OO 1,500                         

王OO 1,500                         

鄭OO 1,000                         

陳OO 1,500                         

游OO 1,500                         

王OO 1,500                         

鄭OO 1,000                         

陳OO 1,500                         

楊OO 2,000                         

李OO 1,500                         

吳OO 1,500                         

黃OO 1,000                         

余OO 3,000                         

王OO 1,000                         

李O 500                            

郭OO 1,000                         

林OO 3,000                         

楊OO 2,000                         



林OO 1,500                         

張OO 2,000                         

陳OO 3,000                         

洪OO 2,000                         

蔣OO 1,500                         

李OO 1,000                         

劉OO 1,000                         

余OO 3,000                         

王OO 1,000                         

李O 500                            

郭OO 1,000                         

林OO 3,000                         

楊OO 2,000                         

林OO 1,500                         

張OO 2,000                         

陳OO 3,000                         

洪OO 2,000                         

蔣OO 1,500                         

李OO 1,000                         

劉OO 1,000                         

范OO 2,000                         

葛OO 2,000                         

陳OO 2,000                         

卜OO 1,500                         

余OO 3,000                         

王OO 1,000                         

李O 500                            

郭OO 1,000                         

林OO 3,000                         

楊OO 2,000                         

林OO 1,500                         

張OO 2,000                         

陳OO 3,000                         

洪OO 2,000                         

蔣OO 1,500                         

李OO 1,000                         

劉OO 1,000                         

范OO 2,000                         

葛OO 2,000                         

陳OO 2,000                         

卜OO 1,500                         



黃OO 2,000                         

姚OO 2,000                         

顏OO 2,000                         

李OO 2,000                         

林OO 1,500                         

高OO 1,000                         

吳OO 1,500                         

林OO 1,500                         

蔡OO 1,000                         

林OO 1,500                         

沈OO 1,000                         

胡OO 2,000                         

李OO 1,500                         

姜OO 1,000                         

方OO 500                            

朱OO 1,000                         

吳OO 2,000                         

洪OO 2,000                         

林OO 1,000                         

林OO 1,000                         

張OO 3,000                         

顏OO 1,500                         

林OO 1,500                         

高OO 1,000                         

吳OO 1,500                         

林OO 1,500                         

蔡OO 1,000                         

林OO 1,500                         

沈OO 1,000                         

胡OO 2,000                         

李OO 1,500                         

姜OO 1,000                         

方OO 500                            

朱OO 1,000                         

吳OO 2,000                         

洪OO 2,000                         

林OO 1,000                         

林OO 1,000                         

張OO 3,000                         

顏OO 1,500                         

莊OO 1,000                         



武OO 2,000                         

胡OO 2,000                         

李OO 1,500                         

姜OO 1,000                         

方OO 500                            

朱OO 1,000                         

吳OO 2,000                         

洪OO 2,000                         

林OO 1,000                         

林OO 1,000                         

張OO 3,000                         

顏OO 1,500                         

莊OO 1,000                         

武OO 2,000                         

謝OO 2,000                         

朱OO 2,000                         

吳OO 1,000                         

林OO 1,500                         

高OO 1,000                         

吳OO 1,500                         

林OO 1,500                         

蔡OO 1,000                         

林OO 1,500                         

沈OO 1,000                         

區OO 3,000                         

陳OO 3,000                         

鄭OO 2,000                         

陳OO 3,000                         

陳OO 1,500                         

陳OO 2,000                         

李OO 3,000                         

林OO 3,000                         

李OO 1,500                         

金OO 3,000                         

陳OO 2,000                         

謝OO 3,000                         

蔡OO 1,500                         

林OO 2,000                         

黃OO 1,500                         

陳OO 1,500                         

薛OO 2,000                         



莊OO 3,000                         

蔡OO 1,500                         

陳OO 1,500                         

郭OO 3,000                         

高OO 2,000                         

黃OO 3,000                         

黃OO 3,000                         

陳OO 2,000                         

王OO 1,000                         

胡OO 3,000                         

鄧OO 3,000                         

林OO 2,000                         

車OO 2,500                         

張OO 2,000                         

楊OO 1,000                         

吳OO 1,000                         

陳OO 1,500                         

黃OO 1,000                         

陳OO 2,000                         

梁O 2,000                         

黃OO 3,000                         

吳OO 1,000                         

王OO 1,000                         

吳OO 1,000                         

王OO 1,000                         

陳OO 1,000                         

陳OO 2,000                         

張OO 1,500                         

吳OO 3,000                         

李OO 1,000                         

趙OO 3,000                         

林OO 2,000                         

侯OO 2,000                         

區OO 3,000                         

陳OO 3,000                         

鄭OO 2,000                         

陳OO 3,000                         

陳OO 1,500                         

陳OO 2,000                         

李OO 3,000                         

林OO 3,000                         



李OO 1,500                         

金OO 3,000                         

陳OO 2,000                         

謝OO 3,000                         

蔡OO 1,500                         

林OO 2,000                         

黃OO 1,500                         

陳OO 1,500                         

薛OO 2,000                         

莊OO 3,000                         

蔡OO 1,500                         

陳OO 1,500                         

郭OO 3,000                         

高OO 2,000                         

黃OO 3,000                         

黃OO 3,000                         

陳OO 2,000                         

王OO 1,000                         

胡OO 3,000                         

鄧OO 3,000                         

林OO 2,000                         

車OO 2,500                         

張OO 2,000                         

楊OO 1,000                         

吳OO 1,000                         

陳OO 1,500                         

黃OO 1,000                         

陳OO 2,000                         

梁O 2,000                         

黃OO 3,000                         

吳OO 1,000                         

王OO 1,000                         

吳OO 1,000                         

王OO 1,000                         

陳OO 1,000                         

陳OO 2,000                         

張OO 1,500                         

吳OO 3,000                         

李OO 1,000                         

趙OO 3,000                         

林OO 2,000                         



侯OO 2,000                         

鄧OO 1,000                         

李OO 1,500                         

吳OO 3,000                         

何OO 2,000                         

洪OO 2,500                         

楊OO 1,000                         

吳OO 1,000                         

陳OO 1,500                         

黃OO 1,000                         

陳OO 2,000                         

梁O 2,000                         

李OO 1,500                         

吳OO 3,000                         

朱OO 2,000                         

邱OO 1,500                         

藍OO 2,500                         

劉OO 500                            

牛OO 2,000                         

屠OO 2,500                         

王OO 1,500                         

林OO 1,000                         

薛OO 2,000                         

莊OO 3,000                         

蔡OO 1,500                         

陳OO 1,500                         

郭OO 3,000                         

高OO 2,000                         

黃OO 3,000                         

黃OO 3,000                         

陳OO 2,000                         

王OO 1,000                         

胡OO 3,000                         

鄧OO 3,000                         

林OO 2,000                         

車OO 2,500                         

張OO 2,000                         

邱OO 2,500                         

區OO 3,000                         

陳OO 3,000                         

鄭OO 2,000                         



陳OO 3,000                         

陳OO 1,500                         

陳OO 2,000                         

李OO 3,000                         

林OO 3,000                         

李OO 1,500                         

金OO 3,000                         

陳OO 2,000                         

謝OO 3,000                         

蔡OO 1,500                         

林OO 2,000                         

黃OO 1,500                         

陳OO 1,500                         

何OO 2,000                         

蔡OO 2,000                         

陳OO 1,500                         

劉OO 2,000                         

簡OO 3,000                         

黃OO 3,000                         

吳OO 1,000                         

王OO 1,000                         

吳OO 1,000                         

王OO 1,000                         

陳OO 1,000                         

陳OO 2,000                         

張OO 1,500                         

吳OO 3,000                         

李OO 1,000                         

趙OO 3,000                         

林OO 2,000                         

侯OO 2,000                         

洪OO 2,500                         

曾OO 1,500                         

林OO 1,000                         

黃OO 3,000                         

盧OO 2,000                         

林OO 1,000                         **

廖OO 2,000

曾OO 3,600

曾OO 3,600

李OO 4,800



戴OO 5,600

黃OO 2,700

郭OO 3,000

吳OO 2,800

李OO 7,200

廖OO 2,000

吳OO 3,000

戴OO 5,600

吳OO 2,800

鄭OO 1,650

鄭OO 1,650

蔡OO 4,800

曾OO 3,600

曾OO 3,600

何OO 4,000

何OO 4,000

戴OO 7,200

戴OO 5,600

郭OO 3,000

廖OO 2,000

李OO 7,200

吳OO 3,000

林OO 3,400

吳OO 2,800

石OO 1,735

鄭OO 1,950

鄭OO 1,950

廖OO 2,000

曾OO 3,600

曾OO 3,600

戴OO 5,600

郭OO 3,000

吳OO 2,800

吳OO 3,000

戴OO 7,200

李OO 7,200

何OO 2,000

何OO 2,000

何OO 4,000

何OO 4,000

吉O 2,000



鄭OO 1,200

鄭OO 1,200

蔡OO 4,800

黃OO 2,700

蔡OO 1,800

戴OO 5,600

廖OO 2,000

吳OO 2,800

郭OO 3,000

曾OO 3,600

曾OO 3,600

黃OO 2,700

吳OO 2,000

顏OO 3,000

何OO 6,000

何OO 6,000

吳OO 4,200

戴OO 7,200

李OO 7,200

郭OO 1,250

戴OO 7,000

廖OO 2,000

九芎國小 2,982

鹿草國小 14,000

坔頭港國小 3,870

天盛國小 11,000

大有國小 12,366

雙冬國小 7,800

育德國小 12,000

成龍國小 12,755

鯉魚國小 12,000

尖山國小 13,364

瑞原國小 12,000

埔頂國小 25,600

憲明國小 21,240

永興國小 14,525

坪頂國小 39,200

新興國小 15,360

三⺠國小 10,165

埔頂國小 18,000

興南國小 8,480



田頭國小 11,540

梅林國小 7,059

華山國小 8,688

大竹國小 7,423

新興國小 9,840

南光國小 9,936

大新國小 7,966

成功國小 14,800

大⻄國小 11,425

中正國小 14,960

忠孝國小 11,920

頂湖國小 12,480

松山國小 8,185

古華國小 23,495

仁和國小 14,272

東榮國小 3,138

東榮國小 15,780

竹安國小 16,000

大園國小 16,790

興華國小 58,050

劉OO 200

李OO 200

游OO 200

王OO 200

羅OO 200

楊OO 200

魏OO 200

廖OO 200

林OO 200

丁OO 200

連OO 200

王OO 200

沈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李OO 200

楊OO 200

林OO 200

蔡OO 200

陳OO 200

程OO 200



林OO 200

吳OO 200

胡OO 200

雷OO 200

黃OO 200

鐘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吳OO 200

陳OO 200

沈OO 200

張OO 200

陳OO 200

俞OO 200

蔡OO 200

潘OO 200

鄭OO 200

司OO 200

蔡OO 200

羅OO 200

黃OO 200

余O 200

林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張OO 200

陳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薛OO 200

簡OO 200

莊OO 200

陳OO 200

許OO 200

黃OO 200

趙OO 200

陳OO 200

胡OO 200

林OO 200

王OO 200

林OO 200



李OO 200

劉OO 200

周OO 200

戴OO 200

藍OO 200

賴OO 200

李OO 200

李OO 200

謝OO 200

張OO 200

張OO 200

吳OO 200

阮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鄭OO 200

李OO 200

林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賴OO 200

呂OO 200

翁OO 200

蔡OO 200

張OO 200

石O 200

李OO 200

吳OO 200

尤OO 200

陳OO 200

張OO 200

黃OO 200

江OO 200

李OO 200

周OO 200

江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唐OO 200

游OO 200



劉OO 200

陳OO 200

呂OO 200

曾OO 200

謝OO 200

游OO 200

林OO 200

黃OO 200

史OO 200

蔡OO 200

黃OO 200

王OO 200

曾OO 200

張OO 200

魏OO 200

游OO 200

曾OO 200

林OO 200

李OO 200

賴OO 200

張OO 200

林OO 200

連OO 200

郭OO 200

許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蕭OO 200

鄭OO 200

賴OO 200

鍾OO 200

陳OO 200

鍾OO 200

張OO 200

林OO 200

邱OO 200

廖OO 200

張OO 200

吳OO 200



高OO 200

許OO 200

許OO 200

林OO 200

吳OO 200

賴OO 200

何OO 200

范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葉OO 200

鐘OO 200

徐OO 200

田OO 200

鐘OO 200

周OO 200

蘇OO 200

李OO 200

賴OO 200

羅OO 200

王OO 200

呂OO 200

薛OO 200

甘OO 200

陸OO 200

戴OO 200

許OO 200

宋OO 200

廖OO 200

王OO 200

張OO 200

楊OO 200

王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官OO 200

邱OO 200

張OO 200

許OO 200

李OO 200

陳OO 200



黃OO 200

羅OO 200

陳OO 200

許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邱OO 200

姜OO 200

姜OO 200

吳OO 200

鄧OO 200

徐OO 200

陳OO 200

馮OO 200

張OO 200

鄧OO 200

古OO 200

羅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張OO 200

劉OO 200

張OO 200

邱OO 200

羅OO 200

黃OO 200

潘OO 200

洪OO 200

江OO 200

柳OO 200

黃OO 200

廖OO 200

詹OO 200

徐OO 200

吳OO 200

林OO 200

吳OO 200

羅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梁OO 200



莊OO 200

莊OO 200

吳OO 200

邱OO 200

王OO 200

潘OO 200

劉OO 200

吳OO 200

李OO 200

廖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李OO 200

吳OO 200

方OO 200

郭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呂OO 200

曾OO 200

李OO 200

田OO 200

鍾OO 200

邱OO 200

豊OO 200

方OO 200

潘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許OO 200

張OO 200

陳OO 200

楊OO 200

車OO 200

戴OO 200

林OO 200

張OO 200

彭OO 200

利OO瀚 200

鍾OO 200



徐OO 200

張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葉OO 200

陳OO 200

鍾OO 200

黃OO 200

朱OO 200

江OO 200

劉OO 200

李OO 200

羅OO 200

鍾OO 200

楊OO 200

官OO 200

李OO 200

唐OO 200

朱OO 200

盧OO 200

鄭OO 200

劉OO 200

陳OO 200

江OO 200

趙OO 200

楊OO 200

朱OO 200

王OO 200

趙OO 200

陳OO 200

高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趙OO 200

曾OO 200

范OO 200

李OO 200

趙OO 200

楊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張OO 200

曾OO 200

彭OO 200

林OO 200

周OO 200

張OO 200

周O 200

馮OO 200

張OO 200

周OO 200

葉OO 200

田OO 200

陳OO 200

高OO 200

吳OO 200

王OO 200

朱OO 200

呂OO 200

戴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呂OO 200

戴OO 200

黃OO 200

盧OO 200

楊OO 200

張OO 200

黃OO 200

鄭OO 200

黃OO 200

鄭OO 200

陳OO 200

楊OO 200

朱OO 200

徐OO 200

佘OO 200

張OO 200

溫OO 200

余OO 200

江OO 200



宋OO 200

黃OO 200

范OO 200

陳OO 200

蕭OO 200

劉OO 200

劉OO 200

劉OO 200

吳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關OO 200

賴OO 200

魏OO 200

李OO 200

吳OO 200

李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廖OO 200

曾OO 200

黃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黃OO 200

吳OO 200

邱OO 200

吳OO 200

呂OO 200

阮OO 200

陳OO 200

張OO 200

賴OO 200

賴OO 200

黃OO 200

楊OO 200

張OO 200

羅OO 200

劉OO 200

李OO 200

劉OO 200



范OO 200

張OO 200

范OO 200

羅OO 200

鄧OO 200

蕭OO 200

林OO 200

劉OO 200

黃OO 200

翁OO 200

余OO 200

陳OO 200

甘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林OO 200

余OO 200

陳OO 200

鄭OO 200

余OO 200

陳OO 200

邱OO 200

李OO 200

宋OO 200

邱OO 200

徐OO 200

黃OO 200

楊OO 200

陳OO 200

劉OO 200

劉OO 200

溫OO 200

陳OO 200

朱OO 200

何OO 200

何OO 200

胡OO 200

宋OO 200

胡OO 200

郭OO 200

宋OO 200



陳OO 200

楊OO 200

曹OO 200

朱OO 200

絲OO 200

陳OO 200

風OO 200

胡OO 200

彭OO 200

周OO 200

楊OO 200

呂OO 200

湯OO 200

李OO 200

楊OO 200

張OO 200

范OO 200

曾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黃OO 200

彭OO 200

黃OO 200

黎OO 200

楊OO 200

徐OO 200

高OO 200

林OO 200

彭OO 200

江OO 200

李OO 200

張OO 200

夏OO 200

温OO 200

許OO 200

陳OO 200

張OO 200

魏OO 200

江OO 200

吳OO 200

潘OO 200



練OO 200

劉OO 200

高OO 200

郭OO 200

彭OO 200

黃OO 200

豆OO 200

陳OO 200

謝OO 200

彭OO 200

詹OO 200

姚OO 200

蔡OO 200

朱OO 200

湯OO 200

李OO 200

吳OO 200

林OO 200

張OO 200

張OO 200

陳OO 200

范OO 200

陳OO 200

詹OO 200

張OO 200

張OO 200

高OO 200

詹OO 200

林OO 200

比OOOO 200

張OO 200

謝OO 200

王OO 200

吳OO 200

楊OO 200

鍾OO 200

彭OO 200

王OO 200

江OO 200

吳OO 200

蔣OO 200



謝OO 200

林OO 200

蔡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柯OO 200

吳OO 200

蔡OO 200

李OO 200

吳OO 200

王OO 200

許OO 200

丁OO 200

林OO 200

楊OO 200

蕭OO 200

才OO 200

丁OO 200

林OO 200

曹OO 200

吳OO 200

陳OO 200

郭OO 200

潘OO 200

姚OO 200

王OO 200

陳OO 200

羅OO 200

吳OO 200

丁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王OO 200

薛OO 200

鍾OO 200

陳OO 200



廖OO 200

周OO 200

方OO 200

彭OO 200

廖OO 200

鄭OO 200

鄭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周OO 200

翁OO 200

楊OO 200

鍾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許OO 200

許OO 200

許OO 200

謝OO 200

余OO 200

蔡OO 200

吳OO 200

蔡OO 200

陳OO 200

張OO 200

吳OO 200

黃OO 200

李OO 200

劉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李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吳OO 200

王OO 200

吳OO 200



鄭OO 200

吳OO 200

柯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王OO 200

錢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吳OO 200

周OO 200

陳OO 200

洪OO 200

安OO 200

吳OO 200

張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王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王OO 200

蘇OO 200

楊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李OO 200

翁OO 200

羅OO 200



陳OO 200

曾OO 200

楊OO 200

吳OO 200

李OO 200

王OO 200

陳OO 200

王OO 200

王OO 200

王OO 200

王OO 200

楊OO 200

王OO 200

李OO 200

蘇OO 200

吳OO 200

紀OO 200

王OO 200

吳OO 200

蔡OO 200

王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柯OO 200

李OO 200

吳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許OO 200

彭OO 200

吳OO 200

朱OO 200

林OO 200

郭OO 200

林OO 200

李OO 200

詹OO 200

楊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詹OO 200



吳OO 200

何OO 200

翁OO 200

曾OO 200

林OO 200

吳OO 200

翁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蔡OO 200

蔡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葉OO 200

黃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吳OO 200

呂OO 200

石OO 200

張OO 200

吳OO 200

郭OO 200

許OO 200

郭OO 200

林OO 200

楊OO 200

林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蔡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蘇OO 200

蔡OO 200

陳OO 200

洪OO 200

洪OO 200

張OO 200

周OO 200

彭OO 200

李OO 200

蔡OO 200

黃OO 200

邱OO 200

邱OO 200

蔡OO 200

吳OO 200

張OO 200

朱OO 200

王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陳OO 200

許OO 200

王OO 200

李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楊OO 200

楊OO 200

莊OO 200

蔡OO 200

吳OO 200

蔡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李OO 200

李OO 200



陳OO 200

黃OO 200

李OO 200

林OO 200

王OO 200

李OO 200

莊OO 200

莊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莊OO 200

蔡OO 200

蔡OO 200

蔡OO 200

蔡OO 200

蘇OO 200

蔡OO 200

李OO 200

鄭OO 200

蘇OO 200

陳OO 200

龔OO 200

郭OO 200

蔡OO 200

郭OO 200

周OO 200

吳OO 200

袁OO 200

吳OO 200

李OO 200

許OO 200

蘇OO 200

吳OO 200

黃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莊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曾OO 200

張OO 200

林OO凱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潘OO 200

盧OO 200

賴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張OO 200

許OO 200

陳OO 200

余OO 200

周OO緯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郭OO 200

許OO 200

許OO 200

黃OO 200

張OO 200

林OO 200

吳OO 200

林OO 200

鄭OO 200

林OO 200

温OO 200

彭OO 200

葛OO 200

鄭OO 200

温OO 200

翁OO 200

陳OO 200

胡OO 200

張OO 200

徐OO 200

黃OO 200

許OO 200



朱OO 200

張OO 200

黃OO 200

李OO 200

傅OO 200

林OO 200

李OO 200

張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孫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江OO 200

黃OO 200

張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徐OO 200

張OO 200

余OO 200

吳OO 200

彭OO 200

古OO 200

黃OO 200

曾OO 200

邱OO 200

蔡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宋OO 200

張OO 200

李OO 200

羅OO 200

胡OO 200

劉OO 200



林OO 200

黃OO 200

范OO 200

黃OO 200

文OO 200

曾OO 200

馬OO 200

王OO 200

温OO 200

莊OO 200

金OO 200

林OO 200

張OO 200

潘OO 200

劉OO 200

陳OO 200

邱OO 200

潘OO 200

張OO 200

沈OO 200

陳OO 200

蘇OO 200

王OO 200

林OO 200

蕭OO 200

余OO 200

潘OO 200

葉OO 200

廖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潘OO 200

朱OO 200

宋OO 200

林OO 200

江OO 200

呂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尤OO 200

高OO 200



高OO 200

曾OO 200

陳OO 200

柯OO 200

李OO 200

施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時OO 200

游OO 200

吳OO 200

仲OO鴻 200

游OO 200

任OO 200

冉OO 200

許OO 200

冉OO 200

徐OO 200

林OO 200

徐OO 200

李OO 200

陳OO 200

童OO 200

林OO 200

吳OO 200

黃OO 200

詹OO 200

陳OO 200

周OO 200

林OO 200

郭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郭OO 200

劉OO 200

邱OO 200

王OO 200

胡OO 200

鄧OO 200

楊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邱OO 200

吳OO 200

陳OO 200

張OO 200

余OO 200

邵OO 200

鄭OO 200

鄭OO 200

蔡OO 200

王OO 200

宋OO 200

沈OO 200

宋OO 200

張OO 200

潘OO 200

游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柯OO 200

王OO 200

孫OO 200

施OO 200

徐OO 200

洪OO 200

陳OO 200

高OO 200

洪OO 200

洪OO 200

廖OO 200

李OO 200

高OO 200

林OO 200

侯OO 200

康OO 200

林OO 200

曾OO 200

王OO 200

呂OO 200

段OO 200

何OO 200



陳OO 200

徐OO 200

鍾OO 200

沈OO 200

張OO 200

蘇OO 200

盧OO 200

林OO 200

劉OO 200

劉OO 200

劉OO 200

劉OO 200

張OO 200

徐OO 200

徐OO 200

何OO 200

賴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黃OO 200

張OO 200

簡OO 200

吳OO 200

張OO 200

吳OO 200

鍾OO 200

張OO 200

羅OO 200

羅OO 200

王OO 200

張OO 200

劉OO 200

江OO 200

田OO 200

江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王OO 200

黃OO 200

曾OO 200

王OO 200



卓OO 200

王OO 200

王OO 200

楊OO 200

陳OO 200

卓OO 200

黃OO 200

阮OO 200

黎OO 200

陳OO 200

余OO 200

蘇OO 200

黃OO 200

張OO 200

張OO 200

陳OO 200

余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張OO 200

張OO 200

石OO 200

石OO 200

陳OO 200

高OO 200

陳OO 200

余OO 200

章OO 200

朱OO 200

吳OO 200

方OO 200

田OO 200

蔡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李OO 200

鄧OO 200

張OO 200

王OO 200

賴OO 200



鄧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許OO 200

黃OO 200

李OO 200

陳OO 200

周OO 200

許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施OO 200

蔡OO 200

楊OO 200

吳OO 200

許OO 200

余OO 200

林OO 200

張OO 200

張OO 200

張OO 200

張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蔡OO 200

林OO 200

葉OO 200

張OO 200

黃OO 200

王OO 200

王OO 200

陳OO 200

蔡OO 200

潘OO 200

蔡OO 200

張OO 200

陳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幸OO 200

陳OO 200

蔡OO 200

許OO 200

許OO 200

李OO 200

謝OO 200

許OO 200

許OO 200

洪OO 200

洪OO 200

吳OO 200

黃OO 200

徐OO 200

潘OO 200

蘇OO 200

黃OO 200

吳OO 200

塗OO 200

徐OO 200

林OO 200

鐘OO 200

李OO 200

李OO 200

林OO 200

謝OO 200

何OO 200

楊OO 200

李OO 200

陳OO 200

阮OO 200

高OO 200

余OO 200

楊OO 200

王OO 200

張OO 200

王OO 200

施OO 200

趙OO 200



吳OO 200

王OO 200

施OO 200

黃OO 200

王OO 200

張OO 200

張OO 200

黃OO 200

趙OO 200

顏OO 200

張OO 200

吳OO 200

林OO 200

洪OO 200

吳OO 200

李OO 200

蘇OO 200

吳OO 200

周OO 200

周OO 200

林OO 200

李OO 200

吳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全OO 200

周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洪OO 200

楊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蘇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高OO 200

張OO 200

高OO 200



李OO 200

全OO 200

邱OO 200

李OO 200

童OO 200

全OO 200

周OO 200

徐OO 200

陳OO 200

黃OO 200

施OO 200

施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施OO 200

施OO 200

施OO 200

陳OO 200

張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唐OO 200

黃OO 200

楊OO 200

潘OO 200

江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游OO 200

楊OO 200

許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蔡OO 200

卓OO 200

陳OO 200

黃OO 200

盧OO 200



楊OO 200

楊OO 200

黃OO 200

江OO 200

張OO 200

黃OO 200

李OO 200

蕭OO 200

柯OO 200

蕭OO 200

蕭OO 200

黃OO 200

許OO 200

蔡OO 200

王OO 200

衛OO 200

謝OO 200

蕭OO 200

謝OO 200

劉OO 200

邱OO 200

葉OO 200

劉OO 200

張OO 200

陳OO 200

江OO 200

趙OO 200

蕭OO 200

童OO 200

蕭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鄭OO 200

廖OO 200

卓OO 200

廖OO 200

謝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丁OO 200

楊OO 200



黃OO 200

周OO 200

劉OO 200

楊OO 200

許OO 200

尤OO 200

許OO 200

彭OO 200

莊OO 200

劉OO 200

林OO 200

宋OO 200

劉OO 200

張OO 200

權OO 200

周OO 200

黃OO 200

邱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許OO 200

謝OO 200

江OO 200

劉OO 200

劉OO 200

周OO 200

許OO 200

王OO 200

吳OO 200

蔡OO 200

謝OO 200

顏OO 200

何OO 200

謝OO 200

顏OO 200

陳OO 200

余OO 200

曾OO 200

曾OO 200

顏OO 200

鄭OO 200



黃OO 200

何OO 200

蘇OO 200

張OO 200

胡OO 200

呂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徐OO 200

張OO 200

廖OO 200

廖OO 200

廖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林OO 200

李OO 200

鄭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潘OO 200

徐OO 200

徐OO 200

黎OO 200

鐘OO 200

鐘OO 200

鐘OO 200

李OO 200

楊OO 200

盧OO 200

吳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許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洪OO 200

謝OO 200

汪OO 200

許OO 200



許OO 200

陳OO 200

洪OO 200

洪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陳OO 200

謝OO 200

林OO 200

張OO 200

顏OO 200

王OO 200

陳OO 200

趙OO 200

洪OO 200

王OO 200

洪OO 200

廖OO 200

吳OO 200

邱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許OO 200

洪OO 200

顏OO 200

陳OO 200

楊OO 200

陳OO 200

張OO 200

黃OO 200

楊OO 200

陳OO 200

楊OO 200

張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黃OO 200

李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蔡OO 200

蔡OO 200

陳OO 200

董OO 200

白OO 200

朱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朱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周OO 200

黃OO 200

許OO 200

蔡OO 200

辜OO 200

洪OO 200

陳OO 200

王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王OO 200

陳OO 200

王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蔡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洪OO 200

許OO 200

許OO 200

張OO 200

廖OO 200

劉OO 200

劉OO 200

曾OO 200



潘OO 200

詹OO 200

蔡OO 200

沈OO 200

廖OO 200

許OO 200

詹OO 200

潘OO 200

陳OO 200

徐OO 200

許OO 200

徐OO 200

劉OO 200

林OO 200

劉OO 200

莊OO 200

陳OO 200

曾OO 200

廖OO 200

詹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洪OO 200

吳OO 200

黃OO 200

洪OO 200

洪OO 200

楊OO 200

蔡OO 200

力OO 200

洪OO 200

彭OO 200

陳OO 200

洪OO 200

洪OO 200

廖OO 200

洪OO 200

林OO 200

謝OO 200

蔡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楊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余OO 200

蔡OO 200

戴OO 200

鄭OO 200

陳OO 200

洪OO 200

康OO 200

劉OO 200

陳OO 200

蔡OO 200

謝OO 200

黃OO 200

洪OO 200

謝OO 200

謝OO 200

李OO 200

吳OO 200

陳OO 200

洪OO 200

張OO 200

翁OO 200

林OO 200

鄧OO 200

李OO 200

涂OO 200

涂OO 200

沈OO 200

涂OO 200

潘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英OO 200

廖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王OO 200



施OO 200

李OO 200

蘇OO 200

張OO 200

劉OO 200

周OO 200

陳OO 200

莊OO 200

陳OO 200

郭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郭OO 200

李OO 200

陳OO 200

張OO 200

李OO 200

林OO 200

蘇OO 200

紀OO 200

林OO 200

薛OO 200

黄OO 200

鄭OO 200

柯OO 200

何OO 200

方OO 200

吳OO 200

柯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蔡OO 200

顏OO 200

蔡OO 200

吳OO 200

蔡OO 200

張OO 200

陳OO 200

許OO 200

蔡OO 200

李OO 200



李OO 200

陳OO 200

孫OO 200

柯OO 200

林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郭OO 200

蔡OO 200

陳OO 200

江OO 200

柯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劉OO 200

張OO 200

張OO 200

葉OO 200

張OO 200

張OO 200

劉OO 200

劉OO 200

張OO 200

黃OO 200

曾OO 200

李OO 200

曾OO 200

蔡OO 200

賴OO 200

謝OO 200

莊OO 200

賴OO 200

張OO 200

陳OO 200

郭OO 200

羅OO 200

李OO 200

谷OO 200



尤OO 200

朱OO 200

黃OO 200

沈OO 200

蕭OO 200

賴OO 200

藍OO 200

張OO 200

幸OO 200

黃OO 200

沈OO 200

田OO 200

董OO 200

田OO 200

金OO 200

田O 200

全OO 200

田OO 200

蔡OO 200

全O 200

幸OO 200

王OO 200

全OO 200

王OO 200

甘OO 200

蔡OO 200

賴OO 200

葉OO 200

林OO 200

張OO 200

粘OO 200

詹OO 200

紀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葉OO 200

林OO 200

曾OO 200

湯OO 200

蕭OO 200



張OO 200

邱OO 200

柯OO 200

曾OO 200

游OO 200

曾OO 200

林OO 200

江OO 200

余OO 200

陳OO 200

張OO 200

鍾OO 200

潘OO 200

廖OO 200

王OO 200

趙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蕭OO 200

詹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傅OO 200

林OO 200

廖OO 200

侯OO 200

李OO 200

莊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簡OO 200

莊OO 200

楊OO 200

王OO 200

吳OO 200

江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李OO 200

張OO 200

陳OO 200

葉OO 200

賴OO 200

許OO 200

王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張OO 200

紀OO 200

洪OO 200

吳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呂OO 200

羅OO 200

王O 200

勞OOOO 200

蔡OO 200

幸OO 200

廖OO 200

古OO 200

古OO 200

吳OO 200

陳OO 200

蕭OO 200

吳OO 200

張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謝OO 200

李OO 200

張OO 200

陳OO 200

鄭OO 200

李OO 200

徐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謝OO 200

陳OO 200

何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黃OO 200

何OO 200

黃OO 200

鄭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羅OO 200

許OO 200

柯OO 200

劉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吳OO 200

蕭OO 200

王OO 200

董OO 200

呂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張OO 200

簡OO 200

張OO 200

游OO 200

廖OO 200

賴OO 200

蕭OO 200

陳OO 200

王OO 200

賴OO 200

王OO 200



賴OO 200

顏OO 200

曾OO 200

許OO 200

林OO 200

許OO 200

廖OO 200

羅OO 200

吳OO 200

林OO 200

李OO 200

田OO 200

黃OO 200

張OO 200

李OO 200

謝OO 200

田OO 200

游OO 200

林OO 200

邱OO 200

潘OO 200

詹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楊OO 200

陳OO 200

塗OO 200

徐OO 200

曾OO 200

王OO 200

林OO 200

徐OO 200

莊OO 200

洪OO 200

葉OO 200

李OO 200

梁OO 200

陳OO 200

黃OO 200

洪OO 200

邱OO 200



江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黃OO 200

鍾OO 200

蘇OO 200

湯OO 200

賴OO怡 200

陳OO 200

洪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黃OO 200

盧OO 200

曾OO 200

王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蕭OO 200

黃OO 200

詹OO 200

周OO 200

全OO 200

宋OO 200

洪OO 200

田OO 200

全OO 200

全OO 200

全OO 200

伍OO 200

曾OO 200

伍OO 200

伍OO 200

伍OO 200

司OO 200

方OO 200

伍OO 200

林OO 200

詹OO 200



何OO 200

馬OO 200

伍OO 200

何OO 200

伍OO 200

史OO 200

曹OO 200

全OO 200

鍾OO 200

黃OO 200

全OO 200

卓OO 200

徐OO 200

黃OO 200

劉OO 200

孫OO 200

邱OO 200

楊OO 200

馬OO 200

柯OO 200

柯OO 200

柯OO 200

田OO 200

李OO 200

蔡OO 200

杜OO 200

馬OO 200

葉OO 200

高OO 200

邱OO 200

高OO 200

邱OO 200

高OO 200

高OO 200

曹OO 200

羅OO 200

高OO 200

馬OO 200

高OO 200

馬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蔡OO 200

張OO 200

林OO 200

田O 200

潘OO 200

林OO 200

田OO 200

吳OO 200

余OO 200

吳OO 200

何OO 200

吳OO 200

彭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余OO 200

廖OO 200

許OO 200

徐OO 200

黃OO 200

徐OO 200

蘇OO 200

蘇OO 200

劉OO 200

張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王OO 200

林OO 200

賴OO 200

張OO 200

凃OO 200

陳OO 200

溫OO 200

林OO 200

鍾OO 200

李OO 200



吳OO 200

廖OO 200

沈OO 200

賴OO 200

許OO 200

蘇OO 200

翁OO 200

楊OO 200

賴OO 200

劉OO 200

賴OO 200

徐OO 200

李OO 200

簡OO 200

林OO 200

許OO 200

張OO 200

許OO 200

黃OO 200

曾OO 200

高OO 200

沈OO 200

戴OO 200

朱OO 200

吳OO 200

賴OO 200

林OO 200

鄧OO 200

黃OO 200

王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莊OO 200

張OO 200

黃OO 200

楊OO 200

鄭OO 200

謝OO 200

謝OO 200

姚OO 200

劉OO 200



蔡OO 200

蘇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王OO 200

鄭OO 200

陳OO 200

徐OO 200

黃OO 200

蔡OO 200

李OO 200

王OO 200

林OO 200

廖OO 200

謝OO 200

何OO 200

阮OO 200

唐OO 200

許OO 200

歐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汪OO 200

呂OO 200

張OO 200

周OO 200

黃OO 200

鄭OO 200

沈OO 200

陳OO 200

劉OO 200

賴OO 200

賴OO 200

郭OO 200

陳OO 200

郭OO 200

黃OO 200

呂OO 200

蔡OO 200

廖OO 200



黃OO 200

張OO 200

楊OO 200

黃OO 200

徐OO 200

魏OO 200

楊OO 200

楊OO 200

楊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蔡OO 200

蔡OO 200

丁OO 200

呂OO 200

李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王OO 200

張OO 200

卓OO 200

林OO 200

吳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廖OO 200

許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蔡OO 200

侯OO 200

張OO 200

莊OO 200

莊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蘇OO 200

王OO 200

蔡OO 200



蔡OO 200

侯OO 200

蘇OO 200

曾OO 200

蘇OO 200

梁OO 200

徐OO 200

蔡OO 200

蔡OO 200

吳OO 200

洪OO 200

王OO 200

吳OO 200

黃OO 200

王OO 200

吳OO 200

陳OO 200

洪OO 200

蕭OO 200

王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廖OO 200

吳OO 200

蘇OO 200

蕭OO 200

陳OO 200

鄭OO 200

王OO 200

吳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李OO 200

蔡OO 200

李OO 200

蔡OO 200

吳OO 200

林OO 200

羅OO 200

雷OO 200

簡OO 200



鄭OO 200

蔡OO 200

江OO 200

簡OO 200

簡OO 200

江OO 200

李OO 200

張OO 200

吳OO 200

劉OO 200

郭OO 200

鄭OO 200

謝OO 200

劉OO 200

陳OO 200

張OO 200

尤OO 200

王OO 200

簡OO 200

蔣OO 200

羅OO 200

王OO 200

吳OO 200

劉OO 200

鄭OO 200

洪OO 200

張OO 200

高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唐OO 200

符OO 200

王OO 200

唐OO 200

劉OO 200

蔡OO 200

劉OO 200

陳OO 200

江OO 200

江OO 200

陳OO 200



許OO 200

劉OO 200

方OO 200

劉OO 200

余OO 200

羅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羅OO 200

黃OO 200

郭OO 200

黃OO 200

林OO 200

翁OO 200

廖OO 200

吳OO 200

楊OO 200

廖OO 200

楊OO 200

楊OO 200

林OO 200

李OO 200

鍾OO 200

許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鄭OO 200

曾OO 200

謝OO 200

林OO 200

鄭OO 200

吳OO 200

王OO 200

黃OO 200

卓OO 200

張OO 200

李OO 200

蘇OO 200

江OO 200

劉OO 200



劉OO 200

王OO 200

嚴OO 200

溫OO 200

陳OO 200

鄭OO 200

梁OO 200

林OO 200

柯OO 200

力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呂OO 200

余OO 200

蔡OO 200

楊OO 200

鄭OO 200

林OO 200

標OO 200

卓OO 200

林OO 200

羅OO 200

謝OO 200

買OO 200

蔡OO 200

穆OO 200

劉OO 200

楊OO 200

鄧OO 200

周OO 200

呂OO 200

王OO 200

莊OO 200

許OO 200

莊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高OO 200



何OO 200

陳OO 200

沈OO 200

蔡OO 200

林OO 200

姜OO 200

李OO 200

蔡OO 200

李OO 200

李OO 200

孫OO 200

張OO 200

陳OO 200

何OO 200

李OO 200

陳OO 200

許OO 200

謝OO 200

許OO 200

王OO 200

吳OO 200

黃OO 200

楊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戴OO 200

黃OO 200

薛OO 200

楊OO 200

黃OO 200

張OO 200

薛OO 200

張OO 200

劉OO 200

陳OO 200

黃OO 200

王OO 200

黃OO 200

許OO 200

黃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許OO 200

楊OO 200

郭OO 200

陳OO 200

蔡OO 200

李OO 200

王OO 200

王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鄭OO 200

黃OO 200

吳OO 200

温OO 200

周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許OO 200

傅OO 200

林OO 200

許OO 200

黃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洪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賴OO 200

吳OO 200

洪OO 200



李OO 200

蔡OO 200

郭OO 200

洪OO 200

陳OO 200

何OO 200

郭OO 200

郭OO 200

李OO 200

莊OO 200

陳OO 200

蔡OO 200

侯OO 200

郭OO 200

郭OO 200

洪OO 200

謝OO 200

洪OO 200

邱OO 200

曾OO 200

曾OO 200

林OO 200

顏OO 200

劉OO 200

劉OO 200

陳OO 200

程OO 200

黃OO 200

王OO 200

郭OO 200

李OO 200

高OO 200

蔡OO 200

凃OO 200

姚OO 200

張OO 200

黃OO 200

凃OO 200

姚OO 200

蕭OO 200

侯OO 200



李OO 200

吳OO 200

馮OO 200

周OO 200

顏OO 200

顏OO 200

陳OO 200

田OO 200

楊OO 200

王OO 200

李OO 200

溫OO 200

李OO 200

余OO 200

張OO 200

林OO 200

徐OO 200

詹OO 200

黃OO 200

許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翁OO 200

陳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鄭OO 200

吳OO 200

顏OO 200

陳OO 200

謝OO 200

高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王OO 200

歐OO 200

王OO 200



魏OO 200

周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向OO 200

劉OO 200

陳OO 200

陸OO 200

林OO 200

劉OO 200

陸OO 200

侯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翁OO 200

林OO 200

柯OO 200

林OO 200

石OO 200

盧OO 200

鄭OO 200

陳OO 200

范OO 200

蔡OO 200

柯OO 200

張OO 200

歐OO 200

吳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張OO 200

戴OO 200

黃OO 200

吳OO 200

林OO 200

溫OO 200

翁OO 200

杜OO 200

翁OO 200

李OO 200



朱OO 200

朱OO 200

曾OO 200

張OO 200

許OO 200

謝OO 200

賴OO 200

蔡OO 200

魏OO 200

鐘OO 200

蘇OO 200

黃OO 200

蔡OO 200

王OO 200

黃OO 200

楊OO 200

黃OO 200

謝OO 200

謝OO 200

邱OO 200

邱OO 200

吳OO 200

李OO 200

陳OO 200

謝OO 200

顏OO 200

謝OO 200

洪OO 200

黃OO 200

顏OO 200

顏OO 200

曾OO 200

池OO 200

王OO 200

曾OO 200

曾OO 200

李OO 200

李OO 200

許OO 200

蔡OO 200

蔡OO 200



曾OO 200

潘OO 200

陳OO 200

鄭OO 200

莊OO 200

潘OO 200

蘇OO 200

沈OO 200

莫OO 200

熊OO 200

吳OO 200

賴OO 200

葉OO 200

吳OO 200

卓OO 200

邱OO 200

吳OO 200

盧OO 200

鄭OO 200

王OO 200

黃OO 200

洪OO 200

朱OO 200

吳OO 200

謝OO 200

孫OO 200

劉OO 200

黃OO 200

劉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張OO 200

周OO 200

吳OO 200

鄭OO 200

陳OO 200

郭OO 200

邱OO 200

黃OO 200

郭OO 200

楊OO 200



張OO 200

梁OO 200

駱OO 200

宋OO 200

龔OO 200

鍾OO 200

王OO 200

宋OO 200

羅OO 200

吳OO 200

黃OO 200

邱OO 200

宋OO 200

顏OO 200

潘OO 200

馮OO 200

周OO 200

宋OO 200

劉OO 200

鍾OO 200

林OO 200

溫OO 200

傅OO 200

羅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謝OO 200

陳OO 200

劉OO 200

黃OO 200

劉OO 200

黃OO 200

邱OO 200

羅OO 200

鍾OO 200

黃OO 200

劉OO 200

王OO 200

東OO 200

宜OO 200

林OO 200



羅OO 200

買OO 200

高OO 200

吳OO 200

蔡OO 200

顏OO 200

王OO 200

張OO 200

張OO 200

顏OO 200

高OO 200

劉OO 200

陳OO 200

謝OO 200

李OO 200

張OO 200

石OO 200

陳OO 200

歐OO 200

賴OO 200

高OO 200

謝OO 200

謝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郭OO 200

于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曾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詹OO 200

方OO 200

陳OO 200

胡OO 200

湯OO 200

楊OO 200

黃OO 200

高OO 200

盧OO 200



黃OO 200

劉OO 200

黃OO 200

蘇OO 200

陳OO 200

張OO 200

施OO 200

劉OO 200

黃OO 200

邱OO 200

張OO 200

陳OO 200

施OO 200

范OO 200

武OO 200

王OO 200

劉OO 200

武OO 200

陳OO 200

劉OO 200

魏OO 200

許OO 200

陳OO 200

郭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施OO 200

楊OO 200

那OO 200

黃OO 200

周OO 200

倪OO 200

邱OO 200

曾OO 200

李OO 200

李OO 200

曾OO 200

賴OO 200

趙OO 200

潘OO 200

林OO 200



劉OO 200

潘OO 200

趙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賴OO 200

曾OO 200

鍾OO 200

張OO 200

李OO 200

曾OO 200

陳OO 200

邱OO 200

陳OO 200

傅OO 200

楊OO 200

雷OO 200

林OO 200

徐OO 200

曾OO 200

徐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鄭OO 200

鄭OO 200

張OO 200

顏OO 200

潘OO 200

潘OO 200

簡OO 200

幸OO 200

黃OO 200

詹OO 200

尤OO 200

羅OO 200

薛OO 200

姚OO 200

王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郭OO 200



潘OO 200

何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黃OO 200

楊OO 200

伍OO 200

黃OO 200

吳OO 200

潘OO 200

倪OO 200

蘇OO 200

王OO 200

吳OO 200

蘇OO 200

蔡OO 200

郭OO 200

歐OO 200

潘OO 200

歐OO誼 200

陳OO 200

戴OO 200

蔡OO 200

陳OO 200

鄭OO 200

鄭OO 200

蔡OO 200

張OO 200

王OO 200

賴OO 200

賴OO 200

林OO 200

許OO 200

胡OO 200

許OO 200

林OO 200

潘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洪OO 200

林OO 200

洪OO 200

謝OO 200

李OO 200

廖OO 200

彭OO 200

蘇OO 200

李OO 200

林OO 200

許OO 200

洪OO 200

賴OO 200

曾OO 200

張OO 200

戴OO 200

王OO 200

戴OO 200

劉OO 200

戴OO 200

賴OO 200

楊OO 200

廖OO 200

詹OO 200

謝OO 200

賴OO 200

夏OO 200

尤OO 200

楊OO 200

王OO 200

廖OO 200

王OO 200

黃OO 200

廖OO 200

黃OO 200

尤OO 200

楊OO 200

董OO 200

林OO 200

尤OO 200



賴OO 200

傅OO 200

潘OO 200

潘OO 200

李OO 200

高OO 200

洪OO 200

鐘OO 200

洪OO 200

陳OO 200

鐘OO 200

張OO 200

許OO 200

洪OO 200

傅OO 200

許OO 200

洪OO 200

謝OO 200

林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黃OO 200

黃OO 200

洪OO 200

陳OO 200

邱OO 200

許OO 200

王OO 200

洪OO 200

葉OO 200

葉OO 200

王OO 200

葉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邱OO 200

顏OO 200

劉OO 200

鍾OO 200

宋OO 200

張OO 200



吳OO 200

包OO 200

陸OO 200

余O 200

羅OO 200

何O 200

邱OO 200

陳OO 200

羅OO 200

孫OO 200

邱OO銣 200

田OO 200

王OO 200

田OO 200

蕭OO 200

麥OO 200

劉OO 200

白OO 200

施OO 200

高OO 200

邱OO 200

洪OO 200

洪OO 200

許OO 200

王OO 200

邱OO 200

何OO 200

邱OO 200

田OO 200

高OO 200

高OO 200

何OO 200

李OO 200

高OO 200

戴OO 200

李OO 200

林OO 200

邱OO 200

黃OO 200

張OO 200

邱OO 200



卓OO 200

林OO 200

田OO 200

田OO 200

陳OO 200

熊OO 200

朱OO 200

王OO 200

邱OO 200

陳OO 200

伍OO 200

范OO 200

白OO 200

馬OO 200

廖OO 200

阮OO 200

夏OO 200

李OO 200

宋OO 200

許OO 200

夏OO 200

林OO 200

宋OO 200

李OO 200

朱OO 200

董OO 200

黃OO 200

洪OO 200

李OO 200

洪OO 200

高OO 200

全O 200

鄭OO 200

馬OO 200

吳OO 200

余OO 200

張OO 200

林OO 200

洪OO 200

陳OO寧 200

林OO 200



歐OO 200

陳OO 200

黃OO 200

陳OO奕 200

黃OO 200

張OO 200

莊OO 200

高OO 200

余OO 200

張OO 200

張OO 200

莊OO 200

張OO 200

鐘OO 200

郭OO 200

謝OO 200

潘OO 200

胡OO 200

潘OO 200

張OO 200

潘OO 200

鄭OO 200

江OO 200

謝OO 200

江OO 200

羅OO 200

吳OO 200

駱OO 200

顏OO順 200

邱OO 200

黃OO 200

吳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陳OO 200

古OO 200

陳OO 200

邱OO 200

李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李OO 200

古OO 200

梁OO 200

賴OO 200

胡OO 200

楊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董OO 200

董OO 200

林OO 200

林OO 200

范OO 200

謝OO 200

陳OO 200

李OO 200

許OO 200

陳OO 200

葉OO 200

陳OO 200

謝OO 200

蘇OO 200

楊OO 200

張OO 200

黃OO 200

王OO 200

潘OO 200

黃OO 200

葉OO 200

林OO 200

周OO 200

曾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羅OO 200

林OO 200

陳OO 200

方OO 200

林OO 200

高OO 200



羅OO 200

曾OO 200

蔡OO 200

王OO 200

林OO 200

孫OO 200

呂OO 200

張OO 200

劉OO 200

胡OO 200

仁OO 200

李OO 200

鄭OO 200

李OO 200

王OO 200

王OO 200

陳OO 200

蔡OO 200

高OO 200

許OO依 200

許OO 200

呂OO 200

陳OO 200

林OO 200

蔡OO辰 200

高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林O 200

陳OO 200

簡OO 200

簡OO 200

温OO 200

陳OO 200

羅OO 200

温OO 200

鄭OO 200

邱OO 200

賴OO 200

尤O 200

謝OO 200



施OO 200

顏OO 200

謝OO 200

顏OO 200

古OO爾 200

胡OO 200

周OO 200

曾OO 200

胡OO 200

蕘OO 200

黃OO 200

顏OO 200

王OO 200

孫OO 200

孫OO 200

徐OO 200

徐OO 200

朱OO 200

周OO 200

陳OO 200

吳OO 200

卓OO 200

劉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許OO 200

高OO 200

高OO 200

許OO 200

花OO 200

花OO 200

王OO 200

林OO 200

王OO 200

劉OO 200

陳OO 200

杜OO 200

劉OO 200

王OO 200



葉OO 200

林OO 200

官OO 200

吳OO 200

曾OO 200

陳OO 200

劉OO 200

宋OO 200

李OO 200

曾OO 200

陳OO 200

劉OO 200

陳OO 200

曾OO 200

蔡OO 200

陳OO 200

許OO 200

賴OO 200

藍OO 200

林OO 200

張OO 200

莊OO 200

包OO 200

汪OO 200

蘇OO 200

蘇OO 200

陳OO 200

劉OO 200

廖OO 200

李OO 200

蘇OO 200

吳OO 200

吳OO 200

徐OO 200

李OO 200

翁OO 200

翁OO 200

余OO 200

謝OO 200

簡OO 200

余OO 200



張OO 200

余OO 200

許OO 200

李OO 200

賴OO 200

楊OO 200

李OO 200

顏OO 200

羅OO 200

王OO 200

曾OO 200

李OO 200

林OO 200

鄭OO 200

陳OO 200

陳OO 200

鄭OO 200

林OO 200

方OO 200

孫OO 200

彭OO 200

孫OO杰 200

黃OO 200

洪O 200

高OO 200

盧OO 200

陳OO 200

楊OO 200

林OO 200

童OO 200

李OO 200

鄭OO 200

莊OO 200

莊OO 200

莊OO 200

鄭OO 200

陳OO 200

賴OO 200

黃OO 200

賴OO 200

黃OO 200



陳OO 200

水燦林國小 18,400

僑和國小 29,600

憲明國小 8,000

樹林國小 8,000

文峰國小 18,320

烏眉國小 18,500

坪頂國小 21,750

貴林國小 17,000

和順國小 12,800

信義國小 9,600

水源國小 26,000

新興國小 6,400

安定國小 8,000

成功國小 3,200

三⺠國小 3,200

新水國小 14,000

大⻄國小 11,200

內安國小 12,800

芙朝國小 28,800

新街國小 23,920

爽文國小 14,000

福龜國小 6,400

乾峰國小 12,800

北美國小 6,400

朝陽國小 28,800

柴林國小 12,000

灣潭國小 12,000

光OO小 4,000

⻑平國小 29,200

南安國小 12,000

仁和國小 7,200

楓港國小 30,000

⺠義國小 16,000

竹安國小 28,800

大里國小 32,000

梗枋國小 32,450

三⺠國小 24,000

武淵國小 21,600

憲明國小 30,400

瑞原國小 32,000



埔頂國小 36,000

保生國小 16,000

南河國小 43,200

文峰國小 49,120

烏眉國小 49,650

坪頂國小 34,000

福興武術國小 33,460

士林國小 26,400

下崙國小 36,000

興南國小 28,000

崇文國小 12,000

成龍國小 22,000

臺興國小 18,400

蔦松國小 12,280

尖山國小 14,000

宏仁國小 14,400

文正國小 16,000

中興國小 48,000

過路國小 8,000

⻑良國小 21,200

永豐國小 26,160

水源國小 48,000

新興國小 40,000

安定國小 50,000

鐵山國小 12,000

和平國小 23,200

吳厝國小 29,800

三⺠國小 28,800

聯興國小 35,200

國聖國小 12,800

寶山國小 42,200

文德國小 48,800

大園國小 40,600

永樂國小 18,200

大⻄國小 9,600

德興國小 14,400

三潭國小 12,000

內安國小 12,800

源泉國小 25,800

仁豐國小 33,000

芙朝國小 48,000



水尾國小 43,080

香田國小 38,400

萬興國小 50,000

新生國小 16,000

⻄港國小 48,000

田頭國小 25,000

⻑安國小 18,000

路上國小 48,000

⻄嶺國小 22,400

名崗國小 32,000

新⺠國小 25,100

秀峰國小 43,440

初鄉國小 40,800

永樂國小 7,200

梅林國小 49,800

華山國小 48,000

重光國小 24,000

僑和國小 45,600

明倫國小 32,000

泉州國小 32,600

新興國小 46,000

東榮國小 10,000

辰光國小 25,600

東光國小 16,000

三崙國小 24,000

南光國小 48,000

建華國小 16,000

內湖國小 46,400

松山國小 46,800

柴林國小 44,000

安和國小 3,600

鹿草國小 36,000

梅圳國小 21,760

大南國小 7,200

光榮國小 30,000

塭內國小 34,400

子龍國小 16,000

⻑平國小 34,400

錦湖國小 29,968

甲中國小 26,600

月津國小 16,000



竹埔國小 12,000

大竹國小 16,000

南安國小 36,000

溝坪國小 12,000

崁頂國小 6,000

仁和國小 24,000

同安國小 48,000

賓茂國小 40,400

永興國小 41,600

育德國小 28,800

鹿場國小 27,300

大鄉國小 36,000

大溪國小 32,000

忠和國小 9,600

水尾國小 34,400

新隆國小 30,000

田美國小 30,000

新水國小 30,000

⻄港國小 30,000

乾峰國小 30,000

建華國小 30,000

蔦松國小 30,000

光榮國小 30,000

同安國小 30,000

靜浦國小 30,000

竹安國小 49,760

武淵國小 34,640

東明國小 47,760

埔頂國小 50,000

鯉魚國小 47,680

林森國小 32,000

海寶國小 49,920

栗林國小 29,760

士林國小 48,000

臺興國小 48,000

蔦松國小 33,920

中興國小 40,960

大興國小 24,080

貴林國小 46,000

好美國小 49,920

忠和國小 20,960



水源國小 30,800

大林國小 30,400

和平國小 33,600

快官國小 11,520

茄荖國小 49,600

育⺠國小 34,880

大園國小 37,760

鳳霞國小 37,200

大⻄國小 49,920

德興國小 49,920

橋頭國小 14,720

大新國小 50,000

仁豐國小 49,920

豐崙國小 49,920

水尾國小 48,400

潮洋國小 19,200

萬興國小 40,320

新生國小 49,920

萬合國小 49,600

永光國小 38,400

⻄港國小 49,600

草湖國小 49,920

建新國小 5,200

千秋國小 44,160

僑興國小 35,520

新⺠國小 15,200

清水國小 49,920

廣福國小 49,920

共和國小 23,600

乾峰國小 49,920

⺠生國小 49,920

大美國小 28,800

新庄國小 16,320

泉州國小 46,080

新興國小 48,240

尚德國小 17,600

東榮國小 37,600

新生國小 11,200

內湖國小 33,040

松山國小 49,760

網寮國小 19,520



大南國小 26,240

龍崎國小 50,000

光榮國小 30,400

北勢國小 50,000

子龍國小 41,840

雙春國小 42,400

坔頭港國小 22,000

竹埔國小 44,480

仙草國小 9,920

南安國小 49,840

溝坪國小 48,960

力社國小 50,000

崎峰國小 50,000

大溪國小 28,800

福基國小 14,720

田美國小 50,000

下崙國小 5,760

過路國小 27,600

⻑良國小 25,280

鐵山國小 34,880

文德國小 50,000

三條國小 48,640

興華國小 34,880

秀峰國小 39,040

爽文國小 50,000

永和國小 47,200

仁和國小 35,280

鹿場國小 49,920

港尾國小 15,200

文山國小 26,800

賀建國小 49,920

大竹國小 50,000

東海國小 21,760

大里國小 36,160

新隆國小 49,600

獅潭國小 49,680

成功國小 37,600

尚智國小 9,920

明正國小 48,400

富山國小 49,920

寶山國小 34,800



永樂國小 50,000

天盛國小 50,000

土庫國小 48,800

水尾國小 49,920

過溪國小 47,840

新街國小 50,000

初鄉國小 37,440

瑞田國小 32,640

永樂國小 34,560

至誠國小 49,920

華山國小 50,000

九芎國小 17,280

重光國小 9,920

明倫國小 14,720

東光國小 12,800

社團國小 43,200

錦湖國小 18,240

東門國小 48,640

建山國小 14,800

同安國小 39,200

楓港國小 37,440

香蘭國小 22,720

寧埔國小 16,640

梗枋國小 38,720

內城國小 49,920

興隆國小 49,920

廣興國小 49,200

重寮國小 26,800

烏眉國小 49,040

永興國小 40,000

國聖國小 9,920

香田國小 14,800

麒麟國小 49,900

僑和國小 48,640

柴林國小 49,920

甲中國小 48,960

坪頂國小 27,840

福龜國小 49,600

豐丘國小 43,120

龍潭國小 21,760

仁光國小 42,880



信義國小 49,920

⺠靖國小 24,800

互助國小 49,520

田美國小 49,600

東明國小 43,920

埔頂國小 50,000

鯉魚國小 49,920

海寶國小 49,920

栗林國小 48,800

永興國小 31,600

士林國小 49,920

大林國小 30,400

寶山國小 34,800

大⻄國小 49,920

水尾國小 49,600

萬興國小 42,160

爽文國小 49,680

清水國小 49,920

共和國小 22,800

廬山國小 14,400

下崙國小 49,920

好美國小 49,920

忠和國小 21,680

九芎國小 48,960

⺠生國小 49,920

明正國小 50,000

和平國小 22,320

國聖國小 14,720

快官國小 9,920

富山國小 49,760

文德國小 50,000

育⺠國小 50,000

大園國小 39,040

永樂國小 50,000

天盛國小 50,000

德興國小 49,920

仁豐國小 14,720

豐崙國小 48,960

興華國小 34,880

香田國小 14,800

廣興國小 48,000



⻄港國小 49,600

田頭國小 49,920

草湖國小 49,920

麒麟國小 49,900

新⺠國小 16,000

秀峰國小 35,840

初鄉國小 36,480

瑞田國小 33,600

永樂國小 29,760

至誠國小 49,920

廣福國小 49,920

福龜國小 49,920

東埔國小 49,920

臺興國小 46,720

蔦松國小 33,920

中興國小 48,960

大興國小 25,520

貴林國小 28,800

過路國小 27,600

華山國小 50,000

重光國小 10,240

大美國小 14,400

僑和國小 48,560

仁和國小 38,320

新庄國小 18,560

龍巖國小 29,760

龍潭國小 44,800

泉州國小 46,080

新興國小 35,600

尚德國小 49,920

東榮國小 36,000

東光國小 13,200

內湖國小 33,520

社團國小 36,400

松山國小 49,920

柴林國小 49,920

網寮國小 9,920

重寮國小 27,200

龍崎國小 11,600

文山國小 28,000

錦湖國小 9,920



港尾國小 31,600

雙春國小 44,800

賀建國小 49,920

二溪國小 49,920

新生國小 38,400

仙草國小 9,920

大竹國小 49,840

新嘉國小 26,800

南安國小 39,920

東門國小 49,920

溝坪國小 6,720

建山國小 16,000

大成國小 29,200

力社國小 50,000

同安國小 35,360

水源國小 26,800

竹安國小 34,880

大溪國小 48,960

大里國小 46,080

梗枋國小 41,920

內城國小 49,920

武淵國小 37,440

信義國小 48,960

⻑良國小 31,680

香蘭國小 28,800

成功國小 39,200

中屯國小 9,920

新生國小 49,920

萬合國小 50,000

⺠靖國小 32,000

坪頂國小 29,760

桶頭國小 49,280

乾峰國小 49,920

林森國小 32,000

獅潭國小 50,000

水燦林國小 14,400

光榮國小 49,840

北勢國小 50,000

宅港國小 48,000

竹埔國小 9,920

仁光國小 34,640



鹿場國小 43,520

大南國小 36,940

興隆國小 34,880

烏眉國小 49,760

茄荖國小 49,280

千秋國小 50,000

水尾國小 41,440

過溪國小 50,000

僑興國小 6,720

永和國小 48,000

甲中國小 35,600

福基國小 33,600

三條國小 49,920

互助國小 34,800

⺠義國小 14,800

大溪國小 38,400

三⺠國小 27,200

東明國小 48,000

大坡國小 32,000

福基國小 17,200

南河國小 45,600

田美國小 39,550

士林國小 40,000

下崙國小 49,600

成龍國小 18,000

宏仁國小 49,200

誠正國小 28,800

中興國小 48,000

過路國小 21,600

忠和國小 20,000

中山國小 50,000

暖暖國小 10,000

港南國小 32,000

鐵山國小 15,000

中和國小 45,600

光正國小 46,400

三⺠國小 30,400

芙朝國小 50,000

三條國小 49,980

田頭國小 49,600

育華國小 16,200



中山國小 44,800

爽文國小 46,000

永和國小 48,000

乾峰國小 27,750

仁和國小 45,600

尚德國小 42,900

大同國小 40,800

大有國小 8,000

東榮國小 49,000

辰光國小 50,000

鹿場國小 50,000

建華國小 50,000

大鄉國小 28,800

三和國小 22,800

灣潭國小 27,200

港尾國小 12,800

塭內國小 13,800

文山國小 35,520

賀建國小 28,800

大竹國小 39,675

果毅國小 18,200

中路國小 26,950

東海國小 26,400

崎峰國小 30,400

大平國小 45,600

竹安國小 47,200

大湖國小 42,075

公館國小 9,000

武淵國小 34,000

后厝國小 48,000

瑞原國小 44,800

埔頂國小 49,600

富林國小 27,200

文峰國小 37,600

鯉魚國小 39,000

海寶國小 48,000

金湖國小 18,000

興南國小 30,400

崇文國小 34,300

臺興國小 45,200

蔦松國小 46,000



尖山國小 28,730

大興國小 43,200

貴林國小 39,200

好美國小 50,000

北濱國小 48,960

學田國小 43,200

水源國小 46,400

安定國小 49,600

大林國小 38,450

和平國小 46,800

快官國小 21,000

茄荖國小 49,600

大園國小 44,640

新水國小 33,600

鳳霞國小 49,200

大⻄國小 32,712

三潭國小 34,400

內安國小 48,000

朝興國小 9,600

源泉國小 45,200

大新國小 49,600

仁豐國小 47,200

豐崙國小 50,000

水尾國小 47,200

潮洋國小 49,600

育德國小 49,600

萬興國小 46,400

新生國小 42,000

萬合國小 6,760

永光國小 36,000

⻄港國小 50,000

後寮國小 33,280

草湖國小 50,000

建新國小 11,200

千秋國小 50,000

隘寮國小 32,400

名崗國小 46,800

僑興國小 15,200

新⺠國小 45,600

秀峰國小 24,000

清水國小 45,600



廣福國小 49,840

共和國小 34,200

北山國小 50,000

新興國小 39,000

春安國小 49,600

梅林國小 49,600

⺠生國小 45,520

大美國小 33,200

聯美國小 49,800

光復國小 46,000

泉州國小 49,600

新興國小 48,800

明禮國小 38,400

忠孝國小 44,564

信義國小 19,920

南光國小 49,600

內湖國小 31,042

松山國小 50,000

柳溝國小 22,000

更寮國小 37,440

網寮國小 34,280

鹿草國小 45,000

梅圳國小 42,800

大南國小 49,920

龍崎國小 33,000

光榮國小 50,000

北勢國小 40,800

紀安國小 43,200

子龍國小 33,211

光OO小 41,015

⻑平國小 24,000

坔頭港國小 45,690

竹埔國小 40,200

岸內國小 45,600

文昌國小 34,400

仙草國小 42,360

嘉誠國小 37,030

南安國小 50,000

溝坪國小 45,720

興化國小 40,400

僑智國小 45,400



泰安國小 45,600

崁頂國小 23,300

大鳥國小 46,800

賓茂國小 32,000

永樂國小 32,400

憲明國小 42,400

大潭國小 22,100

南庄國小 45,600

文正國小 47,200

大禹國小 49,400

尚智國小 49,600

成功國小 46,000

文武國小 7,000

富山國小 49,760

文德國小 24,800

海埔國小 50,000

天盛國小 32,000

村東國小 23,000

美豐國小 28,800

⻑安國小 33,600

土庫國小 13,300

芳苑國小 43,200

史港國小 49,600

水尾國小 30,400

過溪國小 29,600

新街國小 39,840

瑞田國小 50,000

永樂國小 46,800

至誠國小 42,820

永興國小 34,400

仁愛國小 30,530

萬豐國小 30,000

華山國小 50,000

興昌國小 44,000

重光國小 41,100

東勢國小 43,000

明倫國小 37,200

東光國小 39,500

飛沙國小 43,600

林厝國小 47,700

三崙國小 49,920



中林國小 28,800

東石國小 33,600

仁和國小 34,800

楓港國小 9,576

古華國小 36,000

草埔國小 46,900

高士國小 36,800

香蘭國小 18,000

岳明國小 34,800

大里國小 46,230

梗枋國小 9,000

內城國小 8,000

內城國小 26,800

樹林國小 29,280

興隆國小 27,200

和順國小 12,400

⻑良國小 1,404

永豐國小 41,600

新興國小 50,000

明正國小 44,800

寶山國小 48,000

永樂國小 41,500

廣興國小 48,000

秀林國小 43,200

廬山國小 26,000

九芎國小 46,400

社團國小 48,000

復興國小 36,000

重寮國小 6,400

錦湖國小 47,160

建山國小 49,600

同安國小 48,000

望嘉國小 46,800

大溪國小 31,200

寧埔國小 41,584

橫山國小 38,400

烏眉國小 48,800

坪頂國小 38,000

永興國小 16,000

國聖國小 50,000

⻄嶺國小 49,000



麒麟國小 28,800

僑和國小 46,400

柴林國小 48,000

內甕國小 28,000

層林國小 12,000

甲中國小 27,200

口湖國小 44,800

同安國小 26,400

福龜國小 49,600

豐丘國小 12,800

龍潭國小 48,800

松林國小 11,800

仁光國小 35,200

信義國小 49,600

梧南國小 10,000

興華國小 50,000

⺠靖國小 18,000

互助國小 48,800

桃OO中 36,000

文峰國小 36,000

田美國小 48,000

象鼻國小 46,400

后厝國小 34,800

東明國小 49,000

大坡國小 32,000

埔頂國小 50,000

富林國小 30,320

樹林國小 38,080

碧潭國小 49,600

福基國小 17,800

南河國小 50,000

鯉魚國小 41,600

坪頂國小 39,000

南庄國小 48,000

海寶國小 49,600

永興國小 25,200

士林國小 50,000

信義國小 49,600

中山國小 50,000

港南國小 38,400

大林國小 42,800



寶山國小 50,000

海埔國小 50,000

大⻄國小 31,028

水尾國小 49,600

萬興國小 48,800

史港國小 49,600

共和國小 29,400

廬山國小 49,600

春安國小 49,600

下崙國小 49,600

興南國小 49,600

好美國小 50,000

忠和國小 49,600

九芎國小 48,000

忠孝國小 47,764

松山國小 48,000

新興國小 49,200

安定國小 49,600

成功國小 48,000

新成國小 36,100

明正國小 48,000

梧南國小 10,000

光正國小 46,400

和平國小 46,800

吳厝國小 32,000

三⺠國小 32,050

聯興國小 34,400

國聖國小 50,000

快官國小 16,000

富山國小 50,000

文德國小 49,600

華南國小 10,000

陝⻄國小 45,600

大園國小 48,903

新水國小 35,000

天盛國小 14,800

鳳霞國小 49,200

村東國小 9,600

內安國小 48,000

源泉國小 45,600

大新國小 38,700



仁豐國小 49,600

豐崙國小 49,600

芙朝國小 28,600

興華國小 50,000

廣興國小 48,000

⻄港國小 50,000

美豐國小 22,400

頂庄國小 32,000

田頭國小 49,600

⻑安國小 33,600

芳苑國小 43,200

後寮國小 33,280

草湖國小 49,600

建新國小 11,200

路上國小 32,000

麒麟國小 35,536

雙冬國小 50,000

秀林國小 45,600

隘寮國小 18,000

新街國小 39,840

名崗國小 48,200

中山國小 29,600

新⺠國小 50,000

秀峰國小 18,000

瑞田國小 50,000

永樂國小 46,800

至誠國小 15,460

廣福國小 42,640

北山國小 49,600

福龜國小 49,600

新興國小 38,600

永興國小 34,550

仁愛國小 30,560

中正國小 25,600

口湖國小 44,800

金湖國小 21,920

臺興國小 43,600

頂湖國小 33,800

蔦松國小 19,200

尖山國小 32,270

宏仁國小 28,200



文正國小 47,200

誠正國小 28,800

中興國小 48,000

大興國小 43,200

過路國小 21,600

梅林國小 50,000

華山國小 50,000

興昌國小 46,000

⺠生國小 41,200

重光國小 50,000

大美國小 10,000

僑和國小 43,460

仁和國小 49,600

聯美國小 49,200

光復國小 47,200

新庄國小 32,800

東勢國小 39,600

龍潭國小 29,600

泉州國小 49,600

新興國小 40,800

尚德國小 37,740

大同國小 43,200

大有國小 48,000

明禮國小 39,200

東榮國小 50,000

朝陽國小 40,800

辰光國小 50,000

東光國小 35,500

林厝國小 44,100

建華國小 50,000

內湖國小 25,600

大鄉國小 29,600

中林國小 50,000

柴林國小 49,800

柳溝國小 23,360

復興國小 9,600

鹿草國小 41,500

內甕國小 31,200

龍崎國小 24,000

塭內國小 40,200

文山國小 41,040



錦湖國小 49,955

嘉誠國小 29,400

興化國小 38,700

泰安國小 48,000

崁頂國小 24,500

仁和國小 46,000

光榮國小 50,000

港尾國小 13,440

紀安國小 43,200

⻑平國小 49,600

雙春國小 49,890

新生國小 10,000

岸內國小 45,600

仙草國小 41,960

大竹國小 42,550

果毅國小 16,000

新嘉國小 46,150

南安國小 50,000

溝坪國小 9,920

建山國小 49,600

高朗國小 30,000

土庫國小 24,000

大成國小 49,875

同安國小 48,000

大平國小 48,500

古華國小 48,000

高士國小 39,400

學田國小 44,000

水源國小 45,200

竹安國小 48,000

大溪國小 49,600

大里國小 48,240

梗枋國小 46,800

三⺠國小 28,800

大湖國小 44,550

憲明國小 47,600

瑞原國小 49,600

香蘭國小 21,600

文武國小 43,800

新生國小 48,000

萬合國小 49,280



潭墘國小 44,800

⺠靖國小 19,200

桶頭國小 36,822

乾峰國小 31,930

橫山國小 32,000

內城國小 50,000

大潭國小 23,800

崇文國小 36,010

永豐國小 37,200

南化國小 44,000

北勢國小 43,200

竹埔國小 27,200

仁光國小 34,400

僑智國小 41,600

泰武國小 6,400

草埔國小 27,200

信義國小 19,200

三崙國小 49,920

南光國小 48,800

鹿場國小 49,720

社團國小 48,000

更寮國小 28,800

梅圳國小 30,000

大南國小 48,800

同安國小 28,800

茄荖國小 49,600

千秋國小 48,800

水尾國小 32,000

過溪國小 43,200

僑興國小 7,200

興隆國小 31,800

烏眉國小 49,600

層林國小 10,000

文昌國小 50,000

望嘉國小 50,000

大溪國小 48,600

賓茂國小 50,000

永和國小 45,044

甲中國小 30,800

寧埔國小 41,584

大禹國小 48,700



三條國小 39,600

⻑良國小 17,280

互助國小 34,400

萬豐國小 32,000

三和國小 20,800

永樂國小 17,280

竹安國小 17,100

花園國小 33,300

福OO術國中 39,780

興隆國小 29,100

鯉魚國小 2,400

福興武術國小 39,690

永興國小 2,886

大禹國小 8,000

水源國小 22,950

尚智國小 5,880

⻄岐國小 14,750

芙朝國小 5,250

萬合國小 18,360

建新國小 11,340

過溪國小 24,660

春安國小 35,550

社團國小 13,200

雙春國小 20,370

新生國小 4,000

大竹國小 8,000

興化國小 3,000

楓港國小 17,750

內城國小 21,900

靜浦國小 15,000

永興國小 4,400

互助國小 26,560

陽明國小 24,640

光榮國小 35,955

仕絨國小 17,600

崎峰國小 5,250

坪頂國小 28,800

大南國小 11,100

柴林國小 23,760

⻑樂國小 39,600

永和國小 3,625



⻄岐國小 21,250

芙朝國小 17,000

萬合國小 22,000

永和國小 12,250

互助國小 21,000

春安國小 39,600

永樂國小 24,180

內城國小 12,750

花園國小 37,500

坪頂國小 28,560

大南國小 29,750

永興國小 2,886

靜浦國小 11,250

大禹國小 21,000

水源國小 30,600

文光國小 8,540

暖暖國小 11,880

福OO術國中 39,690

興隆國小 21,000

紀安國小 16,680

雙春國小 39,000

新生國小 13,600

仙草國小 14,265

仕絨國小 16,100

社團國小 16,800

柴林國小 12,960

⻑樂國小 40,000

光榮國小 39,600

劉OO 499

徐OO 529

王OO 999

花OO 1,898

花OO 1,507

蔡OO 700

江OO 916

蔡OO 527

趙OO 1,336

陳OO 1,058

張OO 1,647

呂OO 1,288

賴OO 1,064



賴OO 550

甘OO 1,059

陳OO 529

邱OO 3,178

張OO 1,587

吳OO 1,190

吳OO 1,180

王OO 499

王OO 2,479

王OO 2,449

黃OO 2,437

郭OO 1,396

林OO 1,797

許OO 1,297

彭OO 1,348

王OO 1,097

陳OO 1,524

蘇OO 3,428

曾OO 2,040

宋OO 450

宋OO 888

金洋國小 5,356

桃OO中 4,050

桃山國小 8,400

士林國小 18,900

互助國小 12,450

竹安國小 1,580

竹安國小 1,264

大湖國小 1,264

埔頂國小 1,264

興隆國小 948

烏眉國小楓樹分校 1,975

福興武術國小 790

田美國小 948

大南國小 2,528

獅潭國小 1,580

永興國小 1,264

安定國小 3,792

成功國小 948

明正國小 1,580

⻄岐國小 632



國聖國小 316

陝⻄國小 632

新水國小 948

潮洋國小 948

香田國小 948

廣興國小 3,476

萬合國小 948

永光國小 1,264

田頭國小 1,264

⻑安國小 948

芳苑國小 316

路上國小 948

永和國小 632

重光國小 1,264

新庄國小 632

尚德國小 2,212

東光國小 632

宏仁國小 1,896

貴林國小 316

三和國小 1,896

柴林國小 1,264

過路國小 632

光榮國小 316

松林國小 632

新生國小 316

東海國小 2,844

東海國小太源分校 948

楓港國小 1,896

復興國小 632

寧埔國小 1,896

北林國小 1,580

靜浦國小 1,264

觀音國小 1,896

大禹國小 2,844

⻑良國小 1,264

永豐國小 4,424

水源國小 3,160

銅蘭國小 5,056

東光國小 316

港南國小 948

桃山國小 9,600



花園國小 3,600

互助國小 4,770

士林國小 18,900

竹安國小 1,264

大湖國小 1,264

埔頂國小 948

興隆國小 948

烏眉國小楓樹分校 1,975

福興武術國小 790

田美國小 1,185

大南國小 3,160

獅潭國小 1,975

永興國小 1,422

安定國小 4,740

成功國小 948

明正國小 632

⻄岐國小 790

國聖國小 395

陝⻄國小 632

新水國小 948

潮洋國小 711

香田國小 711

廣興國小 2,607

萬合國小 948

永光國小 1,264

田頭國小 1,580

⻑安國小 711

芳苑國小 316

路上國小 1,185

永和國小 474

重光國小 1,580

新庄國小 790

尚德國小 2,765

東光國小 790

宏仁國小 2,370

貴林國小 395

三和國小 2,370

柴林國小 1,580

過路國小 790

光榮國小 316

松林國小 790



新生國小 395

東海國小 2,844

東海國小太源分校 948

楓港國小 2,370

復興國小 632

寧埔國小 1,896

北林國小 1,975

靜浦國小 1,580

觀音國小 1,896

大禹國小 2,844

⻑良國小 1,264

永豐國小 3,476

水源國小 3,160

銅蘭國小 5,056

東光國小 395

港南國小 948

竹安國小 632

大湖國小 632

埔頂國小 632

興隆國小 474

烏眉國小楓樹分校 395

福興武術國小 158

田美國小 237

大南國小 632

獅潭國小 395

永興國小 237

安定國小 948

成功國小 474

明正國小 948

⻄岐國小 158

國聖國小 158

陝⻄國小 316

新水國小 474

潮洋國小 474

香田國小 711

廣興國小 2,607

萬合國小 474

永光國小 632

田頭國小 316

⻑安國小 474

芳苑國小 158



路上國小 711

永和國小 474

重光國小 316

新庄國小 158

尚德國小 553

東光國小 158

宏仁國小 474

貴林國小 79

三和國小 474

柴林國小 316

過路國小 158

光榮國小 158

松林國小 158

新生國小 79

東海國小 1,422

東海國小太源分校 474

楓港國小 474

北林國小 395

靜浦國小 316

觀音國小 948

大禹國小 1,422

⻑良國小 632

水源國小 1,580

銅蘭國小 2,528

東光國小 158

港南國小 474

興仁國小 632

老梅國小 316

竹安國小 1,264

大湖國小 2,528

埔頂國小 1,264

玉山國小 1,264

興隆國小 948

烏眉國小 1,264

田美國小 1,580

大南國小 2,528

獅潭國小 1,264

永興國小 1,264

安定國小 3,160

明正國小 948

⻄岐國小 948



國聖國小 632

陝⻄國小 632

新水國小 1,264

香田國小 1,264

萬合國小 948

田頭國小 1,264

⻑安國小 948

芳苑國小 632

路上國小 948

史港國小 711

永和國小 1,264

重光國小 1,264

光復國小 1,264

蔦松國小 1,580

貴林國小 316

社團國小 632

柴林國小 1,896

過路國小 632

光榮國小 1,264

三慈國小 1,896

新生國小 1,580

岸內國小 632

東海國小 2,212

寧埔國小 2,212

北林國小 1,896

靜浦國小 948

觀音國小 1,896

大禹國小 1,264

明里國小 2,844

永豐國小 3,160

水源國小 3,792

東光國小 316

興仁國小 632

老梅國小 316

竹安國小 1,264

大湖國小 2,528

埔頂國小 1,264

玉山國小 1,264

興隆國小 1,185

烏眉國小 1,264

田美國小 1,580



大南國小 3,160

獅潭國小 1,264

永興國小 1,264

安定國小 3,160

明正國小 948

⻄岐國小 948

國聖國小 790

陝⻄國小 632

新水國小 1,264

香田國小 1,264

萬合國小 948

田頭國小 1,264

⻑安國小 948

芳苑國小 632

路上國小 948

史港國小 1,422

永和國小 1,264

重光國小 1,343

光復國小 1,264

蔦松國小 1,975

貴林國小 316

社團國小 632

柴林國小 1,896

過路國小 632

光榮國小 1,264

三慈國小 1,896

新生國小 1,501

岸內國小 632

東海國小 2,212

寧埔國小 2,212

北林國小 2,370

靜浦國小 1,185

觀音國小 1,896

大禹國小 1,264

明里國小 4,740

永豐國小 5,056

水源國小 3,792

東光國小 316

興仁國小 790

老梅國小 395

竹安國小 1,580



大湖國小 3,160

埔頂國小 1,580

玉山國小 1,580

興隆國小 948

烏眉國小 1,580

田美國小 1,975

大南國小 2,528

獅潭國小 1,580

永興國小 1,185

安定國小 3,950

明正國小 1,185

⻄岐國小 1,185

國聖國小 632

陝⻄國小 790

新水國小 1,580

香田國小 1,580

萬合國小 1,185

田頭國小 1,580

⻑安國小 1,185

芳苑國小 790

路上國小 1,185

史港國小 711

永和國小 1,264

重光國小 948

光復國小 1,580

蔦松國小 1,580

貴林國小 395

社團國小 790

柴林國小 2,370

過路國小 790

光榮國小 1,580

三慈國小 2,370

新生國小 474

岸內國小 790

東海國小 2,765

寧埔國小 2,765

北林國小 1,896

靜浦國小 948

觀音國小 2,370

大禹國小 1,580

明里國小 4,740



永豐國小 5,135

水源國小 4,740

東光國小 395

香田國小 116

田頭國小 348

大湖國小 474

金洋國小 790

埔頂國小 316

興隆國小 474

烏眉國小楓樹分校 1,106

福興武術國小 316

田美國小 395

大南國小 632

栗林國小 395

安定國小 790

成功國小 632

明正國小 316

⻄岐國小 158

陝⻄國小 474

新水國小 474

潮洋國小 237

廣興國小 2,212

萬合國小 316

永光國小 948

⻑安國小 474

芳苑國小 237

路上國小 237

史港國小 1,106

新街國小 632

爽文國小 632

永樂國小 1,896

永和國小 948

重光國小 237

光復國小 316

新庄國小 316

尚德國小 1,106

大同國小 395

大有國小 237

東光國小 316

崇文國小 316

宏仁國小 474



貴林國小 79

三和國小 711

柴林國小 474

過路國小 237

大南國小安靖分校 158

南化國小 1,106

光榮國小 948

松林國小 316

三慈國小 474

新生國小 158

東海國小 1,106

東海國小太源分校 474

楓港國小 790

復興國小 158

大溪國小 790

寧埔國小 474

北林國小 790

港口國小 474

靜浦國小 553

觀音國小 948

大禹國小 1,896

⻑良國小 1,422

明里國小 948

永豐國小 1,027

水源國小 1,580

銅蘭國小 2,528

尚智國小 158

暖暖國小 474

港南國小 316

大湖國小 1,580

埔頂國小 1,580

興隆國小 1,185

烏眉國小楓樹分校 1,580

福興武術國小 632

田美國小 1,185

大南國小 3,160

獅潭國小 1,975

永興國小 1,580

安定國小 4,740

成功國小 1,185

明正國小 1,264



⻄岐國小 790

國聖國小 395

陝⻄國小 790

新水國小 1,185

潮洋國小 1,422

香田國小 1,185

廣興國小 4,345

萬合國小 1,185

永光國小 1,580

田頭國小 1,580

⻑安國小 1,422

芳苑國小 395

路上國小 948

永和國小 790

重光國小 1,580

新庄國小 790

尚德國小 2,765

東光國小 790

宏仁國小 2,370

貴林國小 395

三和國小 2,370

柴林國小 1,580

過路國小 790

光榮國小 395

松林國小 790

新生國小 395

東海國小 3,555

東海國小太源分校 1,185

楓港國小 2,370

復興國小 790

寧埔國小 2,370

北林國小 1,975

靜浦國小 1,580

觀音國小 2,370

大禹國小 3,555

⻑良國小 1,580

永豐國小 6,320

水源國小 3,950

銅蘭國小 6,320

東光國小 395

港南國小 1,185



竹安國小 48,000

玉田國小 16,000

湖山國小 4,000

大湖國小 56,000

公館國小 28,000

武淵國小 24,000

啟文國小 20,000

埔頂國小 24,000

保生國小 20,000

育仁國小 44,000

碧潭國小 16,000

新城國小 32,000

新隆國小 28,000

文峰國小 36,000

鯉魚國小 24,000

烏眉國小 68,000

坪頂國小 32,000

圳頭國小 4,000

南埔國小 28,000

海寶國小 12,000

大南國小 36,000

栗林國小 24,000

金湖國小 24,000

興南國小 32,000

臺興國小 44,000

頂湖國小 24,000

蔦松國小 40,000

尖山國小 28,000

誠正國小 20,000

大興國小 28,000

貴林國小 28,000

好美國小 28,000

南興國小 8,000

北濱國小 28,000

富源國小 48,000

學田國小 36,000

水源國小 96,000

南OO中 20,000

東光國小 8,000

千秋國小 48,000

雙冬國小 16,000



鯉魚國小 16,000

隘寮國小 20,000

永昌國小 20,000

僑興國小 17,338

新⺠國小 16,000

秀峰國小 28,000

文昌國小 16,000

永康國小 12,000

清水國小 44,000

廣福國小 24,000

共和國小 32,000

北山國小 36,000

新興國小 17,300

久美國小 36,000

中正國小 32,000

梅林國小 36,000

桂林國小 12,000

水碓國小 16,000

九芎國小 48,000

⺠生國小 24,000

大美國小 24,000

仁和國小 32,000

聯美國小 28,000

光復國小 24,000

龍巖國小 9,420

泉州國小 28,000

新興國小 28,000

明禮國小 24,000

新生國小 20,000

信義國小 12,000

南光國小 20,000

建華國小 16,000

內湖國小 20,000

排路國小 8,000

松山國小 20,000

柳溝國小 40,000

古⺠國小 4,000

安和國小 16,000

更寮國小 16,000

下楫國小 4,000

網寮國小 24,000



鹿草國小 28,000

重寮國小 16,000

灣潭國小 12,000

梅圳國小 16,000

大南國小 28,000

龍崎國小 56,000

層林國小 32,000

光榮國小 28,000

安業國小 8,000

北勢國小 48,000

紀安國小 20,000

子龍國小 24,000

港東國小 16,000

光OO小 16,000

漚汪國小 28,000

⻑平國小 32,000

三慈國小 28,000

甲中國小 24,000

二溪國小 16,000

新生國小 16,000

坔頭港國小 20,000

竹埔國小 56,000

仁光國小 40,000

岸內國小 36,000

文昌國小 36,000

仙草國小 32,000

大竹國小 24,000

新嘉國小 16,000

溪埔國小 40,000

嘉誠國小 28,000

復安國小 20,000

南安國小 32,000

旗尾國小 16,000

吉洋國小 16,000

吉東國小 16,000

樟山國小 8,716

高OO中 8,000

興化國小 40,000

土庫國小 4,000

僑智國小 28,000

泰安國小 24,000



竹田國小 36,000

海濱國小 24,000

港⻄國小 12,000

崁頂國小 44,000

力社國小 24,000

萬安國小 44,000

南和國小 44,000

建和國小 8,000

豐田國小 40,000

大鳥國小 96,000

三仙國小 44,000

賓茂國小 92,000

安定國小 32,000

明正國小 24,000

大林國小 20,000

和平國小 16,000

聯興國小 24,000

國聖國小 20,000

快官國小 24,000

富山國小 32,000

寶山國小 44,000

茄荖國小 43,000

華南國小 12,000

大園國小 24,000

鳳霞國小 20,000

大⻄國小 44,000

德興國小 24,000

三潭國小 20,000

內安國小 24,000

橋頭國小 28,000

源泉國小 32,000

大新國小 32,000

仁豐國小 48,000

豐崙國小 52,000

水尾國小 32,000

潮洋國小 20,000

育德國小 28,000

廣興國小 36,000

萬興國小 88,000

新生國小 28,000

萬合國小 24,000



永光國小 20,000

⻄港國小 40,000

田頭國小 36,000

後寮國小 28,000

草湖國小 28,000

建新國小 24,000

春安國小 65,520

⺠義國小 20,000

內OO中 8,000

三⺠國小 44,000

大坑國小 8,000

東明國小 32,000

大坡國小 24,000

玉山國小 28,000

南河國小 20,000

林森國小 24,000

獅潭國小 32,000

士林國小 60,000

下崙國小 36,000

崇文國小 32,000

成龍國小 20,000

宏仁國小 44,000

中興國小 16,000

過路國小 28,000

忠和國小 68,000

大禹國小 56,000

⻑良國小 52,000

文光國小 8,000

中山國小 28,000

暖暖國小 60,000

港南國小 24,000

鐵山國小 20,000

中和國小 12,000

⻄岐國小 16,000

光正國小 40,000

吳厝國小 20,000

三⺠國小 24,000

文德國小 24,000

大嘉國小 40,000

育⺠國小 20,000

新水國小 40,000



村東國小 28,000

朝興國小 28,000

芙朝國小 40,000

興華國小 58,303

育華國小 20,000

桃源國小 12,000

中山國小 24,000

永和國小 12,000

南港國小 12,000

乾峰國小 32,000

棋山國小 16,000

新光國小 8,000

僑和國小 20,000

秀潭國小 8,000

新庄國小 16,000

尚德國小 52,000

大同國小 24,000

大有國小 20,000

東榮國小 20,000

辰光國小 32,000

客厝國小 20,000

鹿場國小 16,000

大鄉國小 15,462

社團國小 24,000

北美國小 16,000

龍港國小 16,000

港尾國小 28,000

塭內國小 44,000

文山國小 16,000

賀建國小 40,000

果毅國小 20,000

鳳雄國小 16,000

中路國小 20,000

龍山國小 12,000

寶來國小 4,000

溝坪國小 24,000

高朗國小 16,000

潮南國小 12,000

東海國小 56,000

崎峰國小 24,000

大新國小 8,000



興仁國小 24,000

梗枋國小 18,925

金洋國小 24,000

⻑安國小 8,000

五峰國小 44,000

興隆國小 24,000

永興國小 28,000

和順國小 20,000

北林國小 24,000

光復國小 32,000

永豐國小 16,000

僑義國小 20,000

北投國小 24,000

東埔國小 16,000

紅葉國小 16,000

埤腳國小 12,000

朝陽國小 8,000

山內國小 4,000

內甕國小 16,000

⻄埔國小 12,000

宅港國小 16,000

月津國小 20,000

美濃國小 76,000

望嘉國小 20,000

福隆國小 12,000

老梅國小 8,000

蓬萊國小 32,000

永樂國小 24,000

岳明國小 28,000

大里國小 28,000

內城國小 68,000

憲明國小 44,000

大同國小 40,000

瑞原國小 24,000

大潭國小 28,000

崙坪國小 12,000

樹林國小 40,000

坪林國小 20,000

內灣國小 12,000

桃山國小 40,000

花園國小 60,000



福OO術國中 60,000

福基國小 28,000

福興武術國小 48,000

南庄國小 56,000

田美國小 36,000

雙連國小 16,000

文正國小 20,000

溪口國小 28,000

港口國小 12,000

靜浦國小 36,000

源城國小 20,000

觀音國小 20,000

明里國小 16,000

銅蘭國小 20,000

成功國小 16,000

隘門國小 4,000

中屯國小 12,000

內垵國小 4,000

尚智國小 16,000

隆聖國小 20,000

新興國小 32,000

成功國小 52,000

新成國小 16,000

文武國小 32,000

自由國小 32,000

同安國小 24,000

海埔國小 68,000

陝⻄國小 16,000

東溪國小 24,000

永樂國小 20,000

天盛國小 24,000

香田國小 36,000

美豐國小 20,000

潭墘國小 8,000

⻑安國小 22,000

土庫國小 12,000

芳苑國小 20,000

漢寶國小 8,000

路上國小 24,000

⻄嶺國小 28,000

史港國小 52,000



水尾國小 24,000

土城國小 8,000

過溪國小 28,000

秀林國小 12,000

桶頭國小 8,000

新街國小 28,000

名崗國小 24,000

弓鞋國小 4,000

初鄉國小 20,000

瑞田國小 28,000

爽文國小 32,000

永樂國小 28,000

至誠國小 20,000

北港國小 24,000

⻑流國小 12,000

⻑福國小 8,000

永興國小 20,000

桐林國小 12,000

豐丘國小 16,000

仁愛國小 24,000

法治國小 36,000

廬山國小 32,000

華山國小 20,000

興昌國小 24,000

林中國小 12,000

重光國小 20,000

東勢國小 44,000

明倫國小 20,000

陽明國小 16,000

忠孝國小 16,000

仁愛國小 8,000

東光國小 9,000

飛沙國小 16,000

林厝國小 24,000

三和國小 48,000

中林國小 20,000

秀林國小 8,000

復興國小 28,000

東石國小 48,000

後塘國小 4,000

茄拔國小 12,000



大山國小 24,000

延平國小 16,000

松林國小 24,000

錦湖國小 32,000

雙春國小 32,000

桃OO中 56,000

東門國小 20,000

桃源國小 28,000

建山國小 32,000

興達國小 28,000

仕絨國小 48,000

富田國小 12,000

大成國小 28,000

仁和國小 32,000

同安國小 36,000

塭子國小 32,000

昌隆國小 36,000

大平國小 68,000

楓港國小 64,000

青葉國小 28,000

力里國小 24,000

古華國小 52,000

草埔國小 24,000

高士國小 80,000

復興國小 32,000

香蘭國小 24,000

大溪國小 48,000

寧埔國小 40,000

蘭嶼國小 4,000

椰油國小 40,000

大溪國小 28,000

富林國小 24,000

橫山國小 36,000

汶水國小 16,000

成龍國小 4,000

合橫國小 4,000

中華國小 20,000

文山國小 16,000

麒麟國小 32,000

中峰國小 20,000

人和國小 24,700



柴林國小 20,000

⻑樂國小 48,000

武潭國小 16,000

口湖國小 24,000

三條國小 56,000

頂庄國小 28,000

坪頂國小 20,000

頭社國小 4,000

福龜國小 24,000

萬豐國小 48,000

久安國小 12,000

龍潭國小 16,000

三崙國小 28,000

三和國小 4,000

后厝國小 24,000

信義國小 44,000

梧南國小 20,000

⺠靖國小 20,000

互助國小 40,000

塭港國小 12,000

新豐國小 20,000

泰武國小 20,000

牡丹國小 1,611

佳義國小 44,000

桃山國小 32,000

福OO術國中 52,000

文峰國小 32,000

烏眉國小 60,000

田美國小 40,000

象鼻國小 32,000

福隆國小 4,000

興仁國小 12,000

蓬萊國小 32,000

永樂國小 16,000

竹安國小 36,000

大溪國小 32,000

大里國小 24,000

梗枋國小 24,000

三⺠國小 20,000

大湖國小 52,000

內城國小 40,000



公館國小 16,000

武淵國小 24,000

憲明國小 28,000

大同國小 24,000

后厝國小 32,000

啟文國小 24,000

東明國小 24,000

大坡國小 20,000

埔頂國小 24,000

大林國小 20,000

⻄岐國小 16,000

寶山國小 36,000

海埔國小 52,000

大⻄國小 52,000

朝興國小 12,000

水尾國小 32,000

萬興國小 72,000

史港國小 40,000

鯉魚國小 8,000

爽文國小 36,000

清水國小 40,000

共和國小 32,000

人和國小 12,000

久美國小 20,000

廬山國小 36,000

春安國小 56,000

下崙國小 36,000

興南國小 36,000

好美國小 32,000

忠和國小 48,000

九芎國小 48,000

新生國小 36,000

松山國小 24,000

安定國小 32,000

鐵山國小 16,000

成功國小 40,000

新成國小 20,000

明正國小 24,000

梧南國小 24,000

光正國小 44,000

和平國小 16,000



三⺠國小 24,000

聯興國小 24,000

國聖國小 24,000

快官國小 24,000

富山國小 24,000

文德國小 28,000

華南國小 20,000

陝⻄國小 28,000

育⺠國小 20,000

東溪國小 16,000

大園國小 20,000

永樂國小 20,000

新水國小 28,000

天盛國小 24,000

鳳霞國小 20,000

村東國小 24,000

德興國小 20,000

內安國小 20,000

源泉國小 36,000

大新國小 20,000

仁豐國小 28,000

豐崙國小 24,000

芙朝國小 40,000

僑義國小 16,000

興華國小 36,000

香田國小 28,000

廣興國小 28,000

⻄港國小 36,000

美豐國小 20,000

頂庄國小 28,000

田頭國小 32,000

⻑安國小 20,000

芳苑國小 20,000

後寮國小 20,000

草湖國小 28,000

建新國小 16,000

漢寶國小 24,000

路上國小 24,000

⻄嶺國小 32,000

文山國小 12,000

桃源國小 12,000



麒麟國小 28,000

土城國小 8,000

雙冬國小 20,000

秀林國小 12,000

隘寮國小 16,000

永昌國小 4,000

新街國小 40,000

名崗國小 20,000

中山國小 16,000

弓鞋國小 4,000

新⺠國小 16,000

秀峰國小 20,000

文昌國小 16,000

初鄉國小 20,000

瑞田國小 28,000

永樂國小 24,000

永康國小 8,000

至誠國小 28,000

廣福國小 20,000

五城國小 12,000

北山國小 36,000

福龜國小 28,000

南港國小 12,000

⻑福國小 8,000

新興國小 28,000

永興國小 16,000

東埔國小 32,000

桐林國小 12,000

仁愛國小 20,000

法治國小 24,000

互助國小 16,000

中正國小 28,000

紅葉國小 24,000

口湖國小 20,000

金湖國小 24,000

臺興國小 44,000

頂湖國小 16,000

蔦松國小 28,000

尖山國小 16,000

宏仁國小 44,000

文正國小 16,000



誠正國小 20,000

中興國小 16,000

大興國小 28,000

貴林國小 28,000

過路國小 16,000

和順國小 16,000

梅林國小 28,000

華山國小 28,000

棋山國小 16,000

興昌國小 12,000

林中國小 16,000

⺠生國小 24,000

重光國小 24,000

大美國小 20,000

僑和國小 16,000

仁和國小 20,000

聯美國小 28,000

光復國小 28,000

秀潭國小 8,000

新庄國小 12,000

龍巖國小 16,000

東勢國小 44,000

龍潭國小 16,000

泉州國小 24,000

新興國小 24,000

尚德國小 40,000

大同國小 16,000

大有國小 24,000

陽明國小 12,000

明禮國小 24,000

東榮國小 12,000

朝陽國小 12,000

辰光國小 28,000

客厝國小 20,000

山內國小 8,000

仁愛國小 8,000

東光國小 16,000

飛沙國小 20,000

林厝國小 16,000

建華國小 20,000

內湖國小 20,000



大鄉國小 40,000

中林國小 20,000

社團國小 24,000

柴林國小 16,000

柳溝國小 40,000

復興國小 32,000

安和國小 16,000

北美國小 16,000

龍港國小 16,000

下楫國小 4,000

網寮國小 24,000

鹿草國小 24,000

重寮國小 12,000

灣潭國小 4,000

內甕國小 16,000

梅圳國小 12,000

大埔國小 24,000

龍崎國小 40,000

南化國小 44,000

塭內國小 68,000

錦湖國小 32,000

桃OO中 36,000

嘉誠國小 24,000

興化國小 24,000

泰安國小 28,000

東海國小 28,000

崁頂國小 36,000

仁和國小 32,000

崎峰國小 16,000

光榮國小 40,000

大山國小 20,000

港尾國小 32,000

延平國小 12,000

港東國小 8,000

光OO小 16,000

⻑平國小 28,000

雙春國小 20,000

三慈國小 20,000

賀建國小 40,000

甲中國小 20,000

二溪國小 24,000



新生國小 12,000

坔頭港國小 16,000

岸內國小 24,000

仙草國小 28,000

大竹國小 20,000

果毅國小 16,000

新嘉國小 20,000

溪埔國小 40,000

鳳雄國小 4,000

中路國小 16,000

復安國小 12,000

南安國小 40,000

旗尾國小 8,000

東門國小 20,000

吉洋國小 16,000

龍山國小 8,000

吉東國小 16,000

寶來國小 4,000

溝坪國小 12,000

桃源國小 24,000

建山國小 40,000

興達國小 28,000

仕絨國小 44,000

高朗國小 32,000

新豐國小 20,000

土庫國小 20,000

竹田國小 28,000

大成國小 16,000

海濱國小 4,000

港⻄國小 16,000

力社國小 24,000

同安國小 28,000

昌隆國小 32,000

大平國小 48,000

楓港國小 44,000

南和國小 44,000

力里國小 16,000

古華國小 44,000

石門國小 20,000

高士國小 52,000

內OO中 24,000



觀音國小 24,000

學田國小 32,000

水源國小 72,000

南OO中 8,000

新興國小 28,000

保生國小 20,000

育仁國小 36,000

富林國小 28,000

樹林國小 32,000

⻑安國小 8,000

碧潭國小 20,000

新城國小 28,000

五峰國小 48,000

花園國小 44,000

福基國小 24,000

南河國小 20,000

新隆國小 20,000

鯉魚國小 24,000

坪頂國小 28,000

圳頭國小 4,000

福興武術國小 28,000

南庄國小 40,000

南埔國小 12,000

海寶國小 16,000

大南國小 32,000

栗林國小 16,000

士林國小 64,000

信義國小 64,000

北濱國小 8,000

溪口國小 16,000

北林國小 24,000

富源國小 44,000

港口國小 12,000

銅蘭國小 20,000

東光國小 4,000

中山國小 24,000

暖暖國小 48,000

港南國小 24,000

復興國小 20,000

建和國小 4,000

香蘭國小 20,000



三和國小 12,000

寧埔國小 24,000

蘭嶼國小 8,000

成功國小 16,000

隘門國小 8,000

中屯國小 16,000

文光國小 12,000

中和國小 8,000

文武國小 28,000

吳厝國小 20,000

三條國小 56,000

育德國小 16,000

新生國小 28,000

萬合國小 24,000

潭墘國小 12,000

⺠靖國小 16,000

育華國小 20,000

坪頂國小 12,000

北投國小 24,000

桶頭國小 16,000

北港國小 20,000

乾峰國小 36,000

萬豐國小 36,000

自由國小 28,000

橫山國小 32,000

⺠義國小 16,000

老梅國小 12,000

湖山國小 4,000

瑞原國小 28,000

大潭國小 20,000

崙坪國小 12,000

坪林國小 16,000

玉山國小 28,000

林森國小 12,000

獅潭國小 24,000

永興國小 12,000

雙連國小 16,000

汶水國小 40,000

崇文國小 28,000

成龍國小 20,000

水燦林國小 28,000



南興國小 4,000

豐濱國小 20,000

靜浦國小 32,000

源城國小 32,000

⻑良國小 36,000

明里國小 16,000

永豐國小 16,000

合橫國小 4,000

中華國小 16,000

隆聖國小 12,000

北勢國小 48,000

紀安國小 20,000

子龍國小 12,000

漚汪國小 24,000

宅港國小 32,000

月津國小 28,000

竹埔國小 40,000

仁光國小 32,000

樟山國小 12,000

僑智國小 20,000

泰武國小 20,000

牡丹國小 8,000

三仙國小 24,000

椰油國小 40,000

高OO中 8,000

忠孝國小 12,000

水碓國小 12,000

埤腳國小 16,000

信義國小 12,000

三崙國小 20,000

南光國小 20,000

鹿場國小 20,000

古⺠國小 8,000

更寮國小 16,000

塭港國小 12,000

大南國小 44,000

同安國小 20,000

茄荖國小 28,000

千秋國小 40,000

水尾國小 20,000

過溪國小 28,000



僑興國小 24,000

興隆國小 20,000

岳明國小 16,000

玉田國小 12,000

金洋國小 8,000

大禹國小 52,000

層林國小 20,000

茄拔國小 12,000

文昌國小 28,000

⻑樂國小 60,000

武潭國小 4,000

萬安國小 24,000

望嘉國小 28,000

大溪國小 44,000

三潭國小 16,000

永和國小 16,000

五峰國小 4,000

松林國小 16,000

賓茂國小 112,000

⻑流國小 16,000

汶水國小 4,000

內灣國小 8,000

大嘉國小 28,000

桂林國小 12,000

塭子國小 28,000

中峰國小 20,000

排路國小 4,000

佳義國小 60,000

高士國小 4,000

三和國小 40,000

久安國小 16,000

明倫國小 16,000

東石國小 44,000

青葉國小 36,000

草埔國小 12,000

陳OO 1,347

賴OO 490

黃OO 2,010

高OO 4,700

蔡OO 2,299

許OO 2,299



許OO 1,170

陳OO 3,000

陳OO 3,000

張OO 988

吳OO 2,500

徐OO 1,000

徐OO 2,000

曾OO 3,000

藍OO 3,000

林OO 3,000

許OO 3,000

張OO 3,000

莊OO 3,000

包OO 3,000

謝OO 2,000

許OO 3,000

邱OO 2,080

郭OO 676

林OO 3,500

溫OO 10,392

賴OO 1,449

李OO 841

陳OO 3,000

許OO 3,000

謝OO 2,000

吳OO 4,000

簡OO 2,000

盧OO 1,998

郭OO 676

陳OO 1,249

蕭OO 2,505

蕭OO 2,557

許OO 3,000

陳OO 2,000

吳OO 2,500

陳OO 2,400

李OO 1,000

賴OO 1,977

李OO 528

賴OO 4,000

鄭OO 4,000



張OO 3,000

莊OO 3,000

郭OO 676

李OO 2,908

陳OO 1,200

吳OO 2,500

黃OO 1,000

陳OO 3,900

徐OO 1,000

徐OO 4,000

孫OO 1,964

豊OO 1,000

盧OO 1,000

方OO 1,000

林OO 1,000

謝OO 4,000

許OO 6,000

蘇OO 700

蘇OO 700

陳OO 1,000

藍OO 4,000

李OO 823

童OO 4,000

林OO 4,000

林OO 4,000

許OO 3,000

徐OO 2,000

徐OO 1,000

豊OO 1,000

黃OO 1,000

賴OO 2,000

陳OO 4,000

曾OO 2,000

陳OO 1,200

吳OO 2,500

陳OO 928

洪OO 999

黃OO 4,000

莊OO 4,000

包OO 3,000

謝OO 4,000



翁OO 4,371

吳OO 1,190

吳OO 2,133

陳OO 3,000

曾OO 3,000

黃OO 920

曾OO 4,000

鄭OO 4,000

陳OO 2,000

李OO 799

洪O 2,000

高OO 1,000

方OO 2,000

陳OO 7,000

鄭OO 4,000

王OO 4,000

廖OO 3,000

孫OO 1,934

黃OO 1,000

徐OO 2,000

吳OO 2,500

陳OO 1,200

豊OO 1,000

陳OO 860

黃OO 3,977

宋OO 1,439

謝OO 2,000

許OO 6,000

林OO 2,000

盧OO 1,000

包OO 3,000

吳OO 2,500

陳OO 1,200

孫OO 1,941

張OO 3,000

莊OO 3,000

簡OO 2,000

藍OO 3,000

溫OO 10,500

陳OO 1,399

許OO 3,000



謝OO 2,000

許OO 3,000

張OO 1,150

曾OO 3,000

何OO 337

方OO 1,000

林OO 3,500

陳OO 3,700

甘OO 2,800

陳OO 3,000

陳OO 3,000

陳OO 1,000

賴OO 1,195

謝OO 2,000

許OO 3,000

許OO 9,335

李OO 2,933

謝OO 8,418

陳OO 9,961

陳OO 3,007

蕭OO 2,309

蕭OO 2,492

駱OO 9,438

吳OO 3,000

陳OO 1,200

李OO 2,996

吳OO 477

蔡OO 3,000

莊OO 4,000

鄭OO 4,000

莊OO 3,017

李OO 3,131

劉OO 1,000

劉OO 3,000

劉OO 3,000

曾OO 2,000

連OO 2,500

蔡OO 5,000

呂OO 4,000

陳OO 800

郭OO 4,000



花OO 8,889

林OO 3,000

孫OO 1,967

林OO 3,000

賴OO 4,000

黃OO 4,000

陳OO 1,000

賴OO 4,000

林OO 4,000

莊OO 3,000

陳OO 3,000

簡OO 2,301

謝OO 2,000

許OO 3,000

陳OO 4,000

黃OO 896

黃OO 4,000

駱OO 1,000

方OO 2,000

龔OO 4,000

翁OO 4,000

藍OO 3,000

吳OO 3,000

賴OO 500

許OO 4,500

邱OO 1,990

甘OO 3,000

陳OO 800

劉OO 1,700

林OO 3,270

黃OO 1,000

徐OO 2,800

林OO 2,000

黃OO 1,000

林OO 2,350

林OO 1,000

林OO 1,000

陳OO 2,400

吳OO 1,000

黃OO 3,260

姜OO 395



李OO 843

孫OO 1,995

許OO 3,000

謝OO 2,000

翁OO 6,500

吳OO 3,000

黃OO 4,000

莊OO 9,000

陳OO 4,000

陳OO 10,000

楊OO 12,000

李OO 3,850

鍾OO 2,111

林OO 3,000

吳OO 6,000

穆OO 4,000

劉OO 4,000

謝OO 4,000

賴OO 2,000

楊OO 4,000

劉OO 4,000

曾OO 2,000

張OO 3,000

吳OO 3,000

吳OO 3,000

洪OO 8,000

葉OO 2,696

溫OO 10,500

張OO 2,200

謝OO 2,000

許OO 3,000

黃OO 4,800

方OO 2,000

駱OO 1,000

黃OO 2,000

林OO 2,000

李OO 1,920

吳OO 1,000

温OO 2,129

楊OO 2,428

孫OO 1,957



黃OO 416

倪OO 1,080

陳OO 1,000

盧OO 2,000

吳OO 1,427

陳OO 1,200

李OO 2,996

李OO 1,320

李OO 1,289

姜OO 395

吳OO 790

童OO 4,000

徐OO 4,800

黃OO 3,000

潘OO 100

谷OO 2,622

莊OO 2,000

莊OO 790

楊OO 1,350

張OO 390

楊OO 799

謝OO 758

李OO 5,000

三⺠國小 12,325

大禹國小 7,000

胡OO 巧連智5本

蘇OO 巧連智1本

楊OO 巧連智3本

林OO 巧連智2本

黎OO 巧連智1套

鄧OO 巧連智1套

張OO 巧連智2本

許OO 巧連智1套

徐OO 巧連智1套

郭OO 巧連智1套

陳OO 巧連智2本

洪OO 巧連智2本

邱OO 巧連智2本

王OO 巧連智3本

劉OO 巧連智1套

鄭OO 巧連智3本

47,529                       



蘇OO 巧連智3本

呂OO 巧連智4本

陳OO 巧連智3本

朱OO 巧連智3本

陳OO 巧連智2本

彭OO 巧連智1套

邱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3本

陳OO 巧連智2本

呂OO 巧連智2本

張OO 巧連智1套

林OO 巧連智1套

劉OO 巧連智1套

游OO 巧連智1套

賴OO 巧連智1套

劉OO 巧連智1套

方OO 巧連智1套

古OO 巧連智3本

鄭OO 巧連智2本

張OO 巧連智1套

吳OO 巧連智2本

李OO 巧連智1套

蘇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1套

歐OOO 巧連智2本

楊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2本

郭OO 巧連智2本

吳OO 巧連智2本

游OO 巧連智4本

劉OO 巧連智1套

蔡OO 巧連智1套

李OO 巧連智1套

劉OO 巧連智2本

宋OO 巧連智1套

吳OO 巧連智1套

陳OO 巧連智1套

呂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1套

陳OO 巧連智1套

潘OO 巧連智1套



黃OO 巧連智4本

連OO 巧連智2本

鄭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1套

溫OO 巧連智1套

李OO 巧連智2本

宋OO 巧連智1套

吳OO 巧連智1套

賴OO 巧連智1套

張OO 巧連智1套

范OO 巧連智1套

陳OO 巧連智2本

徐OO 巧連智1套

王OO 巧連智2本

張OO 巧連智2本

謝OO 巧連智1套

李OO 巧連智4本

莊OO 巧連智2本

朱OO 巧連智2本

鄧OO 巧連智1套

陳OO 巧連智4本

張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3本

饒OO 巧連智1套

徐OO 巧連智1套

于OO 巧連智1套

林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1套

張OO 巧連智1套

蘇OO 巧連智1套

武OO 巧連智2本

王OO 巧連智1套

莊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1套

黃OO 巧連智1套

林OO 巧連智2本

溫OO 巧連智1套

劉OO 巧連智1套

林OO 巧連智1套

周OO 巧連智1套

張OO 巧連智1套



黃OO 巧連智1套

游OO 巧連智1套

黃OO 巧連智1套

傅OO 巧連智1套

徐OO 巧連智8本

邱OO 巧連智4本

童OO 巧連智1套

劉OO 巧連智2本

宋OO 巧連智1套

吳OO 巧連智1套

阮OO 巧連智2本

羅OO 巧連智3本

蘇OO 巧連智1套

胡OO 巧連智3本

阮OO 巧連智3本

陳OO 巧連智2本

徐OO 巧連智1套

張OO 巧連智2本

李OO 巧連智2本

蔡OO 巧連智4本

楊OO 巧連智2本

羅OO 巧連智3本

傅OO 巧連智1本

黃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2本

江OO 巧連智1本

吳OO 巧連智1本

李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1本

張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2本

潘OO 巧連智6本

游OO 巧連智7本

蕭OO 巧連智1本

白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2本

李OO 巧連智1本

宋OO 巧連智1本

游OO 巧連智2本

蘇OO 巧連智1本



羅OO 巧連智1本

阮OO 巧連智1本

歐陽OO 巧連智2本

蔡OO 巧連智1本

黃OO 巧連智1本

劉OO 巧連智1本

張OO 巧連智1本

張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2本

李OO 巧連智3本

蔡OO 巧連智5本

徐OO 巧連智1套

朱OO 巧連智2本

呂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2本

彭OO 巧連智1本

田OO 巧連智1本

劉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1本

張OO 巧連智1本

劉OO 巧連智1本

張OO 巧連智1本

溫OO 巧連智1本

劉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2本

洪OO 巧連智3本

陳OO 巧連智2本

古OO 巧連智1本

劉OO 巧連智1本

李OO 巧連智1本

李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2本

李OO 巧連智1本

童OO 巧連智1本

宋OO 巧連智1本

牛OO 巧連智2本

李OO 巧連智2本

柏OO 巧連智1本

王OO 巧連智1本

吳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3本



陳OO 巧連智3本

陳OO 巧連智3本

張OO 巧連智2本

彭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1本

李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4本

呂OO 巧連智1本

邱OO 巧連智1本

林OO 巧連智1本

林OO 巧連智1本

莊OO 巧連智1本

張OO 巧連智1本

李OO 巧連智3本

林OO 巧連智2本

楊OO 巧連智1本

曾OO 巧連智1本

曾OO 巧連智1本

李OO 巧連智3本

羅OO 巧連智1本

徐OO 巧連智1本

賴OO 巧連智2本

王OO 巧連智1本

李OO 巧連智1本

宋OO 巧連智1本

歐陽OO 巧連智2本

童OO 巧連智2本

阮OO 巧連智1本

劉OO 巧連智1本

丁OO 巧連智3本

羅OO 巧連智2本

王OO 巧連智1本

何OO 巧連智1本

曾OO 巧連智1本

朱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1本

薛OO 巧連智1本

蘇OO 巧連智1本

沈OO 巧連智2本

李OO 巧連智2本

莊OO 巧連智2本



王OO 巧連智1本

林OO 巧連智2本

李OO 巧連智3本

賴OO 巧連智1本

藍OO 巧連智1本

曾OO 巧連智1本

王OO 巧連智1本

張OO 巧連智3本

方OO 巧連智1本

吳OO 巧連智1本

羅OO 巧連智1本

賴OO 巧連智6本

吳OO 巧連智1套

許OO 巧連智1套

林OO 巧連智1套

陳OO 巧連智1套

阮OO 巧連智1本

歐陽OO 巧連智1本

宋OO 巧連智1本

劉OO 巧連智1本

廖OO 巧連智1本

謝OO 巧連智1本

李OO 巧連智1本

柯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3本

黃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2本

劉OO 巧連智3本

陳OO 巧連智1本

林OO 巧連智6本

游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1本

蔡OO 巧連智1本

楊OO 巧連智1本

林OO 巧連智1本

曾OO 巧連智1本



曾OO 巧連智1本

O雨O 巧連智2本

鄧OO 巧連智1本

糖OO 巧連智4本

莊OO 巧連智1本

童OO 巧連智1本

阮OO 巧連智1本

羅OO 巧連智1本

劉OO 巧連智1本

邱OO 巧連智1本

徐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1本

曾OO 巧連智1本

劉OO 巧連智1本

白OO 巧連智1本

黃OO 巧連智1本

邱OO 巧連智1本

廖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1本

曾OO 巧連智1本

李OO 巧連智1本

吳OO 巧連智1本

傅OO 巧連智1本

彭OO 巧連智1本

李OO 巧連智2本

許OO 巧連智1本

林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2本

江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1本

許OO 巧連智1本

呂OO 巧連智1本

蔡OO 巧連智2本

宋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1本

歐陽OO 巧連智2本

廖OO 巧連智1本

軟OO 巧連智1本

黃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1本



羅OO 巧連智4本

歐OO 巧連智4本

陳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1本

李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2本

廖OO 巧連智4本

賴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3本

洪OO 巧連智3本

曾OO 巧連智1本

李OO 巧連智1本

黃OO 巧連智2本

溫OO 巧連智1本

劉OO 巧連智1本

張OO 巧連智1本

項OO 巧連智2本

翁OO 巧連智2本

童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1本

宋OO 巧連智1本

羅OO 巧連智1本

牛OO 巧連智1本

羅OO 巧連智1本

莊OO 巧連智1本

徐OO 巧連智1本

游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2本

許OO 巧連智3本

饒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1套

許OO 巧連智3本

徐OO 巧連智2本

鄭OO 巧連智2本

邱OO 巧連智2本

許OO 巧連智1本

王OO 巧連智2本

李OO 巧連智2本

洪OO 巧連智1本

黃OO 巧連智2本

林OO 巧連智4本



陳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2本

田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3本

田OO 巧連智2本

劉OO 巧連智3本

林OO 巧連智1本

張OO 巧連智1本

鄭OO 巧連智3本

楊OO 巧連智1本

劉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1本

楊OO 巧連智1本

林OO 巧連智3本

呂OO 巧連智2本

劉OO 巧連智1本

潘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1本

王OO 巧連智1本

張OO 巧連智1本

馬OO 巧連智1本

吳OO 巧連智2本

賴OO 巧連智3本

陳OO 巧連智1本

賴OO 巧連智1本

O珮O 巧連智4本

陳OO 巧連智3本

李OO 巧連智3本

陳OO 巧連智4本

林OO 巧連智2本

林OO 巧連智2本

李OO 巧連智2本

張OO 巧連智1套

陳OO 巧連智2本

林OO 巧連智1套

牛OO 巧連智1本

劉OO 巧連智2本

施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2本

杜OO 巧連智1本



梁OO 巧連智3本

羅OO 巧連智2本

童OO 巧連智1本

林OO 巧連智2本

劉OO 巧連智1本

蘇OO 巧連智2本

鄧OO 巧連智1本

廖OO 巧連智2本

徐OO 巧連智1本

吳OO 巧連智1本

謝OO 巧連智2本

張OO 巧連智1本

蘇OO 巧連智4本

黃OO 巧連智1本

張OO 巧連智3本

黃OO 巧連智1本

王OO 巧連智1本

蕭OO 巧連智4本

柯OO 巧連智1本

黃OO 巧連智2本

江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2本

黃OO 巧連智1本

湯OO 巧連智3本

陳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2本

李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1本

張OO 巧連智1本

吳OO 巧連智1本

謝OO 巧連智1本

盧OO 巧連智1本

劉OO 巧連智1本

曾OO 巧連智1本

林OO 巧連智3本

潘OO 巧連智2本

林OO 巧連智1本

林OO 巧連智2本

鄭OO 巧連智2本

彭OO 巧連智1本



徐OO 巧連智4本

盧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1本

潘OO 巧連智1本

黃OO 巧連智1本

楊OO 巧連智1本

劉OO 巧連智1本

邱OO 巧連智1本

呂OO 巧連智1本

曾OO 巧連智3本

曾OO 巧連智2本

莊OO 巧連智1本

連OO 巧連智1本

鄧OO 巧連智1本

黃OO 巧連智1本

童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3本

劉OO 巧連智2本

宋OO 巧連智1本

梁O 巧連智3本

林OO 巧連智1本

何OO 巧連智2本

陳OO 巧連智3本

林OO 巧連智1本

王OO 巧連智2本

林OO 巧連智2本

胡OO 巧連智2本

張OO 巧連智1本

蘇OO 巧連智1本

白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1本

陳OO 巧連智1本

廖OO 巧連智1本

賴OO 巧連智1本

許OO 巧連智5本

何OO 巧連智3本

劉OO 巧連智3本

李OO 巧連智4本

廖OO 巧連智5本

李OO 巧連智3本

李OO 巧連智1套



徐OO 巧連智2本

謝OO 物資箱3箱

黃OO 物資箱1箱

朱OO 物資箱1箱

朱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楊OO 物資箱1箱

陳OO 物資箱1箱

陳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羅OO 物資箱1箱

黃OO 物資箱1箱

鄭OO 物資箱1箱

仲黃OO 物資箱2箱

沈OO 物資箱1箱

陳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曾OO 物資箱1箱

李OO 物資箱1箱

楊OO 物資箱1箱

鄭OO 物資箱1箱

蔡OO 物資箱1箱

許OO 物資箱1箱

江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黃OO 物資箱1箱

廖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朱OO 物資箱1箱

劉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周OO 物資箱1箱

黃OO 物資箱1箱

許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尚OO 物資箱1箱

鄭OO 物資箱1箱

黃OO 物資箱1箱

劉OO 物資箱1箱

黃OO 物資箱1箱

194,076                    



練OO 物資箱1箱

秦OO 物資箱1箱

陳OO 物資箱1箱

宋OO 物資箱1箱

江OO 物資箱1箱

邱OO 物資箱1箱

羅OO 物資箱1箱

駱OO 物資箱1箱

風鈴OO 物資箱1箱

廖OO 物資箱1箱

阮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陳OO 物資箱1箱

羅OO 物資箱1箱

鈕OO 物資箱1箱

晏OO 物資箱1箱

梁OO 物資箱1箱

陳OO 物資箱1箱

徐OO 物資箱1箱

許OO 物資箱1箱

石OO 物資箱1箱

謝OO 物資箱1箱

黃OO 物資箱1箱

陳OO 物資箱1箱

楊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陳OO 物資箱1箱

吳OO 物資箱1箱

鍾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徐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周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黃OO 物資箱1箱

張OO 物資箱1箱

何OO 物資箱1箱

賴OO 物資箱1箱

賴OO 物資箱1箱

黃OO 物資箱1箱



孫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蔡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袁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田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湯OO 物資箱1箱

楊OO 物資箱1箱

郭OO 物資箱1箱

蔡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陳OO 物資箱1箱

姚OO 物資箱1箱

楊OO 物資箱1箱

徐O 物資箱1箱

張OO 物資箱1箱

許OO 物資箱1箱

矯OO 物資箱1箱

袁OO 物資箱1箱

許OO 物資箱1箱

蔡OO 物資箱1箱

鄭OO 物資箱1箱

鄭OO 物資箱1箱

李OO 物資箱1箱

謝OO 物資箱1箱

楊OO 物資箱1箱

吳OO 物資箱1箱

翁OO 物資箱1箱

李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高OO 物資箱1箱

吳OO 物資箱1箱

李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黃OO 物資箱1箱

楊OO 物資箱1箱

莊OO 物資箱1箱

莊OO 物資箱1箱



陳OO 物資箱1箱

陳OO 物資箱1箱

吳OO 物資箱1箱

許OO 物資箱1箱

郭OO 物資箱1箱

薛OO 物資箱1箱

萬OO 物資箱1箱

洪OO 物資箱2箱

楊OO 物資箱2箱

吳OO 物資箱1箱

侯OO 物資箱2箱

李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2箱

何O 物資箱1箱

楊OO 物資箱2箱

張OO 物資箱2箱

吳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詹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劉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韋OO 物資箱2箱

施OO 物資箱1箱

洪OO 物資箱1箱

謝OO 物資箱2箱

揚OO 物資箱1箱

宋OO 物資箱2箱

羅OO 物資箱1箱

楊OO 物資箱1箱

黃OO 物資箱1箱

李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李O 物資箱1箱

鄧OO 物資箱1箱

劉OO 物資箱1箱

葉OO 物資箱1箱

卓OO 物資箱1箱

劉OO 物資箱1箱

周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張OO 物資箱1箱

陳OO 物資箱1箱

宋OO 物資箱1箱

宋OO 物資箱1箱

余O 物資箱1箱

司OO 物資箱1箱

馬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廖OO 物資箱1箱

丁OO 物資箱1箱

張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沈OO 物資箱1箱

李OO 物資箱1箱

康OO 物資箱1箱

花OO 物資箱1箱

許OO 物資箱1箱

劉OO 物資箱1箱

陳OO 物資箱1箱

陳OO 物資箱1箱

李OO 物資箱1箱

宋OO 物資箱1箱

吳OO 物資箱1箱

李OO 物資箱1箱

卓OO 物資箱1箱

宋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車OO 物資箱1箱

羅OO 物資箱1箱

宋OO 物資箱1箱

風OO 物資箱1箱

邱OO 物資箱1箱

范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吳OO 物資箱1箱

李OO 物資箱1箱

張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車OO 物資箱1箱

車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李OO 物資箱1箱

張OO 物資箱1箱

宋OO 物資箱1箱

羅OO 物資箱1箱

范OO 物資箱1箱

李OO 物資箱1箱

吳OO 物資箱1箱

宋OO 物資箱1箱

陳雅真 物資箱1箱

李OO 物資箱1箱

卓OO 物資箱1箱

羅OO 物資箱1箱

車OO 物資箱1箱

吳OO 物資箱1箱

宋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陳OO 物資箱1箱

李OO 物資箱1箱

卓OO 物資箱1箱

吳OO 物資箱1箱

宋OO 物資箱1箱

羅OO 物資箱1箱

李OO 物資箱1箱

車OO 物資箱1箱

周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施OO 物資箱1箱

車OO 物資箱1箱

趙OO 物資箱1箱

鄭OO 物資箱1箱

張OO 物資箱1箱

廖OO 物資箱1箱

顏OO 物資箱1箱

胡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呂OO 物資箱1箱

鄭OO 物資箱1箱



詹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黃OO 物資箱1箱

王OO 物資箱1箱

張OO 物資箱1箱

柯OO 物資箱1箱

胡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梁OO 物資箱1箱

顏OO 物資箱1箱

車OO 物資箱1箱

車OO 物資箱1箱

林OO 物資箱1箱

張OO 物資箱1箱

張OO 物資箱1箱

莊OO 物資箱1箱

岳OO 物資箱1箱

鄧OO 物資箱1箱

邱OO 物資箱1箱

江OO 物資箱1箱

鍾OO 物資箱1箱

周OO 物資箱1箱

劉OO 物資箱4箱

許OO 物資箱8箱

林OO 物資箱12箱

李OO 物資箱2箱

陳OO 物資箱2箱

黃OO 物資箱6箱

游OO 物資箱11箱

林OO 尿布1包

朱OO 尿布1包

林OO 尿布1包

顏OO 尿布1包

朱OO 尿布1包

賴OO 口罩10盒

李OO 口罩15盒

陳OO 奶粉1罐

許OO 奶粉1罐

林OO 奶粉1罐

吳OO 奶粉1罐

王OO 奶粉1罐

2,574                         

4,500                         

37,500                       



許OO 奶粉1罐

陳OO 奶粉1罐

陳OO 奶粉1罐

王OO 奶粉1罐

徐OO 奶粉1罐

楊OO 奶粉2罐

李OO 奶粉1罐

林OO 奶粉1罐

潘OO 奶粉1罐

風鈴OO 奶粉1罐

黃OO 奶粉1罐

張簡OO 奶粉1罐

黃OO 奶粉1罐

陳OO 奶粉3罐

羅OO 奶粉1罐

林OO 奶粉1罐

彭OO 奶粉1罐

王OO 奶粉1罐

風鈴OO 奶粉5罐

黃OO 奶粉2罐

林OO 奶粉2罐

胡OO 奶粉1罐

莊OO 奶粉1罐

林OO 奶粉1罐

鄭OO 奶粉1罐

陳OO 奶粉1罐

陳OO 奶粉1罐

謝OO 奶粉1罐

陳OO 奶粉2罐

林OO 奶粉1罐

林OO 奶粉1罐

鄭OO 奶粉1罐

黃OO 奶粉1罐

吳OO 奶粉1罐

洪OO 奶粉2罐

謝OO 奶粉7罐

凃OO 奶粉1罐

楊OO 調理包6包

許OO 調理包1包

余OO 調理包4包

蔡OO 調理包6包

19,440                       



高OO 調理包6包

張OO 調理包8包

林OO 調理包10包

賴OO 調理包8包

矯OO 調理包18包

陳OO 調理包12包

袁OO 調理包6包

吳OO 調理包6包

黃OO 調理包9包

黃OO 調理包6包

洪OO 調理包6包

蘇OO 調理包6包

陳OO 調理包9包

曾OO 調理包4包

陳OO 調理包12包

王OO 調理包6包

吳OO 調理包5包

張OO 調理包12包

張OO 調理包3包

林OO 調理包8包

江OO 調理包9包

袁OO 調理包10包

林OO 調理包8包

王OO 調理包6包

林OO 調理包6包

王OO 調理包6包

賴OO 調理包6包

江OO 調理包9包

吳OO 調理包4包

卓OO 調理包8包

林OO 調理包9包

賴OO 調理包12包

何OO 調理包8包

許OO 調理包8包

林OO 調理包6包

吳OO 調理包6包

江OO 調理包12包

張OO 調理包8包

林OO 調理包11包

林OO 調理包9包

王OO 調理包9包



陳OO 調理包6包

矯OO 調理包12包

黃OO 調理包8包

吳OO 調理包12包

黃OO 調理包6包

蔡OO 調理包8包

何OO 調理包12包

賴OO 調理包8包

汪OO 調理包3包

田OO 調理包3包

張OO 調理包4包

石OO 調理包6包

廖OO 調理包6包

林OO 調理包6包

江OO 調理包14包

林OO 調理包6包

吳OO 調理包5包

王OO 調理包6包

陳OO 調理包6包

張OO 調理包12包

郭OO 調理包4包

賴OO 調理包14包

蔡OO 調理包6包

林OO 調理包6包

陳OO 調理包6包

許OO 調理包8包

廖OO 調理包4包

蕭OO 調理包5包

何OO 調理包12包

鐘OO 調理包9包

張OO 調理包4包

陳OO 調理包12包

黃OO 調理包5包

江OO 調理包8包

陳OO 調理包6包

張OO 調理包4包

黃OO 調理包6包

林OO 調理包9包

曾OO 調理包12包

林OO 調理包6包

張OO 調理包6包



賴OO 調理包15包

王OO 調理包3包

石OO 調理包6包

古OO 調理包9包

吳OO 調理包6包

林OO 調理包6包

黃OO 調理包10包

黃OO 調理包8包

古OO 調理包9包

楊OO 調理包4包

邱OO 調理包2包

新北市老梅國小 奶茶4箱

苗栗縣坪頂國小 奶茶2箱

彰化縣文德國小 奶茶4箱

南投縣麒麟國小 奶茶2箱

南投縣永和國小 奶茶2箱

南投縣萬豐國小 奶茶4箱

台南市仙草國小 奶茶2箱

胡OO 統冠14張

饒OO 統冠14張

黃OO 統冠11張

林OO 統冠14張

謝OO 統冠11張

鄭OO 統冠11張

陳OO 統冠8張

許OO 統冠14張

林OO 統冠14張

曾OO 統冠8張

葉OO 統冠8張

邱OO 統冠14張

何OO 統冠11張

周OO 統冠11張

林OO 統冠8張

杜OO  統冠14張

陳OO  統冠14張

潘OO 統冠8張

楊OO 統冠8張

張OO 統冠8張

柯OO 統冠11張

楊OO 統冠11張

陳OO 統冠14張

3,600                         

715,000                    



徐OO 統冠14張

李OO 統冠8張

湯OO 統冠14張

林OO  統冠8張

蘇OO 統冠8張

唐OO 統冠8張

黃OO  統冠11張

孫OO  統冠11張

陳OO  統冠8張

史OO 統冠14張

高OO 統冠8張

林OO 統冠11張

張OO 統冠11張

黃OO 統冠11張

范OO 統冠8張

林OO 統冠11張

范OO 統冠8張

林OO 統冠11張

謝OO 統冠14張

吳OO 統冠14張

王OO 統冠11張

黃OO 統冠8張

邱OO 統冠8張

黃OO 統冠11張

鄭OO 統冠14張

嚴OO 統冠14張

潘OO 統冠8張

陳OO 統冠11張

林OO 統冠8張

范OO 統冠14張

呂OO 統冠11張

田OO 統冠8張

黃OO 統冠11張

陳OO 統冠11張

黃OO 統冠11張

黃OO 統冠14張

林OO 統冠11張

吳OO 統冠8張

鍾OO  統冠14張

蔡OO 統冠14張

林OO 統冠14張



劉OO 統冠8張

范OO 統冠11張

鍾OO 統冠11張

宋OO 統冠11張

林OO 統冠14張

林OO 統冠14張

邱OO 統冠8張

彭OO 統冠14張

金OO 統冠14張

李OO 統冠7張

陳OO 統冠9張

高OO 統冠11張

彭OO 統冠8張

徐OO 統冠8張

楊OO 統冠6張

邱OO 統冠6張

沈OO 統冠6張

黃OO 統冠7張

李OO 統冠6張

王OO 統冠6張

呂OO 統冠6張

盧OO 統冠6張

邱OO 統冠6張

林OO 統冠6張

鐘OO 統冠6張

張OO 統冠6張

潘OO 統冠6張

胡OO 統冠6張

姜OO 統冠8張

林OO 統冠8張

潘OO 統冠8張

徐OO 統冠14張

胡OO 統冠11張

鄭OO 統冠8張

陳OO 統冠6張

許OO 統冠8張

宋OO 統冠11張

李OO 統冠11張

梁OO 統冠14張

邱OO 統冠14張

陳OO 統冠14張



林OO 統冠14張

潘OO 統冠14張

吳OO 統冠14張

胡OO 統冠14張

黃OO 統冠14張

高OO 統冠14張

鄭OO 統冠11張

黃OO 統冠11張

林OO 統冠11張

黃OO 統冠11張

吳OO 統冠11張

林OO 統冠8張

林OO 統冠14張

陳O0O 統冠14張

林OO 統冠14張

蘇OO 統冠11張

吳OO 統冠11張

林OO 統冠11張

王OO 統冠11張

楊OO 統冠8張

張OO 統冠8張

黃OO 統冠8張

周OO 統冠8張

郭OO 統冠8張

張OO 統冠14張

游OO 統冠14張

邱OO 統冠14張

董OO 統冠14張

邱OO 統冠8張

陳OO 統冠8張

趙OO 統冠14張

温OO 統冠14張

溫OO 統冠8張

張OO 統冠8張

潘OO 統冠11張

王OO 統冠14張

余OO 杏⼀7張

顏OO 杏⼀3張

劉OO 杏⼀5張

黃OO 杏⼀4張

柯OO 杏⼀4張

300,000                    



黃OO 杏⼀4張

張OO 杏⼀4張

游OO 杏⼀4張

席OO 杏⼀4張

沈OO 杏⼀4張

林OO 杏⼀4張

劉OO 杏⼀4張

何OO 杏⼀4張
陳OO 杏⼀4張

劉O 杏⼀7張

吳OO 杏⼀4張
李OO 杏⼀7張

曾OO 杏⼀7張

徐OO 杏⼀7張

張OO 杏⼀7張

江OO 杏⼀4張

林OO 杏⼀4張

周OO 杏⼀4張

吳OO 杏⼀7張

王OO 杏⼀4張

彭OO 杏⼀4張

劉OO 杏⼀4張

郭OO 杏⼀7張

吳OO 杏⼀4張

許OO 杏⼀4張

陳OO 杏⼀7張

曾OO 杏⼀7張

邱OO 杏⼀4張

黃OO 杏⼀4張

黃OO 杏⼀4張

郭OO 杏⼀4張

黃OO 杏⼀7張

唐OO 杏⼀1張

林OO 杏⼀1張

張OO 杏⼀1張

周OO 杏⼀1張

江OO 杏⼀1張

林OO 杏⼀1張

林OO 杏⼀1張

周OO 杏⼀1張

陳OO 杏⼀1張



湯OO 杏⼀1張

宋OO 杏⼀1張

陳OO 杏⼀1張

洪OO 杏⼀1張

曾OO 杏⼀1張

吳OO 杏⼀1張

何OO 杏⼀1張

林OO 杏⼀1張

林OO 杏⼀1張

廖OO 杏⼀1張

薛OO 杏⼀1張

何OO 杏⼀1張

林OO 杏⼀1張

楊OO 杏⼀1張

蔡OO 杏⼀1張

李OO 杏⼀1張

黃OO 杏⼀1張

賴OO 杏⼀1張

胡OO 杏⼀1張

吳OO 杏⼀1張

柯OO 杏⼀1張

洪OO 杏⼀1張

王OO  杏⼀1張

林OO  杏⼀1張

劉OO 杏⼀1張

廖OO 杏⼀1張

陳OO 杏⼀1張

吳OO 杏⼀1張

何OO 杏⼀1張

唐OO 杏⼀1張

楊OO 杏⼀1張

洪OO 杏⼀1張

黃OO 杏⼀1張

陳OO 杏⼀1張

楊OO 杏⼀1張

朱OO 杏⼀1張

林OO 杏⼀1張

籃OO 杏⼀1張

喬OO 杏⼀1張

陳OO 杏⼀1張

孔OO 杏⼀1張



張OO 杏⼀1張

黃OO 杏⼀1張

施OO 杏⼀1張

陳OO 杏⼀1張

林OO 杏⼀1張

鄂OO 杏⼀1張

王OO 杏⼀1張

林OO 杏⼀1張

李OO 杏⼀1張

吳OO 杏⼀1張

林OO 杏⼀1張

連OO 杏⼀1張

陳OO 杏⼀1張

吳OO 杏⼀1張

蔣OO 杏⼀1張

周OO 杏⼀1張

趙OO 杏⼀1張

徐OO 杏⼀1張

賴OO 杏⼀1張

吳OO 杏⼀1張

張OOO 杏⼀1張

陳OO 杏⼀1張

高OO 杏⼀1張

尤OO 杏⼀1張

連OO 杏⼀1張

莊OO 杏⼀1張

吳OO 杏⼀1張

陳OO 杏⼀1張

黃OO 杏⼀1張

廖OO 杏⼀1張

黃OO 杏⼀1張

賴OO 杏⼀1張

王OO 杏⼀1張

何OO 杏⼀1張

曹OO 杏⼀1張

黃OO 杏⼀1張

林OO 杏⼀1張

黃OO　 杏⼀1張

張OO 杏⼀1張

傅OO 杏⼀1張

闕OO 杏⼀1張



王OO 杏⼀1張

范OO 杏⼀1張

黃OO 杏⼀1張

黃OO 杏⼀1張

陳OO 杏⼀1張

吳OO 杏⼀1張

林OO  杏⼀1張

郭OO 杏⼀1張

陳OO 杏⼀1張

羅OO 杏⼀1張

郭OO 杏⼀1張

林OO 杏⼀1張

王OO 杏⼀1張

唐OO 杏⼀1張

方OO 杏⼀1張

謝OO 杏⼀1張

張OO 杏⼀1張

謝OO 杏⼀1張

劉OO 杏⼀1張

吳OO 杏⼀1張

吳OO 杏⼀1張

 OO汝 杏⼀1張

吳OO 杏⼀1張

范OO 家樂福6張

黃OO 家樂福6張

林OO 家樂福10張

康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8張

賴OO 家樂福12張

張OO 家樂福12張

呂OO 家樂福12張

陳OO 家樂福6張

王OO 家樂福9張

廖OO 家樂福10張

吳OO 家樂福6張

詹OO 家樂福9張

姚OO 家樂福6張

黃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6張

蔡OO 家樂福6張

吳OO 家樂福8張

7,770,000                 



劉OO 家樂福10張

卓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8張

彭OO 家樂福14張

洪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6張

陳OO 家樂福10張

謝OO 家樂福11張

矯OO 家樂福14張

吳OO 家樂福10張

賴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8張

樂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6張

林OO 家樂福6張

伍OOO 家樂福6張

尚OO 家樂福6張

黃OO 家樂福6張

彭OO 家樂福6張

何OO 家樂福6張

蔣OO 家樂福6張

陳OO 家樂福6張

黃OO 家樂福6張

黃OO 家樂福6張

許OO 家樂福6張

劉OO 家樂福6張

王OO 家樂福6張

馮OO 家樂福6張

吳OO 家樂福12張

趙OO 家樂福10張

楊OO 家樂福8張

丁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鄭OO 家樂福10張

楊OO 家樂福6張

蔡OO 家樂福11張

洪OO 家樂福6張

蘇OO 家樂福6張

王OO 家樂福12張

吳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0張



廖OO 家樂福14張

黃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羅OO 家樂福6張

練OO 家樂福6張

黃OO 家樂福6張

陳OO 家樂福6張

江OO 家樂福6張

殷OO 家樂福6張

黎OO 家樂福6張

黃OO 家樂福8張

翁OO 家樂福6張

鄭OO 家樂福6張

黃OO 家樂福6張

陳OO 家樂福6張

陳OO 家樂福6張

吳OO 家樂福6張

王OO 家樂福6張

游OO 家樂福6張

張OO 家樂福12張

林OO 家樂福6張

張OO 家樂福6張

柯OO 家樂福8張

彭OO 家樂福8張

郭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邱OO 家樂福6張

胡OO 家樂福6張

曾OO 家樂福11張

詹OO 家樂福10張

陳O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10張

柯OO 家樂福6張

藍OO 家樂福10張

張OO 家樂福10張

趙OO 家樂福6張

宋O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6張

劉OO 家樂福6張

許OO 家樂福6張



張OO  家樂福6張

林OO 家樂福6張

黃OO 家樂福6張

黃OO 家樂福6張

陳OO 家樂福4張

林OO 家樂福4張

李OO 家樂福6張

嚴OO 家樂福6張

邱OO 家樂福6張

李OO 家樂福8張

盧OO 家樂福8張

葉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徐OO 家樂福11張

李O 家樂福11張

潘OO 家樂福11張

洪OO 家樂福11張

潘OO 家樂福11張

呂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孫OO 家樂福14張

鍾OO 家樂福14張

魏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8張

徐OO 家樂福8張

郭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簡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劉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葉OO 家樂福14張

洪OO 家樂福14張

劉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蘇OO 家樂福11張

潘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溫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楊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魏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8張

周OO 家樂福8張

蔡OO 家樂福14張

郭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洪OO 家樂福11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葉OO 家樂福8張

武OO 家樂福14張

蔡OO 家樂福14張

邱OO 家樂福14張

呂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方OO 家樂福14張

郭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8張

郭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潘OO 家樂福11張



盧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喻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蕭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黃OO 家樂福8張

莊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尤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戴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孫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彭OO 家樂福11張

郭OO 家樂福11張

朱OO 家樂福8張

魯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8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張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唐OO 家樂福14張

單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8張

郭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8張

田OO 家樂福8張

周OO 家樂福11張

江OO 家樂福14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梁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寇OO 家樂福8張

阮OO 家樂福11張



江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何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鄭OO 家樂福8張

石OO 家樂福8張

魏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董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蔡OO 家樂福14張

高OO 家樂福11張

謝OO 家樂福11張

宋OO 家樂福8張

謝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宋OO 家樂福11張

楊OO 家樂福11張

趙OO 家樂福11張

史OO 家樂福11張

洪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廖OO 家樂福14張

洪OO 家樂福3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莊OO 家樂福14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徐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曾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蕭OO 家樂福8張

黃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周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金OO 家樂福8張

康OO 家樂福14張

曾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潘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8張

邵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余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蔡OO 家樂福11張

鍾OO 家樂福14張

蔡OO 家樂福8張

謝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8張

蔡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佘OO 家樂福11張

潘OO 家樂福8張

辛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賴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張OO弘 家樂福11張

周OO 家樂福11張

薛OO 家樂福11張

何OO 家樂福14張

郭OO 家樂福8張

洪OO 家樂福11張

孫OO 家樂福8張

何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蘇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蕭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蘇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巴OO 家樂福8張

洪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揚OO 家樂福11張

楊OO 家樂福11張

趙OO 家樂福8張

傅OO 家樂福8張

施OO 家樂福11張

葉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許OO 家樂福14張

歐OO 家樂福8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萬OO 家樂福8張

鄭OO 家樂福11張

謝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鍾OO 家樂福8張

闕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杜OO 家樂福8張

黃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徐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洪OO 家樂福14張

徐OO 家樂福11張

鄭OO 家樂福11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胡OO 家樂福11張

柯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阮OO 家樂福11張

洪OO 家樂福11張

洪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沈OO 家樂福11張

盧OO 家樂福11張

賴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8張

魏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8張

楊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羅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廖OO 家樂福14張

彭OO 家樂福14張

洪OO 家樂福8張

龔OO 家樂福11張

賈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廖OO 家樂福11張

江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8張

周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8張

謝OO 家樂福14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歐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翁OO 家樂福14張

郭OO 家樂福11張

楊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8張

宋OO 家樂福11張

潘OO 家樂福11張



周OO 家樂福14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何OO 家樂福11張

卓OO 家樂福8張

楊OO 家樂福14張

莊OO 家樂福8張

戴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鄒OO 家樂福11張

段OO 家樂福8張

周OO 家樂福11張

蘇OO 家樂福14張

賴OO 家樂福11張

蔡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8張

施OO 家樂福8張

洪OO 家樂福14張

胡OO 家樂福11張

蕭OO 家樂福8張

沈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華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8張

賴OO 家樂福11張

游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高OO 家樂福14張

曾OO 家樂福14張

楊OO 家樂福11張

詹OO 家樂福11張

楊OO 家樂福11張

廖OO 家樂福11張

董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8張



施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曾OO 家樂福8張

白OO 家樂福14張

董OO 家樂福14張

石OO 家樂福14張

阮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楊OO 家樂福11張

邵OO 家樂福11張

蔡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謝OO 家樂福11張

賴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楊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蔡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8張

謝OO 家樂福8張

范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蔡OO 家樂福11張

賴OO 家樂福8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花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8張

葉OO 家樂福8張

柯OO 家樂福8張

謝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8張

許OO 家樂福8張

柯OO 家樂福8張

高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施OO 家樂福8張

鄒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馮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沈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謝OO 家樂福11張

紀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郝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鄭OO 家樂福14張

蘇OO 家樂福14張

郭OO 家樂福14張

司OO 家樂福14張

徐OO 家樂福14張

吳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8張

謝OO 家樂福8張

楊OO 家樂福8張

傅OO 家樂福8張

楊OO 家樂福8張

宋OO 家樂福8張

蔡OO 家樂福8張

許OO 家樂福8張

許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8張



潘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葉OO 家樂福11張

沈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莊OO 家樂福14張

施OO 家樂福14張

劉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何OO 家樂福11張
范OO 家樂福14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邱OO 家樂福8張

包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8張

曾OO 家樂福14張

井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錢OO 家樂福11張

麥OO 家樂福8張

魏OO 家樂福8張

紀OO 家樂福8張

何OO 家樂福14張

江OO 家樂福14張

高OO 家樂福8張

謝OO 家樂福14張

謝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鄭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蔡OO 家樂福8張

蔡OO 家樂福11張

鄭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彭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邱OO 家樂福11張

傅OO 家樂福14張

葉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謝OO 家樂福14張

馮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8張

鄭OO 家樂福11張

洪OO 家樂福14張

徐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余OO 家樂福8張
曾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伊OO 家樂福14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楊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廖OO 家樂福11張

邱OO 家樂福11張

廖OO 家樂福11張

魏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連OO 家樂福8張

許OO 家樂福8張

卓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8張

苗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蔣OO 家樂福11張

羅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呂OO 家樂福11張

賴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楊OO 家樂福11張

謝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江OO 家樂福11張

蔡OO 家樂福14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許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廖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蔣OO 家樂福8張

洪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8張

胡OO 家樂福8張

潘OO 家樂福11張

羅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蘇OO 家樂福11張

馬OO 家樂福11張

江OO 家樂福11張

丘OO 家樂福11張

周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邱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許OO 家樂福14張

謝OO 家樂福14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范OO 家樂福14張

曾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8張

羊OO 家樂福8張

劉OO 家樂福8張

温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薛OO 家樂福8張

詹OO 家樂福8張

鄧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楊OO 家樂福11張

楊OO 家樂福11張

余OO 家樂福11張

鍾OO 家樂福11張

程OO 家樂福11張

沈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徐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石OO 家樂福14張

楊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吳OO 家樂福14張

鄧OO 家樂福14張

廖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鐘OO 家樂福14張

何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8張

蘇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季OO 家樂福11張

呂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葉OO 家樂福14張

楊OO珍 家樂福14張

許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8張

徐OO 家樂福8張

沈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辛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夏OO 家樂福14張

劉OO 家樂福14張

吳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徐OO 家樂福8張

鍾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詹OO 家樂福11張

鍾OO 家樂福11張

徐OO 家樂福11張

雷OO 家樂福11張

趙OO 家樂福11張

江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彭OO 家樂福14張

蔡OO 家樂福8張

胡OO 家樂福8張

蔡OO 家樂福14張

趙OO 家樂福8張

鍾OO 家樂福8張

簡OO 家樂福11張

許OO 家樂福8張

廖OO 家樂福8張

徐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8張

蔡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8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古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8張

呂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白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8張

周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邱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蔡OO 家樂福11張

鄭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8張

楊OO 家樂福8張

劉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莊OO 家樂福11張

利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洪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鍾OO 家樂福14張

賴OO 家樂福14張

劉OO 家樂福14張

詹OO 家樂福11張

簡OO 家樂福11張

孫OO 家樂福8張

詹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許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宋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胡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沈OO 家樂福11張

葉OO 家樂福11張

標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江OO 家樂福11張

凃OO 家樂福11張

藍OO 家樂福11張

卓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方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翁OO 家樂福11張

鄭OO 家樂福11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程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曾OO 家樂福14張

劉OO 家樂福14張

許OO 家樂福14張

丁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曹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戴OO 家樂福14張

蔡OO 家樂福14張

歐OO 家樂福14張

方OO 家樂福14張

謝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8張

賴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8張

羅OO 家樂福8張

羅OO 家樂福8張

白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8張

姜OO 家樂福8張

蔡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金OO 家樂福11張

蘇OO 家樂福11張

孫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詹OO 家樂福14張

簡OO 家樂福14張

孫OO 家樂福14張

何OO 家樂福8張

楊OO 家樂福8張

鄭OO 家樂福8張

郭OO 家樂福8張

蔡OO 家樂福8張



江OO 家樂福8張

龔OO 家樂福8張

葉OO 家樂福8張

蔡OO 家樂福8張

邱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鄭OO 家樂福11張

曾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高OO 家樂福11張

蘇OO 家樂福11張

廖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廖OO 家樂福11張

賴OO 家樂福11張

梁OO 家樂福11張

簡OO 家樂福11張

廖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莊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羅OO 家樂福11張

邱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許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施OO 家樂福14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賴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彭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史OO 家樂福11張

馬OO 家樂福11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翁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簡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8張

蔡OO 家樂福8張

游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楊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呂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廖OO 家樂福14張

童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簡OO 家樂福14張

謝OO 家樂福8張

康OO 家樂福8張

郭OO 家樂福8張

趙OO 家樂福8張

胡OO 家樂福11張

范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游OO 家樂福11張

盧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周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彭OO 家樂福14張

吳OO 家樂福14張

石OO 家樂福14張

凃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鄭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8張

曹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楊OO 家樂福11張

徐OO 家樂福11張

梁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葉OO 家樂福11張

戴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朱OO 家樂福14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謝OO 家樂福14張

吳OO 家樂福14張

蔡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莊OO 家樂福8張

沈OO 家樂福8張

沈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廖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潘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劉OO 家樂福8張

顏OO 家樂福8張

楊OO 家樂福11張

沈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江OO 家樂福11張

洪OO 家樂福14張

呂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劉OO 家樂福8張

楊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8張

溫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楊OO 家樂福14張

鍾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8張

楊OO 家樂福14張

褚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簡OO 家樂福8張

呂OO 家樂福14張

洪OO 家樂福11張

邱OO 家樂福14張



李OO 家樂福8張

江OO 家樂福11張

呂OO 家樂福11張

田OO 家樂福11張

張OOO 家樂福11張

江OO 家樂福11張

廖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石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顧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蔣OO 家樂福8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謝OO 家樂福14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阮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韓O  家樂福11張

葉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楊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洪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8張

呂OO 家樂福8張

阮OO 家樂福8張

方OO 家樂福11張

鍾OO 家樂福8張

鄭OO 家樂福14張

杜OO 家樂福14張

趙OO 家樂福14張

余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彭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陳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古OO 家樂福8張

鄭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徐OO 家樂福14張

廖OO 家樂福14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于OO娜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8張

武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呂OO 家樂福8張

邱OO 家樂福11張

湯OO 家樂福11張

阮OO 家樂福8張

田OO 家樂福11張

錢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馮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劉OO 家樂福8張

鄭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吳OO 家樂福14張

余OO 家樂福8張

熊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洪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高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8張

于OO 家樂福11張

魏OO 家樂福8張

宋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劉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涂OO 家樂福14張

梁OO 家樂福11張

賴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鄭OO 家樂福14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呂OO 家樂福11張

羅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8張

潘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8張

彭OO 家樂福14張

鄭OO 家樂福14張

高OO 家樂福11張

曾OO 家樂福11張

彭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8張

鍾OO 家樂福8張

何OO 家樂福8張

顏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周OO 家樂福8張

徐OO 家樂福8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周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蔡OO 家樂福8張

葉OO 家樂福11張

謝OO 家樂福8張

廖OO 家樂福14張

阮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楊OO 家樂福11張

董O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8張

賴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蔡OO  家樂福14張

潘OO  家樂福14張

莊OO 家樂福11張

彭OO 家樂福14張

郭OO 家樂福14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毛OO 家樂福11張

趙OO 家樂福8張

竇O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吳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8張



葉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郭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8張

唐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凃OO 家樂福14張

胡OO 家樂福14張

劉OO 家樂福14張

蕭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蔡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阮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江OO 家樂福11張

沈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許OO 家樂福14張

阮O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章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賴OO 家樂福8張

劉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馮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郭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錢O 家樂福11張



岩OO 家樂福8張

洪OO 家樂福14張

蘇OO 家樂福8張

劉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徐OO 家樂福14張

黃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劉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謝OO 家樂福14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許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饒OO 家樂福14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蘇O  家樂福8張

安O 家樂福14張

胡OO 家樂福14張

劉OO  家樂福14張

鄭OO 家樂福11張

林O  家樂福8張

許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蘇OO 家樂福11張

周OO 家樂福11張

宋OO 家樂福8張

祝OO 家樂福8張

簡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8張

楊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周OO 家樂福8張

簡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8張

蔡OO 家樂福8張

蔡OO 家樂福8張



谷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顏O 家樂福11張

洪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8張

顏OO 家樂福11張

朱OO 家樂福14張

沈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周OO 家樂福8張

徐OO 家樂福11張

邱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楊OO 家樂福14張

鄭OO 家樂福11張

蕭OO 家樂福14張

鄭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賴OO 家樂福8張

范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郭OOO 家樂福8張

江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8張

謝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4張

許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8張

鍾OO 家樂福14張

傅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蔡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4張

詹OO 家樂福11張

陳O 家樂福14張

許OO 家樂福8張



賈OO 家樂福8張

顏OO  家樂福8張

羅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周OO 家樂福14張

廖OO 家樂福8張

石OO 家樂福14張

丁O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高OO 家樂福11張

蘇OO 家樂福14張

吳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游OO 家樂福14張

曾OO 家樂福8張

高OO 家樂福14張

游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14張

朱OO 家樂福8張

游OO 家樂福8張

洪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葉OO 家樂福14張

呂OO 家樂福8張

高OO 家樂福8張

何OO 家樂福8張

丁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謝OO 家樂福11張

張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8張

林OOO 家樂福8張

吳OO 家樂福8張



蔡OO 家樂福14張

戴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劉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周OO 家樂福8張

顏OO 家樂福8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葉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李OO 家樂福8張

朱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顏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簡OO 家樂福11張

潘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蘇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11張

游OO 家樂福11張

姜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趙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8張

詹OO 家樂福11張

鐘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褚OO 家樂福8張

呂OO 家樂福14張

黃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鄧OO 家樂福14張

曾OO 家樂福14張

周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江OO 家樂福11張

鄭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周OO 家樂福8張

鄭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8張

曾OO 家樂福11張

莊OO 家樂福8張

曾OO 家樂福8張

曾OO 家樂福8張

許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侯OO 家樂福14張

秦OO 家樂福11張

林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黃OO 家樂福11張

楊OO 家樂福8張

彭OO 家樂福11張

徐OO 家樂福8張

彭OO 家樂福14張

馬OO 家樂福11張

高OO 家樂福14張

曾OO 家樂福8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邱OO 家樂福8張

張OO 家樂福8張

汪OO 家樂福14張

張OO 家樂福8張

鄭OO 家樂福14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謝OO 家樂福11張

廖OO 家樂福8張



蕭OO 家樂福8張

唐OO 家樂福8張

范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鄭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11張

謝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沈OO 家樂福8張

游OO 家樂福14張

邱OO 家樂福11張

宋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8張

邱OO 家樂福14張

李OO 家樂福8張

許OO 家樂福14張

李OO 家樂福8張

謝OO 家樂福11張

江OO 家樂福11張

李OO 家樂福14張

廖OO 家樂福11張

劉OO 家樂福8張

詹OO 家樂福14張

姚OO 家樂福11張

蔡OO 家樂福14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吳OO 家樂福8張

劉OO 家樂福14張

郭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潘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黎OO 家樂福8張

李OO 家樂福8張

馮OO 家樂福8張

蘇OO 家樂福8張

羅OO 家樂福8張

王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孫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8張



施OO 家樂福11張

蔡OO 家樂福14張

郭OO 家樂福11張

陳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林OO 家樂福11張

蔡OO 家樂福11張

盧OO 家樂福14張

李OO 家樂福11張

葉OO 家樂福14張

黃OO 家樂福14張

褚OO 家樂福8張

陳OO 家樂福8張

武OO 家樂福11張

王OO 家樂福11張

游OO 家樂福11張

黃OO 全聯14張

趙OO 全聯8張

徐OO 全聯11張

莊OO 全聯11張

巫OO 全聯14張

邱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8張

劉OO 全聯14張

吳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8張

潘OO 全聯8張

顏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11張

賴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11張

張OO 全聯8張

張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14張

林OO 全聯11張

張OO 全聯14張

朱OO 全聯14張

王OO 全聯11張

5,868,720                 



陳OO 全聯8張

丁OO 全聯8張

王OO 全聯8張

王OO 全聯11張

宋OO 全聯11張

董OO 全聯11張

江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8張

賴OO 全聯11張

何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8張

黃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8張

黃OO 全聯14張

易OO 全聯11張

廖OO 全聯8張

楊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8張

趙OO 全聯11張

楊OO 全聯11張

劉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11張

沈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8張

周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11張

鄭OO 全聯14張

沈OO 全聯14張

李OO 全聯14張

趙OO 全聯8張

紀OO 全聯11張

鍾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許OO 全聯14張

羅OO 全聯14張

邱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11張

朱OO 全聯11張

湯OO 全聯11張

許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顏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8張

朱OO 全聯8張

鄭OO 全聯8張

方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8張

黃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11張

楊OO 全聯8張

賴OO 全聯11張

莊OO 全聯11張

廖OO 全聯11張

蔡OO 全聯14張

張OO 全聯14張

施OO 全聯11張

宋OO 全聯11張

張OO 全聯8張

許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劉OO 全聯14張

李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蔡OO 全聯11張
詹OO 全聯11張

許OO 全聯11張

余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葉OO 全聯11張

范OO 全聯11張

張OO 全聯8張

謝OO 全聯11張

鍾OO 全聯14張

廖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8張

曾OO 全聯11張

馮OO 全聯11張

朱OO 全聯14張



彭OO 全聯14張

鄧OO 全聯14張

許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14張
劉OO 全聯14張

徐OO 全聯8張

巫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11張

詹OO 全聯8張

王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8張

邱OO 全聯11張

許OO 全聯8張

劉OO 全聯14張

廖OO 全聯14張

連OO 全聯8張

侯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11張

張OO 全聯11張

游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8張

沈OO 全聯11張

謝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8張

胡OO 全聯11張

楊OO 全聯11張

王OO 全聯14張

葉OO 全聯8張

柯OO 全聯11張

簡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8張

賴OO 全聯8張

何OO 全聯8張

高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8張

游OO 全聯11張

郭OO 全聯11張

劉OO 全聯11張



周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11張

翁OO 全聯14張

張OO 全聯14張

高OO 全聯14張

馮OO 全聯6張

林OO 全聯8張

張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11張

張OO 全聯14張

戴OO 全聯11張

許OO 全聯8張

洪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11張

潘OO 全聯11張

潘OO 全聯11張

蔡OO 全聯11張

鄭OO 全聯14張

林OO 全聯11張

江OO 全聯8張

郭OO 全聯8張

吳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11張

張OO 全聯8張

江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14張

汪OO 全聯8張

謝OO 全聯8張

王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11張

王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11張

江OO 全聯14張

林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11張

哈OO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11張

邱OO 全聯14張

賴OO 全聯14張

許OO 全聯8張

邱OO 全聯11張

邱OO 全聯11張

曾OO 全聯11張

戴OO 全聯8張

邱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楊OO 全聯14張

謝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11張

古OO 全聯14張

羅OO 全聯8張

吳OO 全聯8張

趙OO 全聯14張

吳OO 全聯14張

林OO 全聯14張

葉OO 全聯14張

朱OO 全聯14張

朱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8張

趙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8張

曾OO 全聯8張

林O 全聯8張

蔡OO 全聯8張

邱OO 全聯14張

羅OO 全聯14張

邱OO 全聯8張

黃OO 全聯14張

曾OO 全聯14張

林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8張

賴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4張

吳OO 全聯8張

王OO 全聯11張

張OO 全聯8張

張OO 全聯11張



江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8張

盧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8張

姜OO 全聯8張

高O 全聯11張

高O 全聯11張

劉OO 全聯8張

龍O 全聯14張

龍O 全聯8張

田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11張

趙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8張

劉OO 全聯14張

吳OO 全聯8張

許OO 全聯11張

何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黃OO 全聯14張

趙OO 全聯14張

趙OO 全聯14張

高OO 全聯11張

劉OO 全聯8張

施OO 全聯8張

羅OO 全聯8張

高OO 全聯11張

張OO 全聯14張

蔡OO 全聯14張

湯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11張

施O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14張

鄧OO 全聯14張

洪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14張

范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14張

謝OO 全聯8張

汪OO 全聯14張

林OO 全聯11張

曾OO 全聯11張

阮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4張

洋OO 全聯8張

周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11張

賴OO 全聯8張

潘OO 全聯8張

羅OO 全聯8張

白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1張

廖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謝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8張

古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14張

葉OO 全聯11張

呂OO 全聯14張

劉OO 全聯14張

姚OO 全聯8張

羅OO 全聯14張

張OO 全聯8張

雅OOO 全聯14張

高OO 全聯14張

王OO 全聯14張

李OO 全聯11張

呂OO 全聯8張

洪OO 全聯14張

朱OO 全聯14張

羅OO 全聯11張

呂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14張

王OO 全聯8張



張OO 全聯14張

胡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14張

郭OO 全聯14張

孫OO 全聯14張

袁OO 全聯14張

杜OO 全聯8張

楊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8張

孫OO 全聯8張

江OO 全聯8張

譚OO 全聯14張

吳OO 全聯8張

許OO 全聯14張

林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14張

彭OO 全聯14張

李OO 全聯11張

曾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11張

蔡OO 全聯8張

徐OO 全聯11張

王OO 全聯8張

洪OO 全聯8張

王OO 全聯11張

葉OO 全聯11張

王OO 全聯11張

周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11張

張OOO 全聯8張

賴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4張

林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8張

簡OO 全聯8張

王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14張

楊OO 全聯11張

劉OO 全聯14張



楊OO 全聯11張

王OO 全聯8張

吳OO 全聯11張

柯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8張

賴OO 全聯8張

許OO 全聯11張

葉OO 全聯11張

彭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11張

邱OO 全聯14張

劉OO 全聯8張

王OO 全聯11張

高OO 全聯14張

葉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8張

游OO 全聯14張

孫O 全聯14張

曾OO 全聯14張

楊OO 全聯11張

邱OO 全聯11張

司OO 全聯8張
鄭OO 全聯8張

董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1張

呂OO 全聯11張

劇OO 全聯14張

蕭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8張

吳OO 全聯8張

吳OO 全聯8張

鄭OO 全聯8張

姚OO 全聯11張

謝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11張

高OO 全聯11張

徐OO 全聯11張

謝OO 全聯14張

古OO 全聯14張

李OO 全聯14張



楊OO 全聯14張

蕭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8張

劉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11張

馮OO 全聯2張

陳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葉OO 全聯8張

吳OO 全聯8張

曾OO 全聯8張

黃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8張

吳OO 全聯11張

侯OO 全聯11張

沈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邱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14張

邱OO 全聯14張

楊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8張

劉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8張

高OO 全聯11張

王OO 全聯11張

陶OO 全聯11張

尤OO 全聯11張

高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謝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14張

吳OO 全聯8張

王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4張

李OO 全聯8張

許OO 全聯8張

游OO 全聯11張

柯OO 全聯11張

王OO 全聯12張

顏OO 全聯8張

胡OO 全聯14張

廖OO 全聯6張

任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9張

林OO 全聯8張

包OO 全聯12張

廖OO 全聯8張

車OO 全聯8張

舒OO 全聯10張

謝OO 全聯6張

張OO 全聯6張

鐘OO 全聯6張

陳OO 全聯6張

顏OO 全聯6張

邱OO 全聯6張

龔OO 全聯6張

李OO 全聯6張

王OO 全聯8張

張OO 全聯8張

王OO 全聯6張

徐OO 全聯6張

李OO 全聯6張

黃OO 全聯6張

黃OO 全聯6張

韋O 全聯6張

呂OO 全聯8張

朱OO 全聯8張

吳OO 全聯6張

陳OO 全聯10張

鄭OO 全聯14張

蔡OO 全聯6張



風OOO 全聯8張

風OO 全聯6張

阮OO 全聯6張

梁OO 全聯6張

晏OO 全聯6張

名OO 全聯6張

鄭OO 全聯6張

廖OO 全聯6張

李OO 全聯6張

蕭OO 全聯8張

賴OO 全聯6張

廖OO 全聯6張

王OO 全聯6張

徐OO 全聯6張

邱OO 全聯6張

陳OO 全聯6張

羅OO 全聯6張

黃OO 全聯6張

徐OO 全聯8張

徐OO 全聯6張

賴OO 全聯8張

羅OO 全聯6張

鍾OO 全聯6張

林OO 全聯6張

黃OO 全聯8張

秦OO 全聯6張

范OO 全聯6張

蔡OO 全聯6張

邱OO 全聯11張

王OO 全聯6張

簡OO 全聯8張

彭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廖OO 全聯4張

沈OO 全聯4張

高OO 全聯4張

李OO 全聯4張

張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6張

蔡OO 全聯6張

邱OO 全聯4張



葉OO 全聯6張

陳OO 全聯6張

陳OO 全聯8張

游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6張

陳OO 全聯6張

何OO 全聯6張

陳OO 全聯6張

陳OO 全聯6張

江OO 全聯6張

潘OO 全聯6張

金OO 全聯6張

唐OO 全聯9張

林OO 全聯9張

張OO 全聯6張

周OO 全聯6張

江OO 全聯6張

林OO 全聯12張

林OO 全聯9張

周OO 全聯9張

陳OO 全聯6張

湯OO 全聯9張

宋OO 全聯6張

陳OO 全聯9張

洪OO 全聯9張

曾OO 全聯9張

吳OO 全聯12張

何OO 全聯6張

林OO 全聯9張

林OO 全聯6張

廖OO 全聯6張

薛OO 全聯9張

何OO 全聯9張

林OO 全聯6張

楊OO 全聯6張

蔡OO 全聯9張

李OO 全聯9張

黃OO 全聯9張

賴OO 全聯6張

胡OO 全聯9張

吳OO 全聯6張



柯OO 全聯6張

洪OO 全聯9張

王OO  全聯6張

林OO  全聯6張

劉OO 全聯6張

廖OO 全聯6張

陳OO 全聯9張

吳OO 全聯9張

何OO 全聯9張

唐OO 全聯6張

楊OO 全聯6張

洪OO 全聯6張

黃OO 全聯9張

陳OO 全聯6張

楊OO 全聯12張

朱OO 全聯6張

林OO 全聯6張

籃OO 全聯6張

喬OO 全聯12張

陳OO 全聯6張

孔OO 全聯12張

張OO 全聯9張

黃OO 全聯9張

施OO 全聯6張

陳OO 全聯6張

林OO 全聯6張

鄂OO 全聯6張

王OO 全聯6張

林OO 全聯6張

李OO 全聯9張

吳OO 全聯6張

林OO 全聯6張

連OO 全聯12張

陳OO 全聯9張

吳OO 全聯12張

蔣OO 全聯6張

周OO 全聯6張

趙OO 全聯12張

徐OO 全聯9張

賴OO 全聯9張

吳OO 全聯6張



張OOO 全聯12張

陳OO 全聯9張

高OO 全聯12張

尤OO 全聯12張

連OO 全聯9張

莊OO 全聯9張

吳OO 全聯9張

陳OO 全聯6張

黃OO 全聯12張

廖OO 全聯6張

黃OO 全聯6張

賴OO 全聯9張

王OO 全聯6張

何OO 全聯6張

曹OO 全聯6張

黃OO 全聯9張

林OO 全聯6張

黃OO　 全聯9張

張OO 全聯12張

傅OO 全聯9張

闕OO 全聯12張

王OO 全聯12張

范OO 全聯6張

黃OO 全聯9張

黃OO 全聯9張

陳OO 全聯9張

吳OO 全聯6張

林OO  全聯6張

郭OO 全聯6張

陳OO 全聯6張

羅OO 全聯6張

郭OO 全聯6張

林OO 全聯9張

王OO 全聯6張

唐OO 全聯6張

方OO 全聯12張

謝OO 全聯6張

張OO 全聯6張

謝OO 全聯9張

劉OO 全聯9張

吳OO 全聯6張



吳OO 全聯6張

劉OO 全聯9張

吳OO 全聯6張
張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簡OO 全聯14張

黃OOO 全聯8張

廖O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8張

黃OO 全聯11張

鍾OO 全聯14張

張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11張

詹OO 全聯14張

林OO 全聯14張

鍾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8張

袁OO 全聯8張

劉OO 全聯11張

詹OO 全聯14張

蘇OO 全聯14張

田OO 全聯11張

柯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11張

馮OO 全聯14張

湯OO 全聯14張

高OO  全聯14張

呂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4張

簡OO 全聯14張

倪OO 全聯14張

洪O 全聯8張

高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14張

簡O  全聯8張

莊OO 全聯14張

胡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11張



阮OO  全聯14張

石OO 全聯11張

田OO 全聯14張

向OO 全聯8張

高OO 全聯8張

呂OO 全聯11張

游OO 全聯11張

田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14張

藍OO 全聯8張

范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4張

吳OO  全聯11張

何OO 全聯14張

許OO 全聯8張

郭OO 全聯11張

毛OO 全聯11張

郭OO 全聯11張

田OO 全聯14張

阮OO 全聯11張

鄒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14張

蔡OO 全聯14張

呂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14張

葉OO 全聯14張

古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14張

張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4張

楊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14張

趙OO 全聯14張

李OO 全聯14張

吳OO 全聯11張

張OO 全聯14張

李OO 全聯14張

武OO 全聯11張

卓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4張



莊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8張

董OO 全聯14張

羅OO 全聯14張

李OO 全聯11張

莊OO 全聯14張

胡OO 全聯14張

謝OO 全聯8張

鍾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8張

范OO 全聯14張

呂OO 全聯14張

羅OO 全聯14張

蔡OO 全聯8張

莊OO 全聯8張

萬OO 全聯8張

田OO 全聯11張

梁OO 全聯11張

趙OO 全聯11張

殷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14張

罕OO 全聯14張

莊OO 全聯14張

蔡OO 全聯14張

張OO 全聯11張

鄒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8張

楊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14張

林OO 全聯14張

楊OO 全聯14張

姜OO 全聯14張

林OO 全聯8張

張OO 全聯11張

卓OO 全聯14張

王OO 全聯8張

薛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14張

羅OO 全聯11張

胡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8張

金OO 全聯14張

黎OO 全聯8張

張OO 全聯8張

鄭OO 全聯14張

江OO 全聯11張

張OO 全聯14張

賴OO 全聯14張

武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8張

黃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8張

羅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1張

羅OO 全聯14張

洪OO 全聯8張

黃OO 全聯14張

林OOO 全聯14張

陳OOO 全聯8張

王OO 全聯8張

潘OO 全聯8張

秦OO 全聯11張

邱OO 全聯14張

房OO 全聯8張

謝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14張

鍾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11張

許OO 全聯8張

張OO 全聯14張

張OO 全聯14張

李OO 全聯11張

洪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11張

蘇OO 全聯14張

蔡OO 全聯11張

張OO  全聯11張

謝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8張

丁OO 全聯11張

呂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8張

朱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8張

楊OO 全聯11張

顏OO 全聯11張

郭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14張

許OO 全聯14張

莊OO 全聯14張

曾OO 全聯8張

龔O 全聯8張

蔡OO 全聯11張

廖OO 全聯14張

方OO 全聯11張

葉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11張

潘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14張

溫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11張

許OO 全聯14張

武O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11張

丁OO 全聯14張

丁OO 全聯11張

曾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11張

廖OO 全聯11張

羅OO 全聯11張

江OO 全聯11張

連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14張



張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8張

張OO 全聯11張

劉OO 全聯11張

蘇OO 全聯8張

唐OO 全聯8張

張OO 全聯11張

葉OO  全聯8張
李O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曾OO 全聯8張

鄭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11張

戴OO 全聯14張

潘OO  全聯8張

黎OO 全聯8張

周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8張

方OO 全聯8張

梅OO 全聯11張

鄭OO 全聯8張

葉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14張

鍾OO 全聯11張

謝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14張

潘OO 全聯8張

蔡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8張

黃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8張

嚴OO 全聯8張

薛OO 全聯8張

蘇OO 全聯11張

柯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8張

曾OO 全聯8張

曾OO  全聯14張

劉OO 全聯8張



朱OO 全聯8張

鄭OO 全聯8張

潘OO  全聯8張

潘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8張

楊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4張

杜OO  全聯8張

曾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11張

邱OO 全聯11張

王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14張

李OO 全聯11張

阮OO 全聯11張

戴OO 全聯11張

溫OO 全聯11張

曾OO 全聯8張

盧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郭OO 全聯8張

武OO 全聯11張

楊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8張

蔡OO 全聯11張

林OOO 全聯11張

朱OO 全聯8張

趙OO 全聯8張

吳OO 全聯8張

孫OO 全聯11張

呂OO 全聯14張

張OO 全聯11張

呂OO 全聯14張

黃OO 全聯8張



柯OO 全聯11張

郭OO 全聯8張

鄭OO 全聯14張

阮OO 全聯11張

張OO 全聯14張

林OO 全聯14張

孔OO  全聯14張

羅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力OO 全聯8張

鄭OO 全聯14張

蔡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14張

劉OO 全聯14張

李OO 全聯14張

張OO 全聯14張

丁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8張

蔡OO 全聯8張

謝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楊OO  全聯8張

翁OO 全聯8張

楊OO 全聯8張

劉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蔡OO 全聯8張

黃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14張

潘OO 全聯11張

楊OO 全聯11張

梁OO 全聯11張

胡OO 全聯11張

蔡OO 全聯8張

洪OO 全聯8張

潘OO 全聯14張

余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8張

謝OO 全聯14張



符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11張

劉OO 全聯14張

蔣OO  全聯11張

邱O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8張

潘OO  全聯11張

朱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劉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11張

劉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11張

洪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11張

洪OO 全聯11張

楊OO 全聯8張

盧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8張

黃OO 全聯8張

徐OO 全聯8張

蒲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許OO  全聯8張

黃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王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8張

蘇OO 全聯11張

劉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8張

鍾OOO 全聯8張

顏OO 全聯8張

趙OO 全聯14張

毛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8張

莊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8張

蔡OO 全聯14張

洪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11張

許OO 全聯8張

鄭OO 全聯11張

叢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8張

羅OO 全聯8張

劉OO 全聯8張

鄭OO 全聯8張

鄭OO 全聯8張

高OO 全聯8張

吳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1張

方OO 全聯8張

翁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8張

吳OO 全聯11張

薛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8張

翁OO 全聯8張

王OO 全聯11張

王OO 全聯11張

紀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1張

羅OO 全聯8張

曾OO 全聯8張

張OO 全聯11張

蔡OO 全聯11張

鄭OO 全聯11張

袁OO 全聯11張

詹OO 全聯8張

吳OOO 全聯11張

張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4張

羅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8張

楊OO 全聯11張

翁OO 全聯8張

江OO 全聯11張



邱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8張

葉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4張

莊OO 全聯8張

顏OO 全聯14張

張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11張

宜OOO 全聯11張

朱OOO 全聯8張

劉OO 全聯11張

吳OO 全聯8張

江OO 全聯8張

王OO 全聯11張

梁OO 全聯11張

邱OO 全聯11張

潘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4張

嚴OO 全聯11張

梁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11張

王OO 全聯14張

高OO 全聯14張

廖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鄭OO 全聯8張

杜OO 全聯8張

潘OO 全聯8張

劉OO 全聯11張

廖OO 全聯11張

張OO 全聯11張

潘OO 全聯11張

莊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8張

王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11張

武OO 全聯8張

廖OO 全聯11張

洪OO 全聯11張



 OO銨  全聯8張

劉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許OO 全聯8張

魏OO 全聯11張

王OO  全聯8張

蕭OO 全聯14張

王OO 全聯8張

謝OO 全聯8張

鐘OO 全聯11張

巫OO 全聯11張

廖OO  全聯8張

安OO  全聯11張

巫OO 全聯8張

邱OO 全聯8張

李OO 全聯8張

黎OO 全聯14張

邵OO 全聯8張

洪OO 全聯14張

林OO 全聯11張

曾OO 全聯8張

吳OO 全聯8張

張OO 全聯14張

吳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4張

林OO 全聯8張

葉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胡OO 全聯11張

劉OO 全聯14張

白OO 全聯11張

廖OO 全聯11張

王OO 全聯11張

許OO 全聯14張

吳OO 全聯11張

黃OO 全聯11張

洪OO 全聯8張

杜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8張

佘OO 全聯11張

郭OO 全聯8張

蔡OO 全聯14張

阮OO 全聯11張

許OO 全聯8張

顏OO 全聯8張

黃OO 全聯8張

王OO 全聯11張

江OO 全聯14張

鄭OO 全聯11張

陳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14張

方OO 全聯11張

王OO 全聯11張

林OO 全聯8張

洪OO 全聯11張

李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8張

林OO 全聯8張

廖OO 全聯14張

陳OO 全聯11張

王OO 全聯8張

鄧OO 全聯11張

張OO 全聯8張

劉OO 全聯11張

施OO 全聯8張

陳OO 全聯11張

沈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雷OO 偏鄉年菜1箱

胡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鐘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3,152,680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周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阮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呂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翁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石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尤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江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周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唐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游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呂OO 偏鄉年菜1箱

江OO 偏鄉年菜1箱

游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史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魏OO 偏鄉年菜1箱

游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蕭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陳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鍾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邱OO 偏鄉年菜1箱

廖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高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范O 偏鄉年菜1箱

何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葉OO 偏鄉年菜1箱

徐OO 偏鄉年菜1箱

鐘OO 偏鄉年菜1箱

田OO 偏鄉年菜1箱

蘇O 偏鄉年菜1箱

周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羅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薛OO 偏鄉年菜1箱



呂OO 偏鄉年菜1箱

陸OO 偏鄉年菜1箱

甘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戴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羅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許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邱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姜OO 偏鄉年菜1箱

鄧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邱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潘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羅OO 偏鄉年菜1箱

江OO 偏鄉年菜1箱

廖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徐OO 偏鄉年菜1箱

詹OO 偏鄉年菜1箱

莊O 偏鄉年菜1箱

莊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邱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潘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車OO 偏鄉年菜1箱

戴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利OOO 偏鄉年菜1箱

鍾OO 偏鄉年菜1箱

徐OO 偏鄉年菜1箱

彭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彭OO 偏鄉年菜1箱

周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馮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田OO 偏鄉年菜1箱

葉O 偏鄉年菜1箱

鄭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蕭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關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羅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范OO 偏鄉年菜1箱

鄧OO 偏鄉年菜1箱

羅OO 偏鄉年菜1箱

蕭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翁OO 偏鄉年菜1箱

余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甘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宋OO 偏鄉年菜1箱

邱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胡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絲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風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周OO 偏鄉年菜1箱

湯OO 偏鄉年菜1箱

呂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高OO 偏鄉年菜1箱

郭OO 偏鄉年菜1箱

豆OO 偏鄉年菜1箱

彭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范OO 偏鄉年菜1箱

詹OO 偏鄉年菜1箱

高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比OO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彭OO 偏鄉年菜1箱

江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蔣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郭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羅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姚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丁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薛OO 偏鄉年菜1箱

鍾OO 偏鄉年菜1箱

彭OO 偏鄉年菜1箱

廖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鍾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余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安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彭OO 偏鄉年菜1箱

翁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翁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郭OO 偏鄉年菜1箱

郭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蘇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莊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莊OO 偏鄉年菜1箱

袁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蘇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莊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盧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彭OO 偏鄉年菜1箱

葛OO 偏鄉年菜1箱

鄭OO 偏鄉年菜1箱

温O 偏鄉年菜1箱

翁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傅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江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宋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羅OO 偏鄉年菜1箱

胡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范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文OO 偏鄉年菜1箱

馬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温OO 偏鄉年菜1箱



莊OO 偏鄉年菜1箱

金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潘OO 偏鄉年菜1箱

邱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潘OO 偏鄉年菜1箱

沈OO 偏鄉年菜1箱

蘇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蕭OO 偏鄉年菜1箱

余OO 偏鄉年菜1箱

潘OO 偏鄉年菜1箱

葉OO 偏鄉年菜1箱

廖OO 偏鄉年菜1箱

陳O 偏鄉年菜1箱

潘OO 偏鄉年菜1箱

朱OO 偏鄉年菜1箱

宋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江OO 偏鄉年菜1箱

呂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尤OO 偏鄉年菜1箱

高OO 偏鄉年菜1箱

高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柯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施OO 偏鄉年菜1箱

游OO 偏鄉年菜1箱

仲OOO 偏鄉年菜1箱

時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游OO 偏鄉年菜1箱

任O 偏鄉年菜1箱

冉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冉OO 偏鄉年菜1箱

童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周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郭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邱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余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沈OO 偏鄉年菜1箱

宋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鄭OO 偏鄉年菜1箱

鄭OO 偏鄉年菜1箱

邵OO 偏鄉年菜1箱

侯OO 偏鄉年菜1箱

康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蘇OO 偏鄉年菜1箱

盧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徐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何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鍾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蘇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余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周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施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余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蘇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邱OO 偏鄉年菜1箱

全OO 偏鄉年菜1箱

周OO 偏鄉年菜1箱

徐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蕭OO 偏鄉年菜1箱



柯OO 偏鄉年菜1箱

蕭OO 偏鄉年菜1箱

蕭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莊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宋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權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周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何OO 偏鄉年菜1箱

顏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余OO 偏鄉年菜1箱

顏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黎OO 偏鄉年菜1箱

徐OO 偏鄉年菜1箱

鐘OO 偏鄉年菜1箱

鐘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邱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顏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周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詹OO 偏鄉年菜1箱

潘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潘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徐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廖OO 偏鄉年菜1箱

詹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余OO 偏鄉年菜1箱

戴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涂OO 偏鄉年菜1箱

涂OO 偏鄉年菜1箱

沈OO 偏鄉年菜1箱

涂OO 偏鄉年菜1箱

潘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施OO 偏鄉年菜1箱

蘇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周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莊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郭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蘇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柯OO 偏鄉年菜1箱

孫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莊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羅OO 偏鄉年菜1箱

尤OO 偏鄉年菜1箱

谷OO 偏鄉年菜1箱

田OO 偏鄉年菜1箱

董OO 偏鄉年菜1箱

田OO 偏鄉年菜1箱

田OO 偏鄉年菜1箱

金OO 偏鄉年菜1箱

全OO 偏鄉年菜1箱

田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全O 偏鄉年菜1箱



幸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全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甘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葉OO 偏鄉年菜1箱

詹OO 偏鄉年菜1箱

粘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紀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葉OO 偏鄉年菜1箱

柯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游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江OO 偏鄉年菜1箱

余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鍾OO 偏鄉年菜1箱

潘OO 偏鄉年菜1箱

廖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趙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蕭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葉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羅OO 偏鄉年菜1箱

呂OO 偏鄉年菜1箱

勞OOOOO 偏鄉年菜1箱

王O 偏鄉年菜1箱

幸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古OO 偏鄉年菜1箱

古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柯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廖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羅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塗OO 偏鄉年菜1箱

徐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徐OO 偏鄉年菜1箱

莊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梁OO 偏鄉年菜1箱

葉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江OO 偏鄉年菜1箱



邱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何OO 偏鄉年菜1箱

馬OO 偏鄉年菜1箱

伍O 偏鄉年菜1箱

史OO 偏鄉年菜1箱

馬OO 偏鄉年菜1箱

楊O 偏鄉年菜1箱

柯OO 偏鄉年菜1箱

柯OO 偏鄉年菜1箱

柯O 偏鄉年菜1箱

田OO 偏鄉年菜1箱

馬OO 偏鄉年菜1箱

杜OO 偏鄉年菜1箱

蔡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余OO 偏鄉年菜1箱

何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彭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余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溫OO 偏鄉年菜1箱

凃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鄧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莊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鄭OO 偏鄉年菜1箱

鄭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徐OO 偏鄉年菜1箱

郭OO 偏鄉年菜1箱

郭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呂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廖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蘇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葉OO 偏鄉年菜1箱

鄭OO 偏鄉年菜1箱

江OO 偏鄉年菜1箱

簡OO 偏鄉年菜1箱

簡OO 偏鄉年菜1箱

江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簡OO 偏鄉年菜1箱

蔣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符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唐OO 偏鄉年菜1箱

鍾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鄭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鄭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卓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蘇OO 偏鄉年菜1箱

呂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莊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戴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薛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傅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侯OO 偏鄉年菜1箱

郭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馮OO 偏鄉年菜1箱

顏OO 偏鄉年菜1箱

周OO 偏鄉年菜1箱

顏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田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詹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顏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高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歐OO 偏鄉年菜1箱

魏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周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陸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柯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歐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戴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温OO 偏鄉年菜1箱

翁OO 偏鄉年菜1箱

杜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朱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邱OO 偏鄉年菜1箱

邱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池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顏OO 偏鄉年菜1箱

顏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葉OO 偏鄉年菜1箱

卓OO 偏鄉年菜1箱

邱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孫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周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鄭OO 偏鄉年菜1箱

周OO 偏鄉年菜1箱

宋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鍾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溫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羅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邱OO 偏鄉年菜1箱

鍾OO 偏鄉年菜1箱

東OO 偏鄉年菜1箱

宜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羅OO 偏鄉年菜1箱

買OO 偏鄉年菜1箱

吳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顏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高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郭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高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施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武OO 偏鄉年菜1箱

范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魏OO 偏鄉年菜1箱

潘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趙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潘OO 偏鄉年菜1箱

顏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潘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倪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蘇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戴OO 偏鄉年菜1箱

戴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廖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尤OO 偏鄉年菜1箱

夏OO 偏鄉年菜1箱

廖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廖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董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尤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傅OO 偏鄉年菜1箱

潘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高OO 偏鄉年菜1箱

鐘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傅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葉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葉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廖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阮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夏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朱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宋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高OO 偏鄉年菜1箱

馬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洪OO 偏鄉年菜1箱

潘OO 偏鄉年菜1箱

胡OO 偏鄉年菜1箱

江OO 偏鄉年菜1箱

羅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駱OO 偏鄉年菜1箱

顏O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邱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董OO 偏鄉年菜1箱

范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謝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羅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方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高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孫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呂OO 偏鄉年菜1箱

仁OO 偏鄉年菜1箱

胡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簡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鄭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古OO 偏鄉年菜1箱

梁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孫OO 偏鄉年菜1箱

徐OO 偏鄉年菜1箱

朱OO 偏鄉年菜1箱

周OO 偏鄉年菜1箱

卓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高OO 偏鄉年菜1箱

花OO 偏鄉年菜1箱

王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宋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曾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蔡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包OO 偏鄉年菜1箱

汪OO 偏鄉年菜1箱

蘇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翁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徐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許OO 偏鄉年菜1箱

余OO 偏鄉年菜1箱

鄭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羅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盧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高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童OO 偏鄉年菜1箱

楊OO 偏鄉年菜1箱

莊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張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賴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徐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吳OO 偏鄉年菜1箱

蘇OO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倪OO 偏鄉年菜1箱

鄭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陳OO 偏鄉年菜1箱



鄭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林OO 偏鄉年菜1箱

洪O 偏鄉年菜1箱

方OO 偏鄉年菜1箱

孫OO 偏鄉年菜1箱

彭OO 偏鄉年菜1箱

孫OO杰 偏鄉年菜1箱

黃OO 偏鄉年菜1箱

卓OO 偏鄉年菜1箱

李OO 偏鄉年菜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連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雷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5,219,958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俞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薛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藍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阮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石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尤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史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連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范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薛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姜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馮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古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利O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馮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關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阮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絲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温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豆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姚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比OO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蔣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才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姚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薛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錢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紀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龔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温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葛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温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古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馬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温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金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尤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仲O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任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童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康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阮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章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阮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童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衛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童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尤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董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白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辜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力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康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紀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薛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黄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谷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尤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藍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董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金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全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紀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紀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勞OO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古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古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董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馬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史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馬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杜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馬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馬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姚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阮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雷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尤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蔣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符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力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買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穆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姜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薛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温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姚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馮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向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杜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池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龔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馮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宜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買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湯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武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那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雷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尤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薛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姚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歐OO誼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尤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董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尤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陸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麥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白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馬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阮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馬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駱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古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古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董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董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温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温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尤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古O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蕘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杜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汪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盧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童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109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丁OO 暑假物資箱1箱

連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雷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俞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 暑假物資箱1箱

司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14,674,564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藍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陸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史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連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薛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陸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姜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古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梁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鄧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利OO瀚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 暑假物資箱1箱

馮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蔣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盧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溫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關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康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鄧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溫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曹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絲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風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湯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温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古OOO 暑假物資箱1箱

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豆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姚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湯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蔣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蔣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侯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康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盧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章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幸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全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全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童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盧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衛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童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丁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尤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谷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汪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董OO 暑假物資箱1箱

白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辜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力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康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藍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藍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幸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董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幸O 暑假物資箱1箱

全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 暑假物資箱1箱

幸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全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紀OO 暑假物資箱1箱

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湯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 暑假物資箱1箱

勞OO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幸OO 暑假物資箱1箱

古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梁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湯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盧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伍OO 暑假物資箱1箱

伍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伍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馬OO 暑假物資箱1箱

伍OO 暑假物資箱1箱

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史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孫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馬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 暑假物資箱1箱

杜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馬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馬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辜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梁OO 暑假物資箱1箱

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鄧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姚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譚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丁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才OO 暑假物資箱1箱

丁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姚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丁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薛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侯OO 暑假物資箱1箱

梁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錢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谷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紀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雷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尤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蔣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唐OO 暑假物資箱1箱

符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唐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龔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袁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溫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標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買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穆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鄧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姜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孫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薛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温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傅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侯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馮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溫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金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歐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向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陸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侯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杜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魏O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盧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孫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梁OO 暑假物資箱1箱

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龔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馮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溫OO 暑假物資箱1箱

傅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宜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金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歐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康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武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章OO 暑假物資箱1箱

雷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伍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歐O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尤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董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白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池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顧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麥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馮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伍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馬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龔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奕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駱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古OO 暑假物資箱1箱

梁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連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金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馬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仁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金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杜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温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尤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古O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葛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陸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古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文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温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金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連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傅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尤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連O 暑假物資箱1箱

仲OO豊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任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薛OO 暑假物資箱1箱

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鄧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孫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谷OO 暑假物資箱1箱

尤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比OO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孫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孫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杜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汪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包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盧OO 暑假物資箱1箱

童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馬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薛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丁OO 暑假物資箱1箱

連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雷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俞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 暑假物資箱1箱

司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藍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陸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史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連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薛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陸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古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梁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鄧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利OO瀚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 暑假物資箱1箱

馮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蔣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盧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溫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關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康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鄧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溫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曹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絲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風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湯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温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古OOO 暑假物資箱1箱

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豆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姚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湯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蔣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蔣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侯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康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盧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章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幸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全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全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童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盧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衛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童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丁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尤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谷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汪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董OO 暑假物資箱1箱

白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辜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力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康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藍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藍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幸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董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幸O 暑假物資箱1箱

全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 暑假物資箱1箱

幸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全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紀OO 暑假物資箱1箱

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湯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 暑假物資箱1箱

勞OO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幸OO 暑假物資箱1箱

古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梁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湯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盧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伍OO 暑假物資箱1箱

伍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伍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馬OO 暑假物資箱1箱

伍OO 暑假物資箱1箱

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史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孫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馬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 暑假物資箱1箱

杜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馬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馬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辜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梁OO 暑假物資箱1箱

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鄧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姚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譚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丁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才OO 暑假物資箱1箱

丁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姚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丁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薛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侯OO 暑假物資箱1箱

梁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錢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谷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紀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雷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尤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蔣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唐OO 暑假物資箱1箱

符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唐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龔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袁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溫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標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買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穆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鄧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姜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孫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薛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温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傅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侯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馮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溫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金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歐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向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陸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侯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杜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魏O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盧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孫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梁OO 暑假物資箱1箱

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龔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馮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溫OO 暑假物資箱1箱

傅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宜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金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歐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康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武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章OO 暑假物資箱1箱

雷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伍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歐O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尤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董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白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池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顧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麥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馮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伍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馬OO 暑假物資箱1箱

阮OO 暑假物資箱1箱

夏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龔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奕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田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駱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古OO 暑假物資箱1箱

梁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連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金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馬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仁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金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杜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温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尤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古O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顏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葛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陸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古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文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温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金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沈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連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傅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廖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尤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連O 暑假物資箱1箱



仲OO豊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卓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任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薛OO 暑假物資箱1箱

唐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邱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胡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鄧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余OO 暑假物資箱1箱

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汪OO 暑假物資箱1箱

游OO 暑假物資箱1箱

柯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孫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谷OO 暑假物資箱1箱

尤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江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詹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比OO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呂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羅OO 暑假物資箱1箱

孫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洪O 暑假物資箱1箱

馬OO 暑假物資箱1箱

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方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童OO 暑假物資箱1箱

郭OO 暑假物資箱1箱



薛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高OO 暑假物資箱1箱

何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杜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彭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官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葉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蔡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周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花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汪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施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簡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張OO 暑假物資箱1箱

莊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王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包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蘇OO 暑假物資箱1箱

鄭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盧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賴OO 暑假物資箱1箱

黃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林OO 暑假物資箱1箱

徐OO 暑假物資箱1箱

吳OO 暑假物資箱1箱

曾OO 暑假物資箱1箱

劉OO 暑假物資箱1箱

翁OO 暑假物資箱1箱

謝OO 暑假物資箱1箱

許OO 暑假物資箱1箱

孫OO 暑假物資箱1箱

宋OO 暑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崔OO 寒假物資箱1箱

農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7,206,304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史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 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寒假物資箱1箱

藍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魏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阮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魏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連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鍾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甘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薛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官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姜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梁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鄧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利OO瀚 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饒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唐OO 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 寒假物資箱1箱

馮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蔣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寒假物資箱1箱

盧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温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魏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阮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鄧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屠O 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曹OO 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風OO 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鄧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唐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夏OO 寒假物資箱1箱

温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魏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寒假物資箱1箱

姚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湯OO 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蔣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侯OO 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康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寒假物資箱1箱

馬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連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章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鄧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幸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鐘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全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全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童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盧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阮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衛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丁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尤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谷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鐘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董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白OO 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辜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魏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巫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力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康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康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魏OO 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幸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董OO 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寒假物資箱1箱

全OO 寒假物資箱1箱

全OO 寒假物資箱1箱

幸O 寒假物資箱1箱

全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 寒假物資箱1箱

幸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全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鄒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粘OO 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寒假物資箱1箱

紀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湯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寒假物資箱1箱

游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凌OO 寒假物資箱1箱

侯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古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全OO 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松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 寒假物資箱1箱

勞OO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幸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鄒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梁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夏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湯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盧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寒假物資箱1箱

全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寒假物資箱1箱

司O 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馬OO 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馬OO 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寒假物資箱1箱

柯O 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松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田O 寒假物資箱1箱

辜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阮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溫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鄧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譚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阮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唐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汪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丁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才OO 寒假物資箱1箱

丁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姚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丁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薛OO 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梁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錢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傅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谷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紀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紀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涂OO 寒假物資箱1箱

涂OO 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寒假物資箱1箱

涂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阮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阮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雷OO 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尤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蔣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阮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唐OO 寒假物資箱1箱

符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鄧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龔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嚴OO 寒假物資箱1箱

袁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嚴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梁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柯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力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萬OO 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買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阮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梁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姜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薛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侯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温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傅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姚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馮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溫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黎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金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歐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魏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向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陸OO 寒假物資箱1箱

侯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歐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杜OO 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魏OO 寒假物資箱1箱

鐘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熊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盧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溫OO 寒假物資箱1箱

傅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寒假物資箱1箱



夏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金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詹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康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武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趙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傅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薛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倪OO 寒假物資箱1箱

阮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歐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尤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尤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傅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白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巴OO 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顏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寒假物資箱1箱

孟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陸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余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馮OO 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伍OO 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馬OO 寒假物資箱1箱

夏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卓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馬OO 寒假物資箱1箱

馬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尤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龔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古OO 寒假物資箱1箱

梁OO 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利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田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寒假物資箱1箱

仁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金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O 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杜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温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溫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古OOO 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蕘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廖OO 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葛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温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傅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吉O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陸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阮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古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金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 寒假物資箱1箱

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文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温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湯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傅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余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尤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呂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寒假物資箱1箱

連O 寒假物資箱1箱

仲OO豊 寒假物資箱1箱

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江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卓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 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任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歐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唐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鄧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鄭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宋OO 寒假物資箱1箱

沈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游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谷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花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余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鐘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周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張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施OO 寒假物資箱1箱

汪OO 寒假物資箱1箱

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包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曾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許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蘇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翁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穆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洪OO 寒假物資箱1箱

何OO 寒假物資箱1箱

戴OO 寒假物資箱1箱

謝OO 寒假物資箱1箱

莊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鍾OO 寒假物資箱1箱

龔OO 寒假物資箱1箱

李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郭O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倪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盧OO 寒假物資箱1箱

薛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駱O 寒假物資箱1箱

黃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吳OO 寒假物資箱1箱

方OO 寒假物資箱1箱

官OO 寒假物資箱1箱

徐OO 寒假物資箱1箱

潘OO 寒假物資箱1箱

王OO 寒假物資箱1箱

簡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寒假物資箱1箱

羅OO 寒假物資箱1箱

劉OO 寒假物資箱1箱

葉OO 寒假物資箱1箱

林OO 寒假物資箱1箱

孫OO 寒假物資箱1箱

童OO 寒假物資箱1箱

賴OO 寒假物資箱1箱

陳OO 800                            奶粉、尿布

廖OO 851                            奶粉、尿布

李OO 199                            奶粉、尿布

陳O 1,064                         奶粉、尿布

林OO 5,433                         奶粉、尿布

陳OO 2,227                         奶粉、尿布

陳OO 2,607                         奶粉、尿布

彭OO 2,126                         奶粉、尿布

陳OO 6,570                         奶粉、尿布

陳OO 4,630                         奶粉、尿布

林OO 2,700                         奶粉、尿布

吳OO 1,959                         奶粉、尿布

林OO 3,795                         奶粉、尿布

陳OO 13,916                       奶粉、尿布

廖OO 4,650                         奶粉、尿布



陳O 4,738                         奶粉、尿布

林OO 998                            奶粉、尿布

陳OO 3,895                         奶粉、尿布

江OO 4,320                         奶粉、尿布

彭OO 1,926                         奶粉、尿布

陳OO 5,691                         奶粉、尿布

陳OO 1,184                         奶粉、尿布

林OO 4,788                         奶粉、尿布

王OO 2,795                         奶粉、尿布

吳OO 2,619                         奶粉、尿布

林OO 5,991                         奶粉、尿布

吳OO 1,460                         奶粉、尿布

廖OO 9,420                         奶粉、尿布

李OO 796                            奶粉、尿布

陳O 2,865                         奶粉、尿布

林OO 5,050                         奶粉、尿布

陳OO 4,426                         奶粉、尿布

江OO 5,064                         奶粉、尿布

彭OO 1,019                         奶粉、尿布

陳OO 3,475                         奶粉、尿布

陳OO 1,157                         奶粉、尿布

王OO 498                            奶粉、尿布

吳OO 1,959                         奶粉、尿布

林OO 4,372                         奶粉、尿布

陳OO 199                            奶粉、尿布

李OO 1,288                         奶粉、尿布

林OO 1,687                         奶粉、尿布

陳OO 2,285                         奶粉、尿布

江OO 3,854                         奶粉、尿布

陳OO 2,377                         奶粉、尿布

陳O 5,180                         奶粉、尿布

陳OO 4,558                         奶粉、尿布

林OO 6,829                         奶粉、尿布

王OO 1,519                         奶粉、尿布

吳OO 2,189                         奶粉、尿布

林OO 6,210                         奶粉、尿布

邱OO 1,468                         奶粉、尿布

邱OO 25                               奶粉、尿布

江OO 100                            奶粉、尿布

蔡OO 20                               奶粉、尿布

陳OO 789                            奶粉、尿布



陳OO 789                            奶粉、尿布

陳OO 1,578                         奶粉、尿布

陳OO 374                            奶粉、尿布

陳OO 478                            奶粉、尿布

廖OO 855                            奶粉、尿布

廖OO 1,690                         奶粉、尿布

廖OO 1,593                         奶粉、尿布

廖OO 3,140                         奶粉、尿布

林OO 869                            奶粉、尿布

林OO 1,058                         奶粉、尿布

林OO 869                            奶粉、尿布

林OO 179                            奶粉、尿布

陳OO 370                            奶粉、尿布

陳OO 869                            奶粉、尿布

陳OO 379                            奶粉、尿布

陳OO 869                            奶粉、尿布

陳OO 1,738                         奶粉、尿布

江OO 2,067                         奶粉、尿布

陳OO 2,416                         奶粉、尿布

陳OO 1,999                         奶粉、尿布

陳O 1,380                         奶粉、尿布

陳O 520                            奶粉、尿布

陳OO 1,137                         奶粉、尿布

林OO 1,429                         奶粉、尿布

林OO 3,780                         奶粉、尿布

王OO 837                            奶粉、尿布

王OO 799                            奶粉、尿布

吳OO 1,347                         奶粉、尿布

吳OO 890                            奶粉、尿布

林OO 2,009                         奶粉、尿布

林OO 3,306                         奶粉、尿布

邱OO 1,978                         奶粉、尿布

邱OO 899                            奶粉、尿布

蔡OO 1,319                         奶粉、尿布

林OO 4,520                         奶粉、尿布

林OO 249                            奶粉、尿布

林OO 299                            奶粉、尿布

林OO 478                            奶粉、尿布

林OO 468                            奶粉、尿布

陳OO 1,448                         奶粉、尿布

陳OO 1,578                         奶粉、尿布



陳OO 481                            奶粉、尿布

廖OO 1,710                         奶粉、尿布

廖OO 859                            奶粉、尿布

廖OO 600                            奶粉、尿布

陳OO 3,095                         奶粉、尿布

江OO 3,354                         奶粉、尿布

陳OO 2,850                         奶粉、尿布

陳O 520                            奶粉、尿布

陳O 690                            奶粉、尿布

陳O 979                            奶粉、尿布

陳O 690                            奶粉、尿布

陳O 650                            奶粉、尿布

吳OO 890                            奶粉、尿布

林OO 199                            奶粉、尿布

林OO 179                            奶粉、尿布

林OO 1,738                         奶粉、尿布

林OO 1,208                         奶粉、尿布

陳OO 1,278                         奶粉、尿布

陳OO 469                            奶粉、尿布

陳OO 829                            奶粉、尿布

陳OO 3,095                         奶粉、尿布

王OO 1,674                         奶粉、尿布

林OO 1,119                         奶粉、尿布

林OO 3,645                         奶粉、尿布

邱OO 1,729                         奶粉、尿布

邱OO 469                            奶粉、尿布

邱OO 999                            奶粉、尿布

林OO 1,740                         奶粉、尿布

林OO 835                            奶粉、尿布

林OO 469                            奶粉、尿布

林OO 1,234                         奶粉、尿布

張OO 3,280                         奶粉、尿布

江OO 141                            奶粉、尿布

江OO 368                            奶粉、尿布

江OO 690                            奶粉、尿布

林OO 850                            奶粉、尿布

林OO 829                            奶粉、尿布

林OO 2,117                         奶粉、尿布

陳OO 409                            奶粉、尿布

陳OO 869                            奶粉、尿布

陳OO 850                            奶粉、尿布



陳OO 1,278                         奶粉、尿布

陳OO 1,168                         奶粉、尿布

陳OO 869                            奶粉、尿布

陳OO 3,645                         奶粉、尿布

陳OO 3,174                         奶粉、尿布

陳OO 2,850                         奶粉、尿布

陳OO 470                            奶粉、尿布

李OO 1,729                         奶粉、尿布

王OO 1,138                         奶粉、尿布

王OO 861                            奶粉、尿布

陳OO 1,248                         奶粉、尿布

陳OO 609                            奶粉、尿布

陳OO 430                            奶粉、尿布

陳OO 559                            奶粉、尿布

陳OO 429                            奶粉、尿布

林OO 1,160                         奶粉、尿布

林OO 979                            奶粉、尿布

林OO 5,392                         奶粉、尿布

江OO 2,127                         奶粉、尿布

江OO 738                            奶粉、尿布

江OO 2,496                         奶粉、尿布

邱OO 1,029                         奶粉、尿布

邱OO 999                            奶粉、尿布

林OO 480                            奶粉、尿布

林OO 2,187                         奶粉、尿布

林OO 1,276                         奶粉、尿布

林OO 5,840                         奶粉、尿布

江OO 1,708                         奶粉、尿布

江OO 328                            奶粉、尿布

林OO 1,738                         奶粉、尿布

林OO 379                            奶粉、尿布

林OO 678                            奶粉、尿布

林OO 689                            奶粉、尿布

林OO 850                            奶粉、尿布

陳OO 869                            奶粉、尿布

陳OO 869                            奶粉、尿布

陳OO 1,268                         奶粉、尿布

陳OO 399                            奶粉、尿布

陳OO 1,119                         奶粉、尿布

陳OO 2,847                         奶粉、尿布

陳OO 3,534                         奶粉、尿布



陳OO 3,174                         奶粉、尿布

陳OO 1,958                         奶粉、尿布

陳OO 730                            奶粉、尿布

李OO 2,211                         奶粉、尿布

李OO 539                            奶粉、尿布

陳OO 1,248                         奶粉、尿布

陳OO 1,198                         奶粉、尿布

陳OO 430                            奶粉、尿布

林OO 1,819                         奶粉、尿布

江OO 2,156                         奶粉、尿布

江OO 4,134                         奶粉、尿布

邱OO 1,869                         奶粉、尿布

邱OO 3,039                         奶粉、尿布

林OO 1,765                         奶粉、尿布

林OO 2,292                         奶粉、尿布

林OO 250                            奶粉、尿布

林OO 300                            奶粉、尿布

林OO 4,229                         奶粉、尿布

高OO 1,102                         奶粉、尿布

王OO 699                            奶粉、尿布

王OO 539                            奶粉、尿布

江OO 2,090                         奶粉、尿布

江OO 1,380                         奶粉、尿布

陳OO 690                            奶粉、尿布

陳OO 80                               奶粉、尿布

邱OO 1,769                         奶粉、尿布

王OO 1,740                         奶粉、尿布

王OO 1,495                         奶粉、尿布

王OO 875                            奶粉、尿布

林OO 882                            奶粉、尿布

林OO 882                            奶粉、尿布

林OO 1,269                         奶粉、尿布

陳OO 1,281                         奶粉、尿布

陳OO 685                            奶粉、尿布

陳OO 1,718                         奶粉、尿布

陳OO 850                            奶粉、尿布

陳OO 3,565                         奶粉、尿布

陳OO 2,847                         奶粉、尿布

王OO 633                            奶粉、尿布

王OO 899                            奶粉、尿布

陳OO 1,248                         奶粉、尿布



陳OO 1,248                         奶粉、尿布

陳OO 470                            奶粉、尿布

林OO 1,858                         奶粉、尿布

林OO 2,942                         奶粉、尿布

張OO 1,542                         奶粉、尿布

江OO 3,703                         奶粉、尿布

林OO 2,164                         奶粉、尿布

林OO 369                            奶粉、尿布

林OO 4,509                         奶粉、尿布

高OO 2,607                         奶粉、尿布

吳OO 40                               奶粉、尿布

吳OO 20                               奶粉、尿布

林OO 882                            奶粉、尿布

林OO 882                            奶粉、尿布

林OO 882                            奶粉、尿布

林OO 882                            奶粉、尿布

林OO 409                            奶粉、尿布

林OO 850                            奶粉、尿布

陳OO 2,462                         奶粉、尿布

陳OO 1,281                         奶粉、尿布

陳OO 1,281                         奶粉、尿布

陳OO 1,700                         奶粉、尿布

陳OO 3,565                         奶粉、尿布

江OO 2,893                         奶粉、尿布

江OO 2,652                         奶粉、尿布

陳OO 1,709                         奶粉、尿布

陳OO 2,670                         奶粉、尿布

李OO 343                            奶粉、尿布

陳OO 1,248                         奶粉、尿布

陳OO 1,248                         奶粉、尿布

陳OO 470                            奶粉、尿布

林OO 592                            奶粉、尿布

林OO 3,200                         奶粉、尿布

林OO 1,814                         奶粉、尿布

張OO 1,542                         奶粉、尿布

江OO 2,157                         奶粉、尿布

邱OO 4,089                         奶粉、尿布

林OO 360                            奶粉、尿布

林OO 1,107                         奶粉、尿布

高OO 1,282                         奶粉、尿布

高OO 3,046                         奶粉、尿布



高OO 1,953                         奶粉、尿布

王OO 439                            奶粉、尿布

王OO 939                            奶粉、尿布

王OO 890                            奶粉、尿布

林OO 399                            奶粉、尿布

林OO 882                            奶粉、尿布

林OO 299                            奶粉、尿布

林OO 850                            奶粉、尿布

林OO 850                            奶粉、尿布

林OO 850                            奶粉、尿布

林OO 850                            奶粉、尿布

陳OO 882                            奶粉、尿布

陳OO 882                            奶粉、尿布

陳OO 882                            奶粉、尿布

陳OO 299                            奶粉、尿布

陳OO 399                            奶粉、尿布

陳OO 869                            奶粉、尿布

陳OO 1,449                         奶粉、尿布

陳OO 3,115                         奶粉、尿布

江OO 3,442                         奶粉、尿布

陳OO 690                            奶粉、尿布

陳OO 1,038                         奶粉、尿布

李OO 399                            奶粉、尿布

李OO 399                            奶粉、尿布

李OO 475                            奶粉、尿布

王OO 1,297                         奶粉、尿布

王OO 1,531                         奶粉、尿布

陳OO 625                            奶粉、尿布

陳OO 2,019                         奶粉、尿布

陳OO 470                            奶粉、尿布

潘OO 179                            奶粉、尿布

潘OO 181                            奶粉、尿布

潘OO 1,987                         奶粉、尿布

林OO 1,096                         奶粉、尿布

張OO 1,238                         奶粉、尿布

江OO 719                            奶粉、尿布

江OO 2,157                         奶粉、尿布

江OO 4,012                         奶粉、尿布

邱OO 1,869                         奶粉、尿布

高OO 1,764                         奶粉、尿布

高OO 400                            奶粉、尿布



王OO 3,266                         奶粉、尿布

林OO 1,497                         奶粉、尿布

林OO 2,949                         奶粉、尿布

林OO 1,649                         奶粉、尿布

林OO 1,219                         奶粉、尿布

王OO 500                            奶粉、尿布

林OO 850                            奶粉、尿布

林OO 882                            奶粉、尿布

林OO 882                            奶粉、尿布

林OO 299                            奶粉、尿布

林OO 1,281                         奶粉、尿布

林OO 698                            奶粉、尿布

陳OO 1,700                         奶粉、尿布

陳OO 850                            奶粉、尿布

陳OO 850                            奶粉、尿布

陳OO 850                            奶粉、尿布

陳OO 539                            奶粉、尿布

陳OO 299                            奶粉、尿布

陳OO 489                            奶粉、尿布

陳OO 3,565                         奶粉、尿布

陳OO 3,565                         奶粉、尿布

江OO 3,343                         奶粉、尿布

江OO 2,992                         奶粉、尿布

陳OO 660                            奶粉、尿布

陳OO 245                            奶粉、尿布

王OO 1,263                         奶粉、尿布

陳OO 3,125                         奶粉、尿布

陳OO 1,812                         奶粉、尿布

潘OO 2,162                         奶粉、尿布

李OO 2,927                         奶粉、尿布

江OO 3,764                         奶粉、尿布

邱OO 4,089                         奶粉、尿布

王OO 4,542                         奶粉、尿布

林OO 5,589                         奶粉、尿布

林OO 1,822                         奶粉、尿布

林OO 1,698                         奶粉、尿布

高OO 259                            奶粉、尿布

高OO 2,542                         奶粉、尿布

高OO 1,718                         奶粉、尿布

張OO 1,558                         奶粉、尿布

曾OO 1,375                         奶粉、尿布



黃OO 756                            奶粉、尿布

蘇OO 2,086                         奶粉、尿布

曾OO 1,975                         奶粉、尿布

黃OO 2,827                         奶粉、尿布

蘇OO 4,226                         奶粉、尿布

張OO 1,753                         奶粉、尿布

涂OO 658                            奶粉、尿布

巫OO 3,662                         奶粉、尿布

巫OO 3,630                         奶粉、尿布

涂OO 4,663                         奶粉、尿布

張OO 2,639                         奶粉、尿布

黃OO 7,478                         奶粉、尿布

吳OO 10,966                       奶粉、尿布

蘇OO 2,972                         奶粉、尿布

巫OO 3,624                         奶粉、尿布

孫O 7,029                         奶粉、尿布

吳OO 597                            奶粉、尿布

黃OO 6,229                         奶粉、尿布

張OO 1,709                         奶粉、尿布

蘇OO 4,994                         奶粉、尿布

涂OO 1,885                         奶粉、尿布

孫O 738                            奶粉、尿布

黃OO 492                            奶粉、尿布

吳OO 469                            奶粉、尿布

蘇OO 1,180                         奶粉、尿布

蘇OO 369                            奶粉、尿布

涂OO 5,832                         奶粉、尿布

涂OO 329                            奶粉、尿布

謝OO 2,500                         奶粉、尿布

謝OO 1,392                         奶粉、尿布

涂OO 1,197                         奶粉、尿布

張OO 1,858                         奶粉、尿布

張OO 771                            奶粉、尿布

張OO 771                            奶粉、尿布

黃OO 399                            奶粉、尿布

黃OO 4,800                         奶粉、尿布

黃OO 699                            奶粉、尿布

謝OO 1,392                         奶粉、尿布

謝OO 2,760                         奶粉、尿布

吳OO 2,940                         奶粉、尿布

孫O 4,947                         奶粉、尿布



蘇OO 3,540                         奶粉、尿布

蘇OO 374                            奶粉、尿布

蘇OO 299                            奶粉、尿布

蘇OO 374                            奶粉、尿布

蘇OO 374                            奶粉、尿布

蘇OO 374                            奶粉、尿布

蘇OO 373                            奶粉、尿布

蘇OO 373                            奶粉、尿布

蘇OO 120                            奶粉、尿布

張OO 1,530                         奶粉、尿布

黃OO 778                            奶粉、尿布

黃OO 299                            奶粉、尿布

黃OO 215                            奶粉、尿布

黃OO 1,600                         奶粉、尿布

謝OO 1,119                         奶粉、尿布

謝OO 2,070                         奶粉、尿布

吳OO 2,940                         奶粉、尿布

涂OO 8,748                         奶粉、尿布

涂OO 329                            奶粉、尿布

黃OO 3,599                         奶粉、尿布

謝OO 798                            奶粉、尿布

謝OO 1,450                         奶粉、尿布

吳OO 466                            奶粉、尿布

吳OO 2,940                         奶粉、尿布

孫O 1,107                         奶粉、尿布

涂OO 798                            奶粉、尿布

吳OO 242                            奶粉、尿布

吳OO 470                            奶粉、尿布

吳OO 3,675                         奶粉、尿布

孫O 3,840                         奶粉、尿布

涂OO 1,118                         奶粉、尿布

涂OO 1,539                         奶粉、尿布

涂OO 2,097                         奶粉、尿布

孫O 1,230                         奶粉、尿布

吳OO 249                            奶粉、尿布

吳OO 2,675                         奶粉、尿布

涂OO 1,698                         奶粉、尿布

吳OO 1,702                         奶粉、尿布

孫O 2,820                         奶粉、尿布

孫O 3,840                         奶粉、尿布

張OO 1,406                         奶粉、尿布



潘OO 3,700                         奶粉、尿布

巫OO 3,664                         奶粉、尿布

謝OO 3,451                         奶粉、尿布

潘OO 3,700                         奶粉、尿布

陳OO 2,955                         奶粉、尿布

陳OO 454                            奶粉、尿布

陳OO 2,074                         奶粉、尿布

巫OO 3,700                         奶粉、尿布

張OO 2,897                         奶粉、尿布

謝OO 3,700                         奶粉、尿布

陳OO 2,858                         奶粉、尿布

蕭OO 1,850                         奶粉、尿布

謝OO 3,700                         奶粉、尿布

陳OO 1,538                         奶粉、尿布

蕭OO 3,621                         奶粉、尿布

謝OO 7,400                         奶粉、尿布

陳OO 4,860                         奶粉、尿布

蕭OO 6,714                         奶粉、尿布

葉OO 2,570                         奶粉、尿布

陳OO 3,458                         奶粉、尿布

陳OO 3,700                         奶粉、尿布

蕭OO 3,700                         奶粉、尿布

謝OO 3,700                         奶粉、尿布

陳OO 1,725                         奶粉、尿布

陳OO 1,027                         奶粉、尿布

陳OO 698                            奶粉、尿布

林OO 3,102                         奶粉、尿布

謝OO 1,127                         奶粉、尿布

謝OO 2,573                         奶粉、尿布

陳OO 1,725                         奶粉、尿布

陳OO 1,725                         奶粉、尿布

蕭OO 1,496                         奶粉、尿布

蕭OO 2,187                         奶粉、尿布

李OO 1,340                         奶粉、尿布

林OO 3,673                         奶粉、尿布

李OO 3,700                         奶粉、尿布

陳OO 3,700                         奶粉、尿布

林OO 3,677                         奶粉、尿布

謝OO 3,700                         奶粉、尿布

陳OO 3,700                         奶粉、尿布

蕭OO 3,700                         奶粉、尿布



高OO 398                            奶粉、尿布

高OO 358                            奶粉、尿布

高OO 799                            奶粉、尿布

林OO 3,487                         奶粉、尿布

陳OO 3,121                         奶粉、尿布

陳OO 329                            奶粉、尿布

陳OO 3,530                         奶粉、尿布

高OO 597                            奶粉、尿布

高OO 2,397                         奶粉、尿布

高OO 399                            奶粉、尿布

謝OO 1,197                         奶粉、尿布

謝OO 2,397                         奶粉、尿布

陳OO 250                            奶粉、尿布

李OO 3,530                         奶粉、尿布

林OO 3,698                         奶粉、尿布

陳OO 3,600                         奶粉、尿布

陳OO 3,092                         奶粉、尿布

李OO 3,600                         奶粉、尿布

高OO 2,397                         奶粉、尿布

高OO 1,256                         奶粉、尿布

陳OO 3,700                         奶粉、尿布

陳OO 608                            奶粉、尿布

李OO 3,530                         奶粉、尿布

林OO 3,527                         奶粉、尿布

陳OO 419                            奶粉、尿布

陳OO 1,197                         奶粉、尿布

陳OO 378                            奶粉、尿布

陳OO 1,197                         奶粉、尿布

林OO 3,698                         奶粉、尿布

張OO 1,087                         奶粉、尿布

張OO 2,397                         奶粉、尿布

陳OO 3,860                         奶粉、尿布

陳OO 329                            奶粉、尿布

陳OO 429                            奶粉、尿布

陳OO 1,127                         奶粉、尿布

陳OO 1,825                         奶粉、尿布

陳OO 429                            奶粉、尿布

陳OO 900                            奶粉、尿布

李OO 3,600                         奶粉、尿布
王OO 700                            奶粉、尿布
王OO 1,400                         奶粉、尿布



王OO 2,723                         奶粉、尿布
程OO 159                            奶粉、尿布
潘OO 1,059                         奶粉、尿布
王OO 1,789                         奶粉、尿布
潘OO 2,500                         奶粉、尿布
王OO 700                            奶粉、尿布
朱OO 40                               奶粉、尿布
朱OO 2,694                         奶粉、尿布
王OO 2,490                         奶粉、尿布
潘OO 2,500                         奶粉、尿布
潘OO 2,500                         奶粉、尿布
朱OO 2,145                         奶粉、尿布
潘OO 2,500                         奶粉、尿布
潘OO 289                            奶粉、尿布
潘OO 289                            奶粉、尿布
朱OO 2,214                         奶粉、尿布
潘OO 2,500                         奶粉、尿布
潘OO 289                            奶粉、尿布
潘OO 289                            奶粉、尿布
朱OO 2,555                         奶粉、尿布
潘OO 289                            奶粉、尿布
潘OO 2,500                         奶粉、尿布
朱OO 2,057                         奶粉、尿布
潘OO 2,500                         奶粉、尿布
朱OO 1,315                         奶粉、尿布
陳OO 720                            奶粉、尿布
潘OO 2,500                         奶粉、尿布
潘OO 289                            奶粉、尿布
潘OO 289                            奶粉、尿布
潘OO 289                            奶粉、尿布

袁O 2,499                         奶粉、尿布

黃OO 2,497                         奶粉、尿布

袁O 2,942                         奶粉、尿布

袁O 3,277                         奶粉、尿布

袁O 859                            奶粉、尿布

袁O 1,857                         奶粉、尿布

袁O 1,916                         奶粉、尿布

袁O 3,952                         奶粉、尿布

陳OO 954                            奶粉、尿布

袁O 1,547                         奶粉、尿布

袁O 498                            奶粉、尿布



葉OO 2,166                         奶粉、尿布

葉OO 2,455                         奶粉、尿布

袁O 1,378                         奶粉、尿布

袁O 299                            奶粉、尿布

葉OO 2,496                         奶粉、尿布

袁O 400                            奶粉、尿布

葉OO 798                            奶粉、尿布

葉OO 1,568                         奶粉、尿布

葉OO 1,598                         奶粉、尿布

陳OO 639                            奶粉、尿布

陳OO 498                            奶粉、尿布

陳OO 498                            奶粉、尿布

葉OO 1,232                         奶粉、尿布

葉OO 749                            奶粉、尿布

葉OO 1,857                         奶粉、尿布

陳OO 639                            奶粉、尿布

葉OO 2,767                         奶粉、尿布

葉OO 749                            奶粉、尿布

葉OO 1,698                         奶粉、尿布

葉OO 749                            奶粉、尿布

陳OO 1,070                         奶粉、尿布

詹OO 2,335                         奶粉、尿布

詹OO 35                               奶粉、尿布

陳OO 599                            奶粉、尿布

陳OO 452                            奶粉、尿布

葉OO 2,446                         奶粉、尿布

葉OO 749                            奶粉、尿布

葉OO 418                            奶粉、尿布

葉OO 1,239                         奶粉、尿布

葉OO 719                            奶粉、尿布

葉OO 339                            奶粉、尿布

邱OO 10,199                       益生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