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心即時上工審查資格符合名單

審查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左營 顏** E1*****487 

左營 彭** E2*****632 

岡山 王** T2*****190 

楠梓 林** S2*****926 

岡山 胡** E2*****446 

左營 張**婷 S2*****651 

岡山 周** E1*****299 

楠梓 夏** E1*****524 

岡山 顏** R1*****178 

楠梓 洪** E1*****346 

左營 劉** E2*****925 

岡山 章** E2*****362 

楠梓 麥** B1*****059 

岡山 蔡** T2*****807 

前鎮 林** I1*****001 

左營 賴** T2*****232 

岡山 洪** E2*****848 

楠梓 林** E2*****409 

岡山 金** E2*****890 

岡山 徐** S1*****324 

三民 王** E1*****390 

左營 丁** S2*****532 

岡山 顏** E2*****150 

楠梓 楊** S2*****943 

左營 黃** S2*****047 

三民 陳** R2*****737 

岡山 楊** R2*****334 

岡山 楊** E2*****477 

三民 黃** E2*****994 

岡山 陳** E1*****791 

楠梓 王** Y2*****628 

左營 劉** S2*****343 

三民 張** E2*****142 

岡山 薛** E2*****197 

資料更新至6月9日



前鎮 陳** S2*****062 

岡山 郭** E2*****304 

岡山 曾** U2*****516 

左營 王** S2*****934 

楠梓 蘇** R2*****335 

三民 謝** E2*****550 

左營 張** S2*****233 

岡山 蔡** Q2*****058 

岡山 陳** S2*****372 

左營 陳** E2*****088 

楠梓 蕭** S2*****236 

三民 何** S2*****150 

三民 張** P2*****350 

岡山 顏** X2*****381 

楠梓 洪** E2*****100 

岡山 陳** E2*****459 

左營 陳** E2*****289 

左營 劉** S1*****483 

岡山 宋** E2*****865 

楠梓 楊** P2*****124 

前鎮 盧** L2*****546 

楠梓 李** S1*****282 

岡山 陳** X2*****321 

楠梓 賀** E2*****131 

前鎮 黃** S2*****861 

鳳山 李** E1*****889 

左營 劉** S2*****226 

左營 潘** T2*****389 

楠梓 洪** E2*****823 

三民 蔡** E2*****790 

岡山 林** S2*****544 

楠梓 陳** Q2*****003 

前鎮 黃** E1*****161 

岡山 杜** S1*****760 

岡山 梁** N1*****676 

左營 陳** F2*****293 



左營 陳** E2*****332 

鳳山 李** E1*****301 

岡山 廖** E2*****387 

鳳山 陳** T2*****976 

三民 洪** S2*****195 

楠梓 張** S2*****257 

岡山 王** E2*****685 

楠梓 潘** S1*****085 

楠梓 蔡** S2*****624 

鳳山 賴** E2*****468 

岡山 洪** E1*****828 

鳳山 李** E2*****694 

左營 陳** S1*****897 

三民 曾** E2*****985 

鳳山 江** B2*****501 

楠梓 吳** M2*****932 

鳳山 劉** T2*****254 

左營 李** E1*****632 

前鎮 張** N1*****243 

岡山 黃** E2*****644 

岡山 陳** E1*****131 

三民 林** E2*****835 

楠梓 薛** E1*****089 

岡山 陳** T2*****239 

鳳山 李** E2*****269 

岡山 蔡** S2*****750 

前鎮 王** E2*****199 

前鎮 潘** T1*****945 

楠梓 孫** T2*****705 

左營 孫** E2*****569 

鳳山 葉** S2*****258 

三民 曹** S2*****931 

岡山 王** X2*****601 

前鎮 黃** E1*****240 

前鎮 趙** S2*****428 

左營 呂** S2*****052 



楠梓 吳** E1*****262 

楠梓 呂** T2*****593 

前鎮 楊** E2*****475 

鳳山 劉** F2*****160 

岡山 徐** S1*****861 

前鎮 林** S1*****596 

前鎮 楊** S1*****839 

岡山 羅** G2*****950 

左營 薛** E2*****511 

鳳山 蔡** R2*****724 

三民 許** E2*****711 

前鎮 李** E2*****325 

鳳山 林** E1*****882 

鳳山 王** S1*****893 

楠梓 彭** E2*****279 

前鎮 李** S1*****456 

前鎮 許** E1*****197 

楠梓 張** E2*****792 

鳳山 黃** E1*****817 

前鎮 李** E2*****779 

左營 王** S1*****957 

楠梓 劉** S2*****765 

鳳山 邱** E2*****415 

鳳山 袁** B2*****304 

前鎮 王** E2*****548 

楠梓 潘** S2*****926 

鳳山 柯** E1*****712 

岡山 王** S1*****066 

三民 何** E1*****790 

前鎮 陸** E2*****644 

前鎮 黃** U2*****990 

前鎮 薛** E2*****596 

鳳山 林** S2*****989 

楠梓 李** F2*****129 

鳳山 李** T2*****254 

前鎮 孫** E2*****289 



楠梓 范** V2*****186 

鳳山 鄭** T2*****613 

前鎮 劉** E1*****997 

鳳山 鄒** T2*****104 

鳳山 吳** E1*****645 

楠梓 張** Q2*****462 

三民 陳** E1*****569 

左營 蘇** E2*****268 

鳳山 陳** Q2*****160 

楠梓 劉** T2*****312 

前鎮 郭** S1*****239 

前鎮 李** E2*****257 

鳳山 盧** S1*****807 

楠梓 曾** S2*****302 

鳳山 陳** E2*****774 

左營 曾** E2*****192 

鳳山 陳** A2*****502 

楠梓 吳** Q2*****139 

岡山 林** P2*****152 

前鎮 陳** T2*****101 

楠梓 周** E2*****806 

三民 梁** R2*****203 

鳳山 邱** E1*****146 

左營 楊** T1*****333 

鳳山 陳** E2*****981 

岡山 楊** N2*****009 

三民 陳** E2*****791 

楠梓 彭** E2*****174 

左營 曾** E2*****397 

鳳山 楊** S1*****574 

鳳山 許** T2*****991 

楠梓 潘** E2*****725 

岡山 徐** A2*****801 

前鎮 伍** E2*****276 

三民 洪** S2*****514 

鳳山 吳** E2*****723 



楠梓 李** E2*****934 

楠梓 張** Q2*****840 

鳳山 游** F2*****446 

左營 劉** S2*****296 

鳳山 李** S1*****509 

三民 翁** S2*****354 

岡山 黃** E2*****663 

左營 許** e2*****344 

岡山 李** E1*****800 

鳳山 林** R1*****210 

鳳山 劉** S2*****797 

前鎮 林** S2*****802 

楠梓 陳** M2*****003 

鳳山 陳** Q1*****095 

岡山 蔡** E1*****937 

鳳山 吳** E2*****877 

楠梓 吳** S2*****197 

鳳山 潘** T2*****771 

楠梓 陳** S2*****219 

前鎮 陳** R2*****081 

鳳山 楊** E1*****312 

岡山 王** E2*****467 

楠梓 蔡** S2*****963 

鳳山 孫** S1*****016 

鳳山 林** S2*****753 

三民 蔡** E1*****670 

楠梓 谷** E1*****821 

三民 蔣** E2*****029 

左營 王** E2*****477 

前鎮 黃** S2*****710 

楠梓 林** E2*****474 

鳳山 康** E2*****111 

鳳山 吳** E2*****057 

前鎮 蕭** T2*****075 

鳳山 林** S1*****216 

岡山 馮** S2*****144 



鳳山 蔡** E2*****084 

楠梓 呂** S2*****319 

鳳山 郭** S1*****196 

鳳山 謝** E2*****040 

楠梓 徐** T2*****428 

岡山 程** S2*****388 

岡山 呂** S1*****798 

鳳山 毛** E1*****705 

前鎮 鄒** E1*****260 

鳳山 陳** Q1*****116 

楠梓 鄭** D2*****955 

鳳山 張**珊 S2*****563 

楠梓 葉** E1*****917 

鳳山 邱** S1*****419 

楠梓 謝** V1*****316 

鳳山 涂** E2*****987 

前鎮 薛** S1*****323 

楠梓 陳** E2*****633 

鳳山 吳** E2*****987 

三民 許** S2*****133 

左營 許** P1*****731 

楠梓 洪** E1*****496 

岡山 鄭** S2*****261 

楠梓 林** S2*****920 

鳳山 吳** E2*****792 

岡山 劉** S2*****649 

前鎮 姜** S2*****200 

楠梓 黃**婉 E2*****230 

鳳山 凌** E1*****147 

左營 吳** S2*****404 

前鎮 林** S2*****100 

鳳山 吳** E2*****629 

楠梓 方** E2*****656 

岡山 李** R2*****599 

三民 吳** E1*****592 

楠梓 林** E2*****500 



楠梓 張** B2*****352 

鳳山 吳** E2*****718 

岡山 章** I1*****853 

前鎮 郭** S2*****947 

楠梓 陳** E1*****560 

楠梓 陳** E2*****718 

三民 李** S1*****404 

左營 吳** E2*****060 

左營 黃** S2*****279 

鳳山 蔡** E1*****999 

鳳山 吳** T2*****097 

楠梓 陳** E2*****007 

岡山 胡** R2*****556 

三民 林** S2*****524 

鳳山 楊** D2*****159 

前鎮 黃** S2*****540 

楠梓 林** S2*****881 

鳳山 黃** E1*****011 

鳳山 陳** E2*****916 

鳳山 盧** E2*****906 

左營 吳** E2*****676 

岡山 洪** E1*****610 

前鎮 施** E2*****023 

岡山 胡** E2*****608 

三民 曾** E2*****367 

鳳山 劉** S1*****667 

左營 陳** S1*****458 

楠梓 左** E2*****260 

岡山 許** S1*****655 

鳳山 黃** S2*****888 

鳳山 郭** E2*****739 

鳳山 黃** S2*****042 

楠梓 黃** E2*****163 

楠梓 謝** E1*****049 

鳳山 張**琪 E2*****748 

三民 黃** N2*****904 



三民 詹** S2*****742 

岡山 陳** E2*****686 

楠梓 湯** S1*****632 

鳳山 顏** E2*****511 

楠梓 蘇** E1*****009 

楠梓 李** E1*****874 

前鎮 范** S2*****832 

左營 姜** E2*****021 

楠梓 張** S2*****089 

岡山 蔡** S1*****302 

鳳山 余** E2*****707 

鳳山 辛** S2*****601 

岡山 錢** S2*****878 

楠梓 張** E1*****753 

左營 尤** S1*****949 

前鎮 吳** E2*****777 

三民 巫** E2*****110 

鳳山 葉** T2*****753 

楠梓 黃** A2*****138 

鳳山 曾** S2*****965 

左營 黃** E2*****526 

鳳山 歐** L2*****525 

岡山 孫** E2*****184 

岡山 李** E1*****685 

前鎮 吳** P2*****231 

鳳山 蕭** E2*****644 

三民 戴** E2*****195 

三民 黃** E2*****025 

楠梓 林** D2*****136 

楠梓 林** S1*****137 

岡山 曾** S2*****873 

岡山 朱** S1*****793 

前鎮 林** E2*****162 

前鎮 林** E1*****630 

鳳山 徐** X1*****853 

鳳山 張** E2*****821 



楠梓 蕭** E2*****594 

鳳山 雲** S2*****736 

前鎮 熊** S2*****309 

三民 吳** P2*****714 

鳳山 陳** E1*****021 

鳳山 邱** E2*****465 

鳳山 郭** T2*****674 

岡山 蔣** S1*****475 

三民 陸** s2*****978 

左營 陳** S1*****931 

前鎮 張** E2*****452 

鳳山 黃** E2*****595 

鳳山 張**均 E2*****631 

楠梓 林** E2*****915 

三民 胡** E2*****422 

岡山 莫** S2*****031 

前鎮 羅** E2*****957 

鳳山 吳** S2*****962 

鳳山 呂** E2*****176 

左營 吳** E1*****312 

岡山 張** B1*****958 

楠梓 李** S2*****722 

鳳山 何** T2*****400 

鳳山 徐** S2*****060 

鳳山 徐** S1*****876 

鳳山 吳** S2*****206 

岡山 張** S2*****346 

前鎮 簡** E1*****407 

鳳山 柯** E1*****862 

岡山 林** L2*****258 

三民 蔡** X2*****379 

鳳山 魏** S2*****332 

楠梓 邱** F1*****483 

鳳山 劉** E1*****969 

鳳山 詹** S2*****743 

鳳山 李** E2*****662 



前鎮 周** E2*****079 

左營 洪** E1*****728 

岡山 孫** S2*****866 

鳳山 黃** E2*****245 

楠梓 張** S2*****247 

三民 陳** S2*****405 

前鎮 歐** V2*****037 

鳳山 王** S8*****866 

鳳山 林** E1*****500 

鳳山 陳** E2*****153 

岡山 薛** E1*****880 

鳳山 阮** T2*****826 

鳳山 陳** E2*****530 

鳳山 呂** A2*****770 

前鎮 陳** E2*****524 

岡山 林** P2*****580 

前鎮 吳** E1*****181 

鳳山 李** E2*****611 

鳳山 胡** A2*****120 

三民 劉** S1*****469 

岡山 楊** E1*****395 

岡山 張** E2*****320 

鳳山 徐** E2*****343 

鳳山 楊** E2*****884 

左營 尤** S1*****080 

前鎮 王** S1*****732 

前鎮 陳** S2*****290 

鳳山 陳** S1*****372 

左營 張**琴 S2*****808 

岡山 張** x2*****423 

岡山 盧** S2*****304 

鳳山 姜** A2*****899 

岡山 林** E2*****765 

鳳山 吳** R2*****334 

鳳山 張** E2*****324 

前鎮 蔡** T2*****099 



左營 陳** V2*****914 

三民 陳** R2*****881 

鳳山 羅** T1*****583 

左營 黃** S2*****845 

左營 周** E2*****607 

三民 林** E2*****403 

三民 張** V2*****780 

鳳山 馮** S2*****055 

三民 張** X2*****607 

鳳山 王** E2*****536 

前鎮 黃** J2*****724 

三民 張** S2*****922 

前鎮 盧** S2*****561 

左營 黃** E2*****810 

前鎮 吳** E2*****902 

前鎮 黃** E2*****819 

前鎮 吳** E2*****946 

鳳山 陳** S2*****228 

前鎮 吳** D2*****006 

前鎮 簡** L2*****919 

前鎮 毛** R1*****414 

三民 吳** E2*****395 

前鎮 盧** E1*****313 

鳳山 鄭** E1*****002 

前鎮 呂** T2*****195 

三民 洪** S1*****393 

前鎮 胡** E2*****787 

三民 龔** T2*****557 

前鎮 郭** D2*****138 

前鎮 呂** S1*****762 

三民 吳** E2*****519 

前鎮 鄭** A2*****593 

三民 朱** E2*****913 

前鎮 陳** S2*****141 

三民 丁** E2*****536 

前鎮 沈** S2*****280 



前鎮 鄭** E1*****411 

三民 阮** T2*****009 

前鎮 蔡** S2*****705 

前鎮 施** E1*****493 

前鎮 羅** F1*****562 

前鎮 李** E1*****120 

前鎮 盧** E2*****733 

三民 張** S2*****636 

前鎮 林** Q2*****978 

三民 林** S2*****324 

前鎮 呂** S2*****843 

前鎮 謝** E2*****583 

左營 向** T2*****932 

三民 鄭** E1*****488 

前鎮 陳** X2*****396 

左營 陳** T1*****839 

三民 鄭** E2*****266 

前鎮 潘** E2*****838 

三民 李** E2*****561 

三民 吳** E2*****099 

三民 蘇** E2*****004 

三民 趙** E2*****353 

岡山 陳** S1*****205 

三民 施** S2*****077 

岡山 張** S2*****052 

楠梓 張** E2*****438 

三民 羅** E2*****740 

三民 鐘** E1*****150 

三民 饒** T2*****969 

鳳山 邱** S1*****402 

楠梓 蔡** E2*****838 

左營 廖** R1*****946 

三民 朱** E2*****794 

三民 李** S2*****525 

鳳山 劉** F2*****990 

鳳山 蔡** E1*****729 



三民 張** S2*****769 

三民 張** E2*****601 

鳳山 張** E2*****530 

鳳山 陳** 91*****67 

鳳山 曾** S2*****861 

鳳山 吳** S1*****602 

鳳山 王** P2*****419 

左營 陳** V2*****923 

左營 吳** E2*****541 

鳳山 楊** R1*****251 

鳳山 夏** E2*****257 

鳳山 李** S2*****366 

鳳山 張** E1*****235 

三民 龎** A1*****362 

左營 郭** R2*****682 

鳳山 羅** E2*****798 

鳳山 王** T2*****934 

左營 吳** P2*****328 

三民 張** E2*****390 

三民 謝** E2*****220 

鳳山 張** T2*****962 

岡山 蔡** S1*****683 

鳳山 黃** S2*****068 

鳳山 林** S2*****741 

左營 謝** E2*****053 

鳳山 郭** S1*****629 

鳳山 謝** S1*****024 

鳳山 林** S2*****849 

三民 王** E2*****220 

左營 黃** E1*****059 

三民 謝** E2*****970 

鳳山 王** S1*****345 

三民 葉** E2*****572 

鳳山 涂** E2*****523 

左營 陳** S2*****670 

三民 黃** S2*****293 



左營 楊** S1*****238 

岡山 黃** R2*****951 

三民 趙** E2*****650 

三民 楊** F1*****140 

左營 李** F2*****468 

三民 王** T2*****548 

左營 湯** E2*****218 

鳳山 潘** E1*****887 

鳳山 王** E2*****369 

左營 黃** E2*****024 

三民 陳** E1*****429 

三民 朱** S2*****962 

三民 林** E2*****197 

左營 吳** S1*****262 

左營 謝** S1*****653 

前鎮 黃** E1*****539 

岡山 章** D2*****982 

前鎮 羅** T2*****184 

前鎮 龔** E2*****810 

楠梓 李** F2*****569 

左營 宋** E2*****025 

楠梓 洪** S1*****698 

岡山 葉** E2*****458 

楠梓 唐** E2*****620 

三民 林** E1*****520 

前鎮 羅** E1*****808 

楠梓 魏** S2*****540 

楠梓 王** R1*****949 

楠梓 劉** s1*****562 

岡山 楊** S2*****706 

岡山 薛** E1*****392 

岡山 邱** E2*****333 

楠梓 洪** S2*****129 

楠梓 林** T2*****338 

左營 蘇** E1*****969 

楠梓 蔡** U2*****608 



左營 陳** E1*****327 

岡山 蘇** S2*****662 

左營 吳** N2*****937 

左營 伍** E1*****665 

岡山 周** E2*****961 

楠梓 簡** E1*****161 

楠梓 王** S2*****643 

岡山 張** E2*****406 

楠梓 柯** E2*****521 

岡山 蔡** E2*****327 

楠梓 

瑪**俄可莫

儂 T2*****096 

左營 黃** E2*****398 

岡山 許** X1*****539 

岡山 黃** E2*****377 

岡山 林** T2*****305 

前鎮 吳** T2*****423 

楠梓 陳** D2*****075 

楠梓 郭** s2*****566 

岡山 劉** S2*****986 

楠梓 潘** E2*****694 

三民 潘** S1*****792 

三民 謝** E1*****784 

三民 楊** S2*****493 

楠梓 張** E2*****568 

左營 宋** x1*****281 

三民 駱** E2*****670 

岡山 蔡** P2*****709 

三民 陳** E2*****094 

岡山 曾** E2*****484 

左營 杜** S2*****056 

岡山 黃** E2*****438 

鳳山 范** S2*****653 

岡山 翁** E2*****563 

鳳山 劉** E2*****473 

岡山 巫** S2*****010 



鳳山 張** E2*****859 

鳳山 曾** E2*****786 

岡山 何** E2*****407 

鳳山 李** T2*****545 

鳳山 徐** S1*****244 

岡山 陳** E2*****038 

鳳山 蔡** S2*****717 

岡山 劉** T2*****076 

岡山 陳** S1*****557 

岡山 林** S1*****126 

岡山 洪** E2*****133 

岡山 薛** F2*****010 

三民 陳** G2*****416 

鳳山 何** S1*****673 

鳳山 羅** S1*****547 

左營 呂** E2*****162 

前鎮 林** S1*****432 

岡山 王** T1*****496 

左營 李** P1*****234 

左營 簡** S2*****424 

左營 徐** E2*****370 

左營 周** E1*****046 

前鎮 顏** S1*****058 

楠梓 許** E1*****833 

左營 林** E2*****436 

左營 黃** P2*****498 

前鎮 陳** R1*****994 

前鎮 黃** S1*****163 

岡山 林** R2*****909 

岡山 林** S2*****418 

左營 黃** S2*****105 

前鎮 葉** W2*****076 

岡山 梁** T2*****197 

岡山 張** D1*****839 

岡山 陳** R1*****390 

岡山 吳** S2*****384 



岡山 莊** X1*****527 

岡山 郭** S2*****709 

岡山 馬** T2*****711 

左營 曾** T2*****440 

前鎮 李** T1*****700 

岡山 陳** A2*****036 

左營 張** S2*****441 

岡山 王** S1*****957 

岡山 鄭** Q1*****376 

左營 陳** E2*****663 

岡山 許** D2*****096 

前鎮 章** E2*****580 

岡山 李** E2*****531 

岡山 楊** E1*****463 

岡山 鄭** S2*****681 

三民 林** S2*****623 

前鎮 田** S2*****571 

楠梓 郭** S2*****046 

楠梓 施** E1*****070 

三民 陳** E2*****180 

左營 鄭** R1*****357 

前鎮 黃** E1*****525 

前鎮 黃** E2*****576 

前鎮 許** T1*****329 

左營 王** E1*****782 

岡山 林** E1*****310 

左營 謝** E2*****081 

岡山 鍾** F2*****273 

左營 陳** S1*****170 

岡山 蔡** E2*****511 

左營 黃** E1*****168 

岡山 蔡** T2*****031 

左營 楊** E2*****176 

左營 楊** S2*****876 

左營 王** E2*****382 

左營 田** E1*****316 



岡山 蘇** S2*****418 

左營 李** E2*****078 

岡山 劉** S1*****529 

岡山 吳** S1*****330 

岡山 朱** S2*****530 

左營 胡** E2*****945 

前鎮 王** S1*****395 

左營 黃** E2*****610 

岡山 李** S2*****090 

鳳山 黃** S1*****124 

左營 歐** E1*****094 

前鎮 洪** S1*****439 

左營 林** S2*****960 

岡山 洪** E2*****092 

岡山 劉** E2*****368 

鳳山 劉** EB*****814 

鳳山 王** E2*****099 

左營 陳** E2*****643 

岡山 張** E2*****111 

左營 尚** E2*****449 

前鎮 顏** E2*****409 

岡山 王** E2*****613 

鳳山 吳** S2*****794 

鳳山 歐** S1*****894 

鳳山 陳** S2*****825 

前鎮 許** T2*****821 

鳳山 許** S2*****527 

左營 黃** Q2*****013 

鳳山 鍾** D2*****986 

鳳山 陳** R1*****242 

左營 王** S2*****402 

前鎮 陳** S2*****265 

左營 梁** S1*****346 

鳳山 林** T2*****097 

鳳山 陳** T2*****205 

鳳山 嚴** R2*****234 



鳳山 黃** E2*****365 

岡山 賴** N1*****097 

岡山 葉** N2*****525 

前鎮 顏** S2*****592 

鳳山 陳** A2*****157 

前鎮 莊** X1*****860 

鳳山 傅** P1*****098 

鳳山 林** N2*****510 

楠梓 黃** E2*****962 

楠梓 許** E1*****521 

楠梓 力** S2*****092 

楠梓 陳** S2*****357 

楠梓 林** S2*****412 

楠梓 王** S2*****890 

鳳山 馬** T2*****929 

楠梓 蔡** Q2*****501 

楠梓 蕭** S2*****242 

楠梓 黎** L1*****484 

楠梓 陳** E2*****069 

鳳山 黃** E1*****500 

楠梓 黃** T1*****785 

鳳山 丁** E2*****829 

楠梓 林** E2*****813 

楠梓 郭** T2*****356 

楠梓 楊** S1*****373 

鳳山 陳** S1*****869 

楠梓 古** S2*****656 

三民 溫** X2*****491 

楠梓 劉** T2*****611 

鳳山 謝** S2*****098 

三民 沈** F2*****707 

楠梓 黃** D2*****884 

楠梓 鄭** T2*****915 

鳳山 郭** S2*****544 

楠梓 吳** E2*****141 

楠梓 曹** N2*****030 



鳳山 孫** E2*****519 

鳳山 黃** E2*****128 

楠梓 陳**美 S2*****453 

鳳山 黃** E1*****204 

楠梓 吳** R2*****281 

楠梓 王** E1*****242 

鳳山 張** F2*****893 

三民 趙** S2*****709 

三民 辛** E2*****528 

三民 林** s1*****641 

鳳山 葉** S2*****236 

三民 張** E1*****414 

三民 黃** S2*****781 

三民 陳** G2*****567 

三民 陶** a2*****978 

楠梓 陳** X2*****181 

三民 黎** E2*****492 

楠梓 周** E2*****821 

鳳山 林** E2*****189 

三民 林** S1*****285 

三民 徐** S2*****169 

楠梓 黃** E2*****832 

三民 李** e2*****014 

鳳山 王** S1*****258 

三民 顏** S1*****641 

三民 李** E2*****365 

前鎮 許** E1*****861 

楠梓 鄭** D2*****649 

三民 劉** E1*****698 

三民 黃** Y2*****592 

三民 胡** E2*****020 

三民 張** E1*****690 

三民 陳** E2*****995 

鳳山 何** T1*****569 

楠梓 陳** E1*****320 

三民 劉** S2*****053 



三民 李** T2*****546 

鳳山 陳** E2*****911 

三民 盧** Q2*****655 

鳳山 楊** Q2*****326 

鳳山 張** M2*****157 

鳳山 蘇** S2*****636 

鳳山 陳** E1*****610 

鳳山 蔡** E2*****740 

鳳山 何** E2*****458 

楠梓 陳** E1*****832 

鳳山 蘇** E1*****803 

鳳山 林** E1*****353 

鳳山 宮** E2*****893 

鳳山 陳** N2*****249 

前鎮 洪** E2*****962 

鳳山 蔡** Q2*****077 

鳳山 林** A2*****032 

鳳山 高** S2*****480 

楠梓 何** E1*****104 

左營 李** K2*****578 

鳳山 胡** S2*****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