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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護系列桂花精油 

桂花產於東亞，是一種小型常綠灌木，與茉莉和紫丁香同屬木
樨科植物。桂花精油的採集和製作程序非常精細，也常被製作
成高級香水。呵護系列桂花精油的香味複雜、甜美而濃郁，略
帶杏子和香梨的果味香氣，可幫助營造寧靜的氛圍，在冥想或
練習瑜伽時使用能起到撫慰作用，用於按摩亦頗有助益。其中
所含的分餾椰子油還有助於滋潤肌膚。

Osmanthus Touch 10ml

NEW

產 品 編 號 60212707
建 議 售 價 NT$ 1,040
會    員    價 NT$ 780      PV：23

‧ 按摩使用可增強活力和提升能量
‧ 可幫助肌膚煥然新生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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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瑞防潑水桌巾
薰衣草圖樣

材質：100%聚脂纖維 防潑水
尺寸：220cm x 145cm ±5%

• 會員價NT$900/條
•  產品編號：60219574

多特瑞防潑水桌巾
精油圖樣

材質：100%聚脂纖維 防潑水
尺寸：220cm x 145cm ±5%

• 會員價NT$900/條
•  產品編號：60219575

NEW

5ml精油分享瓶
(6支裝，內含滾珠、噴頭各3)

• 會員價NT$160/包
•  產品編號：60219590

10ml精油分享瓶
(6支裝，內含滾珠、噴頭各3)

• 會員價NT$180/包
•  產品編號：60217927

多特瑞口罩

環境充滿威脅，時時都要做好防護，維護自己與家人
的健康。戴上多特瑞專屬的醫療級口罩，分享精油分
享愛，健康滿點，美麗加分！

•  規格：每包  5入，鬆緊帶式，醫用口罩，
 成人平面17.5X9.5公分
•  會員價：NT$95/包
•  產品編號：60219494

注意事項：本產品為拋棄式口罩，請勿洗滌或多次使用。

SHARING

73



取自於結毬果的杜松樹，杜松漿果精油
使用在調理上的益處有很豐富的歷史。
具有天然的淨化與潔淨作用且對於肌膚
也很有幫助。具有木質、香料調的氣味，
清新的香氣可幫助紓解緊張的情緒與壓
力。使用杜松漿果擴香，有助於淨化與
清新空氣。

‧問題肌膚保養
‧天然的淨化與潔淨作用
‧幫助緩解緊張和壓力情緒
‧搭配按摩可舒緩不適及促進循環

產 品 編 號 49290302
建 議 售 價 NT$ 990
會    員    價 NT$ 740    PV：23
九折會員價 NT$ 666    PV：20.7

杜松漿果精油  5ml

October
每月一物

10月

當月1〜15日單筆「忠誠顧客獎勵計畫」
訂單達125PV以上並成功出貨，即可獲
贈每月一物 (每一帳戶每月限送一次)。

On Guard concentract 
保衛複方濃縮清潔劑 355mL

September
9月

折主打星｜9

是一款理想的清潔劑。含有多特瑞專
利保衛複方精油，包含：野橘、丁香、
肉桂、尤加利和迷迭香等CPTG專業
純正調理級認證精油，可提供自然防
護。使用後留下清新、鼓舞的芳香氣
味。讓您以自然、安心的方式維持居
家清潔，不會造成環境及生態負擔，
適合全家人使用。

‧ 取用來自植物性衍生的界面活性劑及
 生物酵素。

‧ 獨特且自然的生物酵素複合配方。

‧ 特殊洗淨配方，讓保衛複方精油發揮
 最佳的洗淨力及使香氛持久。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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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掃描購票

9/ 16(四)

10:00-23:59

植物精油小百科(上)

9/ 23(四)

10:00-23:59
複方精油的生活應用

月份9• 8 /16（一）起開始報名，請掃描  
 QR code至購票網報名，並於課程
 開放時間登入系統觀看(課程全長約60分鐘)

• 登入購票系統直接看，上課更簡單
• 期間回放次數無上限，學習更方便

月份10• 9/16 （四）起開始報名，請掃描  
 QR code至購票網報名，並於課程
 開放時間登入系統觀看(課程全長約60分鐘)

• 登入購票系統直接看，上課更簡單
• 期間回放次數無上限，學習更方便

10/ 07(四)

10:00-23:59

植物精油小百科(上)

10/ 06(三)

12:00-13:00

LLV 我的健康保養策略
ZOOM線上直播

10/ 14(四)

10:00-23:59
植物精油小百科(下)

10/ 21(四)

10:00-23:59

精油肌膚保養系列

10/ 28(四)

10:00-23:59
LLV 我的健康保養策略

線上課程

宅家學習更方便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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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瑞產品推廣應遵守原則

我想向您推薦花漾年華複方精油，包含乳香、夏威夷檀香木、薰衣草、沒藥、

永久花、玫瑰這些珍貴精油，散發的香氣，不僅可紓緩您的壓力，使用後還能

提升肌膚對環境傷害的保護力，讓肌膚充滿青春的光澤，恢復年輕的本質，不

再擔心歲月的威脅，使肌膚更加健康、充滿光澤與緊緻！

舉 例

花漾年華複方精油 可宣稱的功效

◆防止肌膚粗糙、預防乾燥、舒緩肌膚乾燥、預防皮膚乾裂、減少肌膚乾澀/脫屑/脫皮
◆調理肌膚紋路、使肌膚回復柔順平和的線條
◆提升肌膚對環境傷害的保護力、增強/強化肌膚/表皮的防禦力/抵抗力/防護能力
◆維持/回復/恢復肌膚彈性、使肌膚有光澤、使肌膚由內而外恢復光澤亮麗
◆延緩/防止肌膚老化/衰老
◆淡化/撫平皺紋/細紋/紋路
◆減緩/舒緩因乾燥引起的皮膚癢/敏感
◆使用時散發淡淡精油香氣，可紓緩您的壓力

精油標籤說明

公司特地在此提醒健康倡導者提供資料給夥伴時需遵行的原則：
1.藥物才有疾病的治療或預防之功能，故廣告宣稱勿涉及醫療效能、虛偽或誇大不實的相關文詞，也不宜教導產品
 能夠治療、減緩或是預防疾病。 
2.可以分享自己在保健上的經驗，但不能引述多特瑞產品具醫藥功能或是對其他任何人也會有同樣的效果保證。
3.可以分享精油相關的科學研究資訊，但不能宣稱這些資訊來引述多特瑞產品的功效。
4.如果您會在自己的部落格、臉書上張貼化粧品、藥物、食品時，請務必先了解法令規定，確實遵守藥事法、食
 品衛生管理法及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等相關規定，以防觸法。

Q 我的精油效期怎麼看?

A 精油產品的保存期限為５年，你可以從瓶底的噴印來判斷產品的效期，EXP為產品的
有效日期(到期日)，MFG為產品的製造日期，為了配合法規與產品的一致性，精油產品
陸續都會更新噴印MFG製造日期。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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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分享的注意事項
小美是多特瑞健康倡導者，喜愛結交新朋友，更喜歡在社群媒體Facebook分享精油資訊。因此，
小美特別在FB成立了「dōTERRA多特瑞精油愛好者」粉絲專頁，希望透過這個專頁與愛好精油者
共同學習與分享體驗。請問，小美的臉書粉絲專頁命名方式是正確的嗎?

所以，小美成立的「dōTERRA多特瑞精油愛好者」粉絲專頁 ，需要刪除「dōTERRA多特瑞」字
樣，才能符合公司政策。

依據公司政策手冊第12條規定，「dōTERRA」「多特瑞」屬於公司智慧財產權，

健康倡導者不可以任意使用的。我們特別提醒您，當您在網路上分享推廣多特瑞

產品時，包含個人臉書、部落格或YouTube頻道等，需避免使用「dōTERRA」

「多特瑞」文字、商標或多特瑞公司照片作為頁面名稱或背景圖；Facebook社

團或粉絲專頁也不允許使用「dōTERRA」「多特瑞」字樣命名，這容易使消費者

誤認為是多特瑞公司經營的網站。

解 答

禁止網拍多特瑞產品
多特瑞致力於維護一個公平競爭的銷售環境，近期部分會員們違反公司網路銷售政策，不論

是否蓄意違規，致產品流至網路銷售，這樣的行為已嚴重違反公司政策。為避免多特瑞產品

於網路上拍賣，破壞市場秩序，提醒夥伴們，銷售時請務必遵守公司規定。

dōTERRA的政策手冊中的第13.B條前段『健康倡導者不得透過拍賣網站或網路商城銷售dōTERRA
產品。』。
再次提醒您，網拍行為是公司不允許的：
● 透過拍賣網站或網路商城販售多特瑞產品，包括但不限於蝦皮、雅虎、Pchome、露天等平台，即
 便以會員價銷售或以更高的售價販售，已違反規定。
●提供多特瑞產品給網拍賣家銷售，也違反規定。
● 想要節省運費，透過拍賣網站寄送多特瑞產品，也屬違反行為。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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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期間大廳服務和訓練教室調整

因應政府防疫政策以減少群聚感染，各大廳開放及訓練教室租借服務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彈性
調整，依最新公告為準，多特瑞與您一起做好防疫。

9～10月營業大廳及客服專線營業公告
各區營業大廳及客服專線營業說明如下表，不便之處，敬請見諒。請多加利用線上辦公室EVO
訂購產品和查詢個人資訊。

10/1 (五)
每月一號時間更動

營業大廳16:00營業 ｜ 電話中心正常營業

10/11 (一)
10/10國慶日適逢星期日，10/11(一)補假

營業大廳暫停營業 ｜ 電話中心暫停營業

9/19 (日)~9/21 (二)
中秋節連假

營業大廳暫停營業 ｜ 電話中心暫停營業

8月份已付款未領貨訂單寄送通知
8月份已付款未領貨訂單，將於10/4(一 )開始陸續寄送，請會員們務必在9/30(四 )前至各大
廳領取。寄出時，將會自您的信用卡先行刷取運費。拒收者公司將另自退貨費用中，扣除貨
運退回之NT$100運費，若拒收公司有權刪除LRP設定及取消點數和回饋百分比，並於退回
一個月後取消該筆訂單，辦理退貨及退款。退貨時將會影響本人及上線之獎金權益，公司有
權追回已發出之獎金。

【中秋節連續假期，產品配送時間變更】

連假即將到來，請盡早完成訂單付款以免延遲出貨，實際配達時間須依物流配送安排為準。不
便之處，敬請見諒。
連續假期9/15(三)之前完成付款之訂單不受影響將會陸續出貨9/16(四)-9/21(二)訂單於9/24(五)
陸續配送。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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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玫瑰護手乳/希望複方精油
行動支持療癒之手

700元不扣除成本全額捐贈《台灣療癒之手專案 》 

看更多療癒之手 in台灣的故事

做孩子人生中
的貴人
自從到恆基工作後就對兒童課後照顧充滿好奇與熱忱的小薰，
12年來以自身的專業與使命感為偏鄉發聲，只要一有機會便
向人述說恆春半島學童的需要。充滿活力與創意點子的她不
畏艱難，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開著小車、載滿物資，前
進最崎嶇偏遠的課輔班，小薰堅毅地說：「現在正是孩子們
需要我們的時候！」

隨著氣象拉警報，小薰想到
春日鄉士文部落裡20多個孩
子，一旦豪雨讓道路中斷，
山裡肯定要斷炊。當下也立
刻接到課輔班林老師的求助
電話，「山上需要幫助，我
們快要沒有食材了，孩子接下來的三餐……。」電話那頭焦
急的聲音讓小薰回想起童年往事。

「小時候我家也是課輔班。」小時候，每到放學就有好多同
學要跟著她一起回家，這是因為一位熱心的老師每週三天在
小薰家免費為家境貧寒和課業落後的孩子們補課。而小薰媽
媽不忍心孩子們餓著肚子學習，更主動地準備晚餐。直到現
在，長大了的孩子們相聚時，總是對老師和小薰媽媽充滿感
謝，也感嘆如果當時沒有課輔班，原本已經被放棄的他們如
今會淪落到社會上哪個陰暗的角落？

才掛上電話，小薰和同仁動身前往部落。
就是有一群像她們這樣的「憨人」，願意
在狂風驟雨中不顧險阻，為孩子們付出一
切，讓他們的人生有了另一個可能。而
《療癒之手》的每位夥伴都是這些孩子的
人生中的「貴人」，有一天，我們可能會
在電視上看見一位跆拳道的金牌選手正是
我們陪伴過的孩子；一位傑出的資訊工程
師是受到一台我們捐贈的筆電的啟蒙；一
位米其林的大廚曾經每天在課輔班吃著愛
心媽媽煮的晚餐和更多更多孩子成為老師
後，回到部落傳承愛與陪伴的使命。

一邊是峭壁，一邊是懸崖，蜿蜒又危險、
無法會車的崎嶇山徑是通往士文部落唯一
的道路，是老師們每日堅持騎著機車前往
的成長基地，也是恆基承載著愛的目的地。
感謝有《療癒之手》的陪伴，讓恆基與老
師們能無畏前行，帶領孩子們的人生走向
一條新的道路！



歡迎加入 療癒之手月月捐

感謝您總是慷慨解囊，但忙碌的生活偶爾讓您忘了持續行善。因此，療癒之手

特地為您規劃了《月月捐》，每月隨著您的  LRP自動出貨，讓您的愛綿綿不絕，

涓滴成河，也幫助療癒之手更有能力為您致力行善。

愛是細水長流

   現在就加入《療癒之手月月捐》
步驟1：請先確認您有加入《LRP忠誠顧客獎勵計畫》

步驟2：填寫背面的《愛的承諾書》

步驟3：選擇每月想固定購買的品項&數量

步驟4：email到twid@doterra.com或紙本遞交客服櫃台

完成！每月隨您的LRP自動出貨

愛，是一輩子堅持的善行

透過每個月的自動訂購，匯聚這份穩定支持的力量

讓愛，永不止息

了解更多



產品編號 品項 數量 單價 小計

每月自動購買玫瑰護手乳

每月自動購買:玫瑰護手乳+Hope希望複方精油

60217640

每月自動購買Hope希望複方精油60217641

60217650

備註：
如遇玫瑰護手乳缺貨，公司將會以Hope希望複方精油替代出貨；
如遇Hope希望複方精油缺貨，將會以玫瑰護手乳替代出貨。

1.《月月捐》不適用於未設定「LRP」之會員 (未設定者歡迎以「一般產品訂
 購單」購買 )。

2.如您的「LRP 訂單」當月因未付款等因素失效，《月月捐》將不會自行出貨， 
 須待 下個月的「LRP 訂單」生效時，才會再度帶入《月月捐》自動出貨。

3.如您終止原「LRP 訂單」，此《月月捐》也會隨之自動終止；若欲恢復《月
 月捐》須重新申請。

參加方式 作業說明

1.送件：請以 email或紙本等 書面方式送件。

2.送件後，此《月月捐》將會隨您的「LRP 忠誠顧
 客獎勵計畫」設定每月自動出貨。

3.增加支數：請以書面方式送件。

4.減少支數／取消：以電話或書面通知客服均可。

此《月月捐》將隨您的《LRP忠誠顧客獎勵計畫》設定每月自動出貨

隨同您的《LRP忠誠顧客獎勵計畫訂單》一起出貨。

隨同您的《LRP忠誠顧客獎勵計畫訂單》一起付款

寫下愛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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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蔡美容 林佳蓉 李苡甄 王文和 黃守君 馬育晴 蔣曉薇

伊姵綺

劉貞吟 賴秀玲 蔡志展 郭姵潔 葉思緁 房冠宇 林家榛

黎怡珍 謝馨儀 邱心惠 王紫綾 劉煜堃/蔡沛琦 林郁珮 陳慶隆/謝君婷

李美旻/江泓嶔 陳鴻文/劉小璐 林美欣 曾少菲 陳雅鈴 洪海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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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宣云 黃珮芳 楊靜怡 劉子茜 劉曉瑜 歐惠玲 潘以泓

劉鎮魁/黃雅絹 李婕熒 邱鎂榛

吳明松 吳貞怡 吳恩秀 呂玉華 李星怡 林子羚 林玉枝

林玉玲 林靜佳 柯霈瑩 洪毓晶 徐令娟 高心喬 高依瀅

梁惠菁 許淑惠 許筱君 陳玉羚 陳鳳琴 陳靜思 曾時華

游紫韶 黃之穎 黃守情 黃佩萸 黃珮綺 黃靖雯 楊佳芬

朱婕瑜 吳依儒 呂采霞 巫宜萲 李秋芸 張婷婷 梁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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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ER

方莉婷 王嘉華 江旻穎 江敏琪 余慧婷 吳淑芬 吳曉青

吳鐘菁 呂如萍 呂南廣 呂雅荷 呂麗涵 李尹文 李侑桑

楊雁宇 楊塏婕 葉富甄 趙紫薇 劉芙蓉 劉彥伶 劉惠如

李昊駿 李國璇 周佳怡 林佩樺 林俐君 林雅雯 林綵淇

林蕙芳 邱泰源 洪芬明 范心琪 高玉嬌 張美惠 張貽辰

張瑀倢 張曉紅 曹馨尹 莊宥婕 許肇文 郭子綾 郭懿緻

鄭捷予 賴心慧 羅沛渝 羅海明 吳陳金葉 林欣妤/沈賢儒

卜美玲

王如吟

宋榮峰

李明哲 周妤庭 侯淑惠 洪海倫 紀妙蓉 張先如 許巧味     

陳玉蘭 陳姿琦 陳雅萍 曾白欗 楊琇雲 劉基傳 鄭明承     

鄭秋茂 羅凱芸 蘇千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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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ER

陳芓葳 陳怡禎 陳映如 陳家如 陳雅文 陳榆安 陳慧盈

曾紫珊 曾語嫣 游玲瑛 黃品喻 黃湘容 詹淑芬 蔡安柔

蔡秀芳 蔡佩娜 蔡季伶 蔡怡婷 蕭妍萱 賴依君 賴亭潔

賴淑娟 賴翊綺 賴惠萍 駱怡如 蕭欣宜 謝佩珊 顏華萱

李  容 王志煌 

王芝喬 王春薇   

王柏霖 王苡辰

王紫瑜 王靖涵    余長謙 吳政翰    李岍辳   李彥廷 李容黛 

李淑惠 李淨茹 李雅惠 周翠紫 房俊佑 林羽榛    林育琪 

邱心喜 邱美莉 邱寶禎 侯雅雯 姜瓊華 洪信隆    洪珮珊 

紀錦龍 徐姵汝 徐韻絜 馬濟中 康桂美    張巧玲 張映晴 

張瑋玲 張嘉玲 張嘉容 梁馨尹 莊佩軒    許富博 許瑞娥 

郭小溱 陳央妃 陳妍竹 陳妙卉 陳欣怡    陳昱涵 陳清慧 

陳雅玲 陳韻如 彭雅惠 曾翠玉 湯錦雲    黃月滿 黃信雯 

黃建榮 黃詩宸 葉宗融 葉書維    詹叔娟 詹淑淳 廖芷筠 

廖麗君 趙淑櫻 劉月華 劉家玉    劉懿瑩 歐惠蘭 鄭里安 

鄭錞鈺 賴怡安 謝幸寰 謝栩茹   簡伶因 嚴儀華 蘇杏琴 

鐘秀月 黎陳瑞美   吳宏斌/潘依凌 盧沛羽/沈祐葆

李  騂   李  靈   唐  薇 莊  騏 樊  尾 丁奕綺   尤君惠   尤溱鎂   王月珍   王利淑   

王金燕   王亮月   王威翔   王宬嵐   王庭楓   王庭溱   王婕楹   王雅琪   王慈慧   王裕奎

福原康兒 楊為傑/許昀蓁 謝芳蘭/張明雄 唐如君 楊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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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ER

王詩舒   王嘉穗   王碧如   王麗玲   古素萍   白峻宇   白珮鈺   白凱惠   朱郁安   朱鳳晴   

朱鳳銘   江小玲   江怡樺   江泓賢   江芝涵   江珮如   江媮謹   何亦芯   何美佑   何美宜   

何振愷   余冠穎   吳宇璸   吳杏娟   吳育親   吳欣芳   吳穹驊   吳俐瑩   吳室樺   吳炳憲   

吳盈儀   吳秋榮   吳美玉   吳美璇   吳貞慧   吳家榮   吳家慧   吳國賓   吳雅媚   吳憶嫻   

吳靜宜   吳靜怡   呂坤霖   宋玉囍   巫喬馨   巫麗姿   李佳俊   李和山   李孟穎   李宜芬   

李弦祚   李春慧   李秋蓮   李虹瑩   李家慈   李家榮   李惠敏   杜宗興   沈家柔   沈家瑜   

沐子桀   周亞蓁   周俊成   周美華   周雪珠   林玉敏   林立偉   林宇濰   林江錚   林秀妤   

林佩茹   林其燁   林怡君   林怡甄   林明綺   林芝儀   林芬如   林芳如   林芳如   林青燕   

林政聿   林美玎   林美玲   林苑如   林苡晴   林素玲   林素華   林淑珍   林莉娸   林復裕   

林惠玲   林暘陞   林瑞娥   林慧雯   林憶瀅   林靜芳   邱倍儀   侯金治   姚宜育   姜強身   

施雅純   施燕卿   洪孟佳   洪品君   洪麗娟   紀昱存   紀喬之   范甄勻   姬夢雲   孫美齡   

孫郁雯   孫培洳   孫富珍   孫意婷   孫嘉徽   徐玉青   徐兆萍   徐詩怡   高依玲   高明智   

高奕如   高郁婷   高紹凰   高慈君   張云溱   張秀英   張明雪   張宥瑜   張家蓉   張莉瑛   

張道勛   張靖旻   張鳳如   張蕙纓   張馨尹   梁晏菁   莊思柔   莊純桂   莊婷婷   許文章   

許定鵬   許栗浧   許梓宜   許淑瑗   許惠茹   許菀湘   許漱菁   郭育霖   郭怡蘩   郭昉儀   

郭琍葳   郭瀚隆   陳羽亭   陳希綵   陳沛昕   陳佩儀   陳岫之   陳怡君   陳怡靜   陳旻融   

陳欣珮   陳咨澄   陳品兒   陳威伶   陳盈楹   陳虹玲   陳郁安   陳淑靜   陳富琦   陳紫瑄   

陳想蓉   陳詩怡   陳鈺婷   陳嘉雯   陳瑤憶   陳慧擎   陳慶蓉   陳瑩憓   陳賢機   陳藝方   

彭佩琪   曾彤馨   曾宛庭   曾雅觀   游蕎瑜   童麟麗   馮阿蘭   黃千懿   黃晏瑄   黃丞揚   

黃奇津   黃玠豪   黃玲鈺   黃倍筠   黃珮綸   黃敏芳   黃梅春   黃淑楓   黃圓媛   黃裘娣   

黃鴻翔   黃瓊儀   楊文松   楊永昌   楊伊玲   楊依潔   楊宜柔   楊宜靜   楊修青   楊庭蓁   

楊堯婷   楊雯琪   楊豐榮   葉依萍   葉昭伶   葉秋君   葉書婷   葉書蓓   葉曉娟   詹珮佳   

詹晴雅   廖一鎂   廖云華   廖宜溱   廖苑伶   廖淑玲   廖維琪   趙百淳   趙含岳   趙添福   

趙瑜嬪   劉婉玲   劉淑輝   劉惠芸   劉詠宸   劉馨嬬   歐沛誼   蔡秀梅   蔡佳容   蔡依婷   

蔡依靜   蔡孟蓉   蔡幸妤   蔡幸芬   蔡純芬   蔡梅齡   蔡雅莉   蔡雅菁   蔡簣妃   鄧佳誼   

鄭如妙   鄭旨吟   鄭佩琪   鄭美麗   鄭晴馨   鄭雅尹   盧宥棋   盧宥臻   盧貞如   蕭丹瑋   

蕭詠涵   賴玉茹   賴均達   賴沛綸   賴瑄誼   謝邑禎   謝依萍   謝孟璇   謝素妹   鍾玉廷   

鍾茗卉   簡繁鎮   闕又敏   顏偉鈜   魏汶琪   羅永宗   羅孟婷   譚文昇   關伊君   蘇育瑩   

蘇彥邦   蘇秋月   蘇虹如   蘇郁琇   蘇淑貞   鐘婉榛   曾李玉英 葉李美英 張國偉/彭薇臻   

謝東成/張佳惠

ELITE

李  綵   陳  勝   裘  葳   羅  雪   羅  鈞   丁宥驊   孔令蘭   尤  讞   方柔婷   王仁秀   

王永綢   王芊晴   王佳玲   王奇龍   王孟涵   王金粉   王昭惠   王昭敦   王昱森   王柏皓   

王美滿   王美齡   王郁棻   王郁棻   王桂榮   王惠玲   王聖凱   王詩穎   王靖璇   王綵渟

王鄯媛   王瓊媚   王麗情   古一扉   史芳瑀   左嘉莉   甘信賢   甘能傑   田洪明   田海辰

朱妍蓁   江千儷   江支正   江品蓉   江若瑀   江家瑋   何月霞   何佩玲   何怡如   何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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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碧芬   何麗芬   余沛縈   余昀金   余秉豐   余金玉   余姝昀   余紫淳   吳玉珍   吳亦薔   

吳佳慧   吳佳穎   吳依庭   吳孟玳   吳孟蓉   吳岱錡   吳念貞   吳泊修   吳玫靜   吳芷媗   

吳金鳳   吳姮里   吳昭玫   吳淑玲   吳祥銘   吳紹忠   吳翊甄   吳費甄   吳霈緁   吳曉芬   

吳蕬帆   呂世明   呂玉惠   呂秀如   呂明香   呂惠真   李佳欣   李佳純   李佳蓉   李佳儒   

李佳燕   李宜姿   李怡枝   李怡慧   李芝萱   李芳琪   李冠靚   李姿伶   李姿佑   李姿櫻   

李宣蓉   李映儒   李玲瑤   李美玲   李香蘭   李倩岑   李翊瑄   李莉芳   李惠臻   李菀菱   

李雅玲   李雅玲   李詩釩   李嘉慧   李語寧   李慧菁   李曉惠   李濋沁   李麗娟   杜金燕   

沈孟瑤   沈星統   沈素文   沈裕明   沈曉甄   沈馥芸   周侑蓉   周怡君   周欣薇   周姿妤   

周政輝   周郁芬   周智惠   周瑩慈   房佳珍   房慈偉   昌佳蓉   林心柔   林玉君   林玉娟   

林玉珮   林玉釵   林玉婷   林色霞   林艾佳   林君玲   林秀萍   林育仱   林育嫺   林良薰   

林佳儒   林佳麗   林咏璇   林宗發   林宛臻   林怡如   林怡君   林怡君   林怡君   林怡芬   

林欣宜   林欣怡   林炘俞   林玥豑   林俊延   林冠宇   林品惟   林奕均   林姿伶   林柏靜   

林泉安   林郁崧   林郁雯   林家卉   林家榛   林泰山   林彩虹   林淑盈   林淑美   林淑華   

林惠琪   林惠萍   林琮珅   林雅倫   林瑋茿   林詩惠   林維瑜   林慧青   林憶伶   林麗娜   

林寶釧   邱介淞   邱月鳳   邱宗義   邱家琳   邱凱欣   邱琳崴   邱瑩杰   邱曉薇   邱麗秋   

邱寶緞   邱釋緒   侯佳賢   侯為馨   凃雅琴   哀淑嫣   姚珈蔚   姜韋如   姜婉茹   施怡媜   

施品伊   施素卿   施淑媚   柯建宏   柯淑靜   柯貴蘭   洪于萍   洪羽汝   洪秀菁   洪育慈   

洪明靜   洪美娟   洪晟祐   洪珮玲   洪雅萍   洪鈺婷   洪慧茹   洪誼璇   胡秀君   胡芳禎   

胡宸語   胡德貞   范育瑋   范陽文   范薷尹   夏胤峰   夏紫騰   夏譽文   孫异囷   孫崨瑀   

孫瑋潞   徐巧雲   徐若瑜   徐偉城   徐菁霞   涂淑壬   秦碧霞   翁永媚   翁阡培   翁秋華   

翁瑜欣   翁瑤雲   高雅惠   張子玲   張天欣   張尹姿   張文政   張文玲   張世春   張圭壁   

張如婷   張育寧   張佩玲   張依純   張芝瑜   張珈樺   張秋月   張秋蓮   張美玲   張倩瑛   

張家熏   張栗馨   張軒豪   張淑婷   張淑琴   張莉莉   張惠玲   張景欣   張智雄   張詠欣   

張越弘   張雲蘭   張愛花   張瑋玲   張裕麟   張鈴悅   張鈺崴   張靖妍   張嘉紋   張綵潔   

張樸真   張燕佳   張靜芳   張擎音   張馥怡   張麗草   張譯文   張馨予   張馨萍   張靈汝   

梁慈敏   梁瑞梅   梁馨文   粘秋芳   莊坤晉   莊宜純   莊詩珈   許秀慧   許芳瑜   許青雯   

許秋菊   許英子   許恩綺   許書豪   許翊蓁   許琬婷   許雅欣   許雅雯   許瑛琄   許詩涵   

許鈴婉   許睿驛   許寰夫   許曉倩   連珮岑   郭小齊   郭衣玲   郭宏源   郭昉璐   郭玥岑   

郭芷軒   郭桂英   郭靜瑩   陳乙玲   陳子綺   陳月華   陳冬萍   陳右昕   陳玉玲   陳玉珊   

陳玉娟   陳伊婷   陳聿琳   陳妍蓉   陳妍霏   陳妡瑜   陳妤庭   陳沛頤   陳秀孜   陳秀碧   

陳秀儀   陳芊蓉   陳邦碩   陳佳瑩   陳依伶   陳宛珊   陳怡君   陳怡君   陳怡君   陳明泰   

陳明筠   陳玫妃   陳采亦   陳金秀   陳金蓮   陳雨馨   陳亭伶   陳俐甄   陳俐臻   陳冠之   

陳冠諭   陳品如   陳奐儒   陳奕竹   陳姿伶   陳姿雅   陳威均   陳宥錡   陳思培   陳春月   

陳昭嫻   陳柏瑋   陳珏如   陳相吟   陳禹安   陳秋燕   陳美君   陳苡之   陳韋廷   陳家鈴   

陳珮琦   陳素貞   陳唯凌   陳婉如   陳婉婷   陳淑鈴   陳凱玲   陳惠玲   陳惠慈   陳雅雪   

陳雅菁   陳雅萍   陳意婷   陳毓諠   陳盟勳   陳筱方   陳筱霈   陳綉定   陳詩喻   陳詩蓉   

陳睿祥   陳維苹   陳慧華   陳曉伶   陳錦雯   陳靜賢   陳蕾如   陳瀅伊   陳嬿竹   陳嬿婷   

陳韻如   陳麗芬   陳屬玲   陸曉雯   傅航絹   傅啟信   傅淑菁   傅筱琪   嵇馨儀   彭堉嵐   

彭瑞蓮   彭筱君   曾士洋   曾沛晴   曾怡靜   曾秋容   曾美惠   曾雅欣   曾詩涵   曾翠雪   

曾翠薇   森玉姿   游小芬   游佳雯   游益彰   游淑燕   程婉綺   黃一然   黃子芸   黃心瑜   

黃月燕   黃永佳   黃佩琪   黃依依   黃忠仁   黃怡珊   黃怡絜   黃俊翔   黃姿婷   黃思家   

黃思齊   黃思潔   黃柏豪   黃盈琪   黃郁芳   黃珮君   黃梓恩   黃梓銘   黃淑華   黃循瑩

黃棈玉   黃紫芸   黃舒涵   黃菁姿   黃雅莉   黃雅莉   黃嫀涵   黃瑋婕   黃鈺婷   黃鉦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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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鈴   施  捷   唐  文   桂  珠   烏  米   陳  釩   蔡  菊   簡  湘   蘇  甯   丁玉琴   

丁祥琳   丁禎慧   孔秀蓮   孔祥馨   尤茹盈   尤源宏   尤韻雅   方志益   方婉霞   方貴貞   

方嘉綺   毛秀清   王心慈   王玉敏   王白恩   王安瑜   王志誠   王秀多   王秀枝   王秀蓉   

王俞珺   王昱捷   王秋香   王秋萍   王郁淇   王素免   王茜宜   王婕瑩   王彩琴   王淑芳   

王淑瑤   王莉蓉   王惠君   王揉蘋   王雅婷   王意至   王意雯   王愛婷   王筱婷   王聖惠   

王詩評   王靜怡   王靜怡   王薏茹   王麗美   王麗媛   仝欣于   古芷欣   古舒涵   平健英   

甘懿馨   白台利   任佩蓉   朱浩澤   朱鈺純   朱曉雨   朱麗華   朱麗慈   朱櫻美   江宜芳   

江采琳   江雨桐   江冠綾   江美麗   江寀嫻   江進財   江愛蘋   米凱妮   何宜臻   何忞紓   

何柔妤   何柔瑱   何美金   余姍姍   余若齊   余淑娟   余紫戎   吳女育蕙   吳少菲   吳伊玲   

吳如雙   吳汶家   吳秀玲   吳秀美   吳佩樺   吳佳蓉   吳宜珊   吳宜家   吳旻姿   吳欣怡   

吳芮瑤   吳金鳳   吳姿儀   吳思嫻   吳春美   吳秋婷   吳英玲   吳郁媜   吳家妤   吳桂香   

吳桂琴   吳淑君   吳琇璟   吳翊萍   吳景淙   吳智龍   吳瑄騏   吳瑞慈   吳嘉欣   呂巧瑄   

呂秀鈴   呂欣潔   呂秉逸   呂金芳   呂若琳   呂家旻   呂棟樑   呂瑞敏   呂鈺婷   呂曉苓   

呂寶珠   呂驊庭   宋怡樺   巫珮蓉   李予瑄   李文琬   李玉娟   李玉雪   李安泰   李安琪   

李羽幼   李志絃   李秀雲   李亞秝   李亞駿   李佳柱   李佳珍   李佳倩   李侑璇   李昕儒   

李欣容   李芯瑜   李青凌   李俞璇   李春宜   李春玲   李玳昀   李盈萱   李秋慧   李美玉   

李美岱   李韋瑭   李家婷   李家瑄   李素芬   李婕妮   李康緁   李淑真   李惠華   李淼勇   

李湘慧   李紫妤   李曉玫   李蕙如   李瓊惠   杜沛英   杜素慧   沈慧怡   沈懿萱   辛奕箴   

卓晏陞   卓麗麗   周秀卉   周佩琳   周欣怡   周芳怡   周純儀   周國良   周碧如   林子瑄   

林心怡   林巧蕙   林玉英   林玉雲   林立庭   林妙青   林妤汶   林汶靜   林沛穎   林秀惠   

林育如   林育安   林佩娟   林佩真   林佩雯   林佳蓉   林佳慧   林佳諠   林依虹   林依靜

黃碧娥   黃慧雯   黃蓮珍   黃靜怡   黃靜婷   黃耀霆   黃轣智   楊秀玲   楊季容   楊怡文   

楊芸芝   楊美霞   楊珮君   楊茹軫   楊淑瑜   楊清清   楊椀婷   楊湘苓   楊程茹   楊靜如   

溫芳譽   溫庭鳳   溫順發   葉佳雯   葉芯貝   葉姿慧   葉珊羽   葉倩文   葉婭筑   葉琦晴   

葉馨文   詹育甄   詹東琳   詹芳綾   詹茉姝   詹翊汎   詹鈞任   鄒唐寧   廖于箕   廖怡婷   

廖青華   廖昱寧   廖秋菊   廖若伊   廖紋君   廖素吟   廖素敏   廖淑玲   廖麗卿   趙淑芬   

劉元鳳   劉育瑋   劉和調   劉孟芬   劉冠伶   劉美麗   劉家銘   劉婉玉   劉菊秀   劉貴智   

劉鈞亞   劉慧凰   劉潔霏   劉曉萍   劉蕙菱   劉謙儒   劉櫻美   歐春惠   歐相妤   潘宥璇   

潘彥霖   潘淑蘭   潘慧如   潘瓊惠   蔡沛家   蔡秀枝   蔡佩芳   蔡佳昀   蔡孟君   蔡幸倚   

蔡東興   蔡欣蓓   蔡思佳   蔡柏偉   蔡珠美   蔡茗淇   蔡敏利   蔡敏瑤   蔡梅惠   蔡淑如   

蔡淑真   蔡淑瀅   蔡雅娟   蔡雅萍   蔡慧娟   蔡麗陽   蔣沂菁   蔣依璇   鄧月梅   鄧主函   

鄧采珊   鄧淑娟   鄧雅云   鄭安如   鄭羽馨   鄭素綾   鄭雯文   鄭瑋華   鄭霈臻   盧沁玲   

盧依晨   盧俊丞   蕭易書   蕭惠萍   賴泓達   賴泳丞   賴柏良   賴美玲   賴家榮   賴得政   

賴語宸   賴潁潔   賴錦香   戴珮紋   戴雲萍   薛鈞毓   謝王欵   謝秀容   謝宛珊   謝芳宜   

謝金英   謝清河   謝堯君   謝惠如   謝筱綺   謝碧芬   鍾和豫   鍾明志   韓秀珍   簡妤珊   

簡雅姍   顏宜君   顏惠芬   顏惠玲   顏禎儀   魏佳瑜   羅芷欣   蟻群諭   邊平遠   嚴信宏   

嚴雅琴   嚴儀圓   嚴儀鳳   蘇云儆   蘇羽潔   蘇宛蕎   蘇泇溶   蘇芳儀   蘇愛惠   蘇鳳蓮   

鐘怡婷   鐘德揚   饒芯萍   顧君琦   龔宥心   王金華美 王盧月保 吳李如香 吳林秋子 呂張素華   

呂陳寶枝 呂鄭松滿 邱羅金玉 洪張素女 范姜美春 唐林春美 張郭紋紋 張陳金速 連黃瑞香 郭王玉里   

黃楊春梅 廖陳金盞 趙許秀招 劉吳素蓮 鄭   秀枝 吳菁萍/王俊彬凃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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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孟綸   林宜融   林幸滿   林怡如   林怡妏   林承學   林芙蓉   林芷伊   林采田   林采箴   

林信女   林品彣   林品婕   林品慈   林春鳳   林盈嘉   林盈潔   林美麗   林香妙   林凌範   

林庭宇   林庭怡   林晉億   林桂芳   林偉鴻   林婉如   林淑賢   林莉娟   林莛珍   林惠娸   

林惠雅   林晴玉   林華毓   林詠真   林雲移   林楷庭   林楷祐   林瑞儀   林筱淇   林聖凱   

林詩佩   林詩瑜   林慧娟   林蓮珍   林曉茹   林曉莉   林麗芳   林馨惠   邱于婷   邱秀銀   

邱怡禎   邱玲慧   邱益璋   邱淑芳   邱智琪   邱雅玓   邱筠捷   邱鈴媛   邱寶鈴   侯忻汯   

哀淑鈴   封惠萍   施羽珊   施宛妊   施易君   施美琳   施惠美   施菁媚   柯更新   柯芓妡   

柯佳君   柯孟宜   柯念余   柯慶安   柯靜萍   柳美琪   洪玉欽   洪妙幸   洪志易   洪芷如   

洪國展   洪雪芳   洪菽娸   洪貴味   洪瑋臨   洪瑞憶   洪樂芸   洪燕華   洪韻頻   胡春榕   

胡美人   胡瑜軒   范如卿   韋婉君   唐紹宜   孫佩伶   徐少康   徐可芸   徐可蓁   徐永慧   

徐貝沂   徐佳惠   徐佳璿   徐季瓔   徐信惠   徐思寧   徐秋如   徐庭偉   徐珮珊   徐婉儂   

徐曼萍   徐淑娟   徐愛婷   徐毓屏   徐葵倫   徐詩晴   徐緯寧   徐曉怡   徐寶雲   涂美英   

涂淑卿   留秀玲   留美雪   翁千蘋   翁子喬   馬一琪   馬文齡   馬明儀   馬娟娟   馬祖強   

高幼齡   高沛均   高淑鳳   高惠敏   高瑋翎   高蜜雪   高銘駿   高識福   高寶鵑   崔伊雯   

康文齡   張又勻   張心慈   張文馨   張仙芬   張令玤   張如麗   張艾玓   張妤瑄   張沛岭   

張沛麗   張秀妃   張秀蜜   張佳淳   張孟華   張昕慈   張春妹   張秋如   張秋芳   張苡蕎   

張家甄   張家甄   張家蓁   張峻綱   張珮琪   張素琴   張偽容   張梅貞   張淇雯   張淑貞   

張淑敏   張淑涵   張淑瑜   張富傑   張惠伶   張欽惠   張湘羚   張皓媛   張萌珊   張鈞茵   

張雅庭   張雅惠   張雅雱   張雅慧   張雯欣   張順閔   張瑋城   張祺欣   張嘉倫   張嘉惠   

張睿濬   張慧芬   張瀞文   張瓊文   張獻文   曹力云   曹杏如   曹淑婷   曹華娟   梁育雯   

梁智勛   粘淑娟   莊冉麗   莊芳儀   莊婉瑜   莊淑貞   莊閔茹   莊雯媜   莊慈雯   莊慧玲   

許弘杰   許兩正   許金猛   許娟菁   許書林   許能榮   許梅櫻   許淑莉   許淑蕊   許凱倬   

許菱芷   許鈞翔   許雯綺   許慈吟   許誌雄   許馨予   許馨方   連盈筑   連婕寧   郭又瑄   

郭子雋   郭心慧   郭永妍   郭江億   郭羽婕   郭佩玲   郭玟婕   郭姵汝   郭姿文   郭美貞   

郭家圻   郭泰佑   郭碧娟   郭潔瑩   郭鑫雯   陳一民   陳又甄   陳久民   陳元晟   陳文威   

陳文銘   陳月雲   陳木生   陳世毅   陳正忠   陳玄樸   陳玉美   陳玉琴   陳玉寶   陳竹萱   

陳志遠   陳沛汝   陳沛誼   陳秀美   陳秀娥   陳秀媚   陳育華   陳佳玟   陳奇妮   陳孟靖   

陳宗成   陳宜秀   陳怡文   陳怡如   陳怡如   陳怡伶   陳怡君   陳怡蓁   陳怡靜   陳招君   

陳明純   陳玟伶   陳玟媛   陳玟瑄   陳秉暄   陳芯誼   陳金圓   陳雨生   陳亭歡   陳俞彤   

陳冠允   陳奕琳   陳姵絜   陳姵菁   陳姵頤   陳姿妍   陳宥蓁   陳弈儒   陳思樺   陳思錦   

陳政雍   陳昱菱   陳柏安   陳柔安   陳美吟   陳美陵   陳美菊   陳美瑜   陳美璉   陳羿芯   

陳虹元   陳軍佑   陳郁涵   陳郁惠   陳重吉   陳香卉   陳香年   陳香瑜   陳香瑜   陳家怡

陳家萱   陳珮慈   陳珮瑩   陳素玲   陳素梅   陳偲盈   陳婕瑜   陳淑枝   陳淑玲   陳淑娟   

陳淑萍   陳淑暄   陳淑靜   陳勝源   陳惠玉   陳惠君   陳惠瑜   陳詠潔   陳閎家   陳雅琳   

陳雅萍   陳雲菁   陳意琁   陳毓佩   陳靖方   陳靖惠   陳嘉宜   陳碧梅   陳綵彤   陳翠英   

陳鳳鳳   陳誼樺   陳燕茹   陳燕菁   陳燕靖   陳蕙敏   陳諺鋒   陳錦華   陳靜怡   陳麗貞   

陳麗娟   陳儷文   傅麗珠   彭月雲   彭怡泉   彭逸珊   彭增億   曾任鴻   曾沁雅   曾怡玲   

曾姿惠   曾威霖   曾家木郁   曾桂琴   曾淑棻   曾雅純   曾祺宸   曾維英   曾臆愫   曾麗英   

曾寶如   温佳霓   温家瑋   游秀琴   游昕于   游欣恬   游翔閎   游嘉琪   游麗珍   游蘊萱   

湯玉蘭   湯勝得   程淑如   馮崇凱   馮雯珮   馮靖雯   黃于芬   黃予亭   黃少慈   黃心怡   

黃羽茜   黃秀菊   黃秀貴   黃佳新   黃佳鈺   黃怡寧   黃林妹   黃欣瑜   黃俐萍   黃俞溱   

黃宥寧   黃思蓉   黃春美   黃洪伴   黃炯隆   黃秋萍   黃美綺   黃若涵   黃虹維   黃書鈺   

黃珮禎   黃素金   黃偉誠   黃婉琇   黃婉蘭   黃彗蓁   黃彩鳳   黃敏慧   黃淑雅   黃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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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惠觀   黃晴雯   黃登賢   黃紫嬿   黃隆昌   黃雅琪   黃雅琳   黃雅雯   黃雅榆   黃榆鈞   

黃歆淋   黃銘坤   黃曉珍   黃薇菱   黃瓅誼   黃韻儒   黃麗鳳   黃馨慧   楊乃潔   楊千慧   

楊小慧   楊心梅   楊世仰   楊玉如   楊玉婷   楊秀蘭   楊欣儒   楊采娉   楊雨潔   楊施儀   

楊庭恩   楊素青   楊淑琪   楊琇妃   楊翎翎   楊椀柔   楊舒涵   楊舒媮   楊菁菁   楊雯蘭   

楊筠臻   楊聖如   楊詩婕   楊蔚蓒   楊麗娟   溫雲雅   萬宜平   葉佳萍   葉姵呈   葉珈伶   

葉秋芬   葉喬亦   葉雅琦   葉雅萍   葉耀鴻   董玥杕   詹心儀   詹秀華   詹佩佳   詹佳蓉   

詹坤穎   詹琇雅   詹惠蘭   詹雅貴   詹澄甯   鄒子翔   雷凱翔   廖小慧   廖吉慧   廖秋鳳   

廖英熙   廖珠卿   廖素亮   廖淑婷   廖淑惠   廖雪秀   廖陽彤   廖雅芬   廖歆怡   廖鈺倫   

廖霈瑄   褚麗彤   趙乃儀   趙今鈴   趙文絹   趙苑榕   趙苡婷   趙珮汝   趙珮君   劉又嘉   

劉元超   劉正維   劉玉梅   劉佩舉   劉佳玲   劉佳樺   劉怡君   劉怡秀   劉怡霖   劉芝妤   

劉芬弦   劉冠穎   劉映君   劉昱佑   劉玲伶   劉玲均   劉珈妤   劉盈秀   劉貞杏   劉珮儀   

劉婉如   劉婉儀   劉惠婷   劉雅萍   劉楠楠   劉德毅   劉蓮潔   劉學林   劉謹榕   劉麗端   

歐宥岑   歐厤庭   潘巧鳳   潘永昇   潘金英   潘淑芬   潘淑玲   潘鈺琳   潘憶嵐   潘靜諭   

潘繹婷   蔡秀娟   蔡秀雯   蔡佳容   蔡依玲   蔡依玲   蔡宜娟   蔡尚平   蔡怡真   蔡承軒   

蔡承錞   蔡秉容   蔡雨歡   蔡信成   蔡政融   蔡春媛   蔡美莉   蔡美慧   蔡清琇   蔡琇芳   

蔡雅方   蔡瑛恬   蔡裕惠   蔡嘉利   蔡嘉眞   蔡語喬   蔡震輝   蔡曉菁   蔡蕙如   蔡豐榮   

蔡豐蔚   蔡麗輝   蔡寶嬅   蔡寶瑩   鄧幸君   鄧美滿   鄭如廷   鄭邑榛   鄭佩玉   鄭佩琳   

鄭依佩   鄭孟慈   鄭家夷   鄭珮雯   鄭培伃   鄭媛壬   鄭雅玲   鄭雅霙   鄭麗您   黎安娣   

黎艷鸞   盧秀珠   盧孟慈   盧宥廷   盧薇伊   穆怡婷   蕭宇珊   蕭秀卉   蕭敏慈   蕭維欣   

蕭緁伶   蕭學親   賴妤瑄   賴宛嬪   賴怡伶   賴欣宜   賴芷瓔   賴柏霖   賴恩聖   賴菱薇   

賴碧華   賴慧鍈   賴曉君   賴麗琍   戴光賢   戴素玲   戴素娥   戴麗雪   薛來發   薛融蔚   

薛融駿   謝中傑   謝艾霖   謝佳恩   謝宜芸   謝青純   謝品彤   謝美珍   謝郁華   謝淑惠   

謝惠芳   謝湘芸   謝琬婷   謝毓玲   謝瑋亭   謝聰吉   謝鎮宇   謝麗玉   鍾念蓁   鍾易勳   

鍾豐縈   簡佑珊   簡妙如   簡芳姿   簡素君   簡莉軒   簡惠卿   簡豪龍   簡麗婉   藍秋伶   

藍英子   藍珮綺   闕靖庭   顏天得   顏麗月   羅文惠   羅孟芷   羅宜芳   羅秋娥   羅時伸   

羅聆瑄   羅黃琴   譚素珍   嚴珮羚   蘇一飛   蘇妙臻   蘇金言   蘇俊璇   蘇宥蓁   蘇韋菱   

蘇淑敏   蘇琳凱   蘇嘉寧   蘇錕廉   鐘于喬   鐘雅伶   方陳鳳琴 毛黃美玲 江李玉桂 吳石惠貞   

吳賴秀蘭 呂吳寶珍 李蘇梅錦 林王麗嫦 林賴月梅 張姚碧桃 張徐婿妹 張簡敏芳 張簡嘉容 許賴菊秀   

陳林生妹 陳林淑美 陳劉育姬 楊邱碧雲 葉曾素月 潘翁欣眉 鄭陳金貴 魏鄭瓊瑤 羅吳菊櫻 蘇劉玉蘭   

蔡佩靜/洪乙力         

方  齊   王  歆   古  意   古  鈺   白  倪   吳  琴   李  幸   卓  政   林  恩   阿  茹   

徐  璠   殷  儒   陳  泓   陳  嬌   曾  馨   覃  波   劉  婷   蘇  西     文雄   尤心怡   

尤心慧   尹萍慧   方怡蘂   方宥甯   方美英   毛正利   王又玄   王上逸   王丹孚   王文君   

王文億   王玉萍   王玉燕   王吾歡   王志誠   王秀梅   王秀嬅   王佩君   王來春   王依凡   

王依雯   王孟淳   王怡文   王怡珊   王怡靜   王秉聖   王芬萍   王亭雅   王奕樺   王姸筑   

王姿婷   王昭岳   王玲英   王盈文   王盈樺   王秋棻   王美玲   王美莉   王苓蓁   王珮柔   

王素珍   王能鳳   王淑雯   王清瑩   王翊潔   王翌蘋   王莉蓉   王傃磬   王凱俐   王惠君   

王惠珍   王惠萍   王紫懿   王雅欣   王雅琴   王敬宜   王煥明   王瑞欣   王萬成   王嘉慧

王語慧   王毅軒   王錦珠   王蕾鈺   王麗蘭   古秀玲   古庭維   司昀茜   田宛以   田登企   

白素雲   石紋宜   石淑容   伍沛嘉   伍霖煒   向淑珍   朱妍齊   朱孝杰   朱怜穎   朱宥綝   

朱家瑜   朱庭青   朱翊菱   朱媛珍   朱惠光   江如霜   江羽淇   江沛衿   江佩蓉   江佳紋

凃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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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佳儒   江季靜   江承翰   江旻霖   江明憲   江欣怡   江欣容   江盈萱   江貞宥   江庭鑫   

江淑貞   江羚瑜   江鎧均   何云㚬   何心妤   何明駿   何勃昇   何柏宏   何家羚   何碧玲   

余心渝   余文馨   余玥緹   余思瑩   余若瑛   余珮如   余琪月   吳乙末   吳仁傑   吳天香   

吳心彤   吳文彬   吳玉珠   吳丞翰   吳沛容   吳秀菊   吳秀蓉   吳亞婷   吳佩娟   吳佩蓉   

吳佳紋   吳佳憲   吳佳穎   吳季妍   吳幸薇   吳怡欣   吳怡芳   吳拓伸   吳昀倢   吳明霞   

吳泳澐   吳采瑜   吳品蓁   吳建德   吳春棋   吳昭瑩   吳珊珊   吳峻豪   吳健豪   吳婧瑄   

吳敏芳   吳晨羽   吳淑娟   吳淑眞   吳淑雅   吳琇尹   吳翊鈞   吳莉晨   吳博森   吳婷婷   

吳舜斌   吳詠榆   吳陽辰   吳雅萍   吳雯鈴   吳雲英   吳瑞倩   吳廖金   吳綺玲   吳曉玲   

吳蕙君   吳靜芬   吳薏璇   吳懷萱   吳麗紅   呂玉娘   呂竹梅   呂佳欣   呂佳盈   呂怡惠   

呂怡萱   呂冠嫺   呂淑卿   呂莉蓁   呂靜琳   呂霙翊   呂蘭欣   宋月華   宋秀蘭   宋佳諭   

宋昀真   宋欣妍   宋菀茹   宋麗碧   李文莉   李伊蘋   李如萍   李成昱   李汶珊   李汶瑾   

李秀美   李秀雯   李亞蓁   李佩怡   李佩旻   李佩芳   李佩珊   李佩縼   李佳娟   李依珍   

李依娟   李姎珉   李孟芳   李孟宣   李孟璇   李宜芳   李怡蓁   李怡慧   李旻倫   李明亮   

李泓儒   李芯沛   李金鷄   李雨萍   李俊龍   李俞均   李品霈   李姿瑩   李建承   李思萱   

李柏均   李柏源   李美鳳   李貞誼   李哲雨   李家豪   李悅悌   李素幸   李郡萍   李停婷   

李國瑋   李婉慈   李淑雅   李富美   李惠如   李惠琪   李菊鳳   李萌華   李雅晴   李雅萍   

李雅微   李雯芳   李慈恩   李瑋馨   李詩涵   李維正   李臺鳳   李鳳儀   李慧慧   李曉菁   

李燕慈   李穎怡   李鎔任   李麗玲   李麗菊   李靈芝   杜文哲   杜宇軒   杜沛緹   汪秀妹   

汪育綺   汪佳勳   汪欣頻   沈君儀   沈秀玲   沈怡妏   沈映嫺   沈淑女   沈莠庭   辛蕙羽   

阮美嫻   阮貞瑜   來慧玟   卓佩陵   卓舒妍   卓意青   周乃華   周月桃   周可永   周秀鳳   

周宜欣   周宜樺   周明玉   周欣葦   周芷璉   周奕棋   周秋雯   周苑琪   周茂琪   周虹玗   

周宸羽   周婉君   周崇賢   周楨國   周憶婷   周麗蘋   房彥喬   枋明德   林于庭   林士逸   

林大為   林小惠   林之郁   林心怡   林文玉   林卉瀅   林玹安   林玉珊   林玉菁   林玉萍   

林旭芳   林志良   林志信   林志謙   林沛緹   林秀青   林秀華   林芊潾   林佩玉   林佩君   

林佩琪   林佩縈   林佳怡   林佳慧   林佳瑩   林依萍   林依蓉   林依靜   林孟慈   林孟賢   

林宛俞   林宜蓁   林念慈   林怡伶   林怡君   林怡君   林怡君   林怡君   林怡君   林怡玟   

林怡甄   林昕儀   林昕穎   林杰茗   林欣欣   林欣儀   林芝有   林芝選   林采霖   林金鳳   

林長儀   林雨宣   林雨思   林雨蓉   林亭邑   林姵辰   林宣孝   林宥芳   林建翔   林思妤   

林政彔   林春秀   林炳輝   林秋美   林貞君   林軍源   林音綺   林倩儀   林夏如   林家逸   

林家薰   林庭語   林恩亦   林桂英   林珮瑜   林純儀   林素玲   林婉婷   林婕穎   林梅珍   

林淑怡   林淑芬   林淑惠   林淑瑛   林莉姝   林莉婷   林惠均   林惠珍   林惠娟   林惠瑜   

林惠靜   林晶涵   林欽振   林渝畛   林湘如   林湘茹   林愛淑   林暄翔   林瑞芳   林萱辰   

林詩偉   林詩媚   林釉珍   林鈺婷   林嘉欣   林睿志   林綠梅   林慧婷   林靚淳   林儒瑩   

林燕玉   林燕玲   林燕虹   林蕙琴   林靜儀   林瓊雯   林麗君   林麗香   林麗惠   林麗舜   

林麗儀   林麗霜   林寶薇   邱石源   邱妙華   邱芃穎   邱俊雄   邱品慧   邱政崴   邱昱珊   

邱美惠   邱家君   邱淑芬   邱莉婷   邱琡斐   邱琬茹   邱愛妮   邱漢文   邱璐怡   邱瓊如   

邱瓊慧   邱耀弘   邱馨誼   邵宜慧   侯兆亭   侯淳曦   侯雪萍   侯雅萍   凃宜辰   凃炘沂   

凃昱寬   凃盈馨   凃淑芬   南畯鵬   哀淑貞   姚筑雁   姚靜雯   姚蘊庭   姜碧招   姜翠萍   

封玉霞   施心僡   施巧玲   施欣儀   施政慧   施柏成   施美慧   施韋禎   施華琳   施雅雲   

施慧瑜   查依利   柯杏芙   柯炫任   柯美汝   柯嘉玲   柯穎生   柳芬玲   段秦媄   洪千卉   

洪子瓔   洪小驊   洪沛瀅   洪秀茹   洪芊葳   洪佳欣   洪珮榕   洪素華   洪能賢   洪培棋   

洪淑珠   洪淑雅   洪笙寶   洪湘惠   洪菁儀   洪菁穗   洪貴姿   洪雅婷   洪瑋玄   洪綉鈴  

洪甄翎   洪語斳   洪慧萍   洪瑩馨   洪緯緁   紀品羽   紀梅香   胡直芸   胡婕庭   胡淑芬   

胡慈加   胡詩君   胡嘉修   范宇浩   范家瑋   唐玉霜   唐靖雅   夏鳳儀   孫子涵   孫巧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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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翊嫚   孫嘉苓   徐千崴   徐子珅   徐玉瑛   徐有恒   徐坪素   徐思婷   徐美蓉   徐若萍   

徐英洋   徐桂玲   徐素英   徐淑賢   徐莉萍   徐逸翎   徐楚鳳   徐靖筠   徐銘助   徐鎵霈   

桑慧莊   涂宛華   涂秋菊   秦育村   秦旻蓁   翁若緁   郝眞儀   馬宛如   馬郁萱   馬唯芳   

馬淑錦   馬慧珊   馬麗明   高如瑩   高紹美   高毓媖   高碧霞   崔美山   康文君   康宇秀   

康美麗   康宴瑜   康富凱   康鴻文   張乃文   張文怡   張文娟   張月金   張月銣   張玄明   

張玉琳   張伊婷   張妍君   張沛誼   張秀芬   張育嘉   張辰威   張佩菁   張宜芯   張岱揚   

張芮瑜   張芸靜   張采瑜   張雨薇   張姵縈   張秋琴   張美玲   張致偉   張家俞   張家珍   

張家郡   張家華   張家輔   張庭嘉   張益睿   張紋慈   張素秋   張素英   張梅恩   張淑孟   

張淑英   張淑娟   張淑婷   張淑惠   張淑惠   張淑雯   張琇甄   張凱涵   張勝傑   張博淵   

張惠文   張惠玲   張惠皊   張惠琪   張惠瑛   張琬甄   張琴蜜   張皓翔   張舒淳   張華琳   

張詠菁   張詠華   張雅珍   張雅婷   張雅婷   張雅婷   張雅婷   張榆桉   張瑜庭   張祺隆   

張詩湲   張誠之   張雋廷   張嘉綾   張榮富   張漪珮   張綵娟   張慧玲   張慧玲   張慧瑜   

張曜晹   張瓊月   張耀中   曹家禎   梁玉美   梁柏葳   梁惠貞   梁惠婷   梁嘉洵   粘金月   

粘雅雲   莊佩臻   莊季溱   莊幸佩   莊怡婷   莊明親   莊昕喬   莊林禎   莊金淑   莊彥亭   

莊綵玲   莊蕙雯   莊蕙慈   莊麗英   許介成   許尹芊   許文哲   許文嘉   許玉珠   許立衞   

許育禎   許育豪   許佩君   許依真   許昀鈺   許芩韶   許芯婕   許芷盈   許俊偉   許若葳   

許倩雯   許家綺   許家綾   許紋菊   許紋萍   許素琴   許淑珠   許清林   許凱程   許惠君   

許惠珍   許惠淳   許惠雯   許斐涵   許晶喬   許華禹   許逸蓁   許愷亦   許毓菁   許裕岷   

許嘉容   許鳳儀   許緯嘉   連心語   連玉娟   連珮紜   連裕和   郭千卉   郭云婷   郭育菁   

郭宜恩   郭怡妏   郭怡妝   郭芷融   郭芸妤   郭姿妙   郭映彤   郭秋萍   郭夏伶   郭家惠   

郭庭安   郭素岑   郭喬林   郭維婷   郭憶萍   郭蕙萍   郭櫻雪   陳乙瑄   陳乙萱   陳凡縈   

陳子瑩   陳心怡   陳文惠   陳卉霖   陳幼萍   陳永致   陳玉金   陳玉婷   陳玉婷   陳玉緞   

陳立峰   陳名慧   陳有朋   陳有順   陳宏昆   陳志宇   陳志忠   陳杏奈   陳沂沁   陳沛如   

陳沛汝   陳沛庭   陳秀春   陳秀蓉   陳秀靜   陳芊瑜   陳邑瑄   陳佩貞   陳佳娸   陳宗麟   

陳宛吟   陳宛琳   陳宜萱   陳怡卉   陳怡安   陳怡年   陳怡茹   陳怡嵐   陳怡蓁   陳怡穎   

陳欣儀   陳泳晴   陳玟妤   陳玫玲   陳秉軒   陳芳瑩   陳采文   陳采萱   陳金英   陳雨華   

陳亭霖   陳俊嘉   陳俊赫   陳俞伶   陳俞樺   陳品伸   陳品緁   陳奕竹   陳姵儒   陳姸文   

陳姿吟   陳姿吟   陳威利   陳宥佳   陳建宇   陳建霖   陳思庭   陳思涵   陳昭如   陳昭蘋   

陳昱君   陳昱廷   陳柏鈞   陳柏翰   陳盈仰   陳盈伶   陳盈秀   陳盈潔   陳祉佑   陳秋秀   

陳秋萍   陳秋鳳   陳秋燕   陳美珍   陳美香   陳美卿   陳美慧   陳美樺   陳美鴻   陳羿璇   

陳胤妤   陳郁閔   陳香秀   陳家緯   陳庭軒   陳泰延   陳珮甄   陳素真   陳培欣   陳淑芬   

陳淑芳   陳淑貞   陳淑娥   陳淑容   陳淑婉   陳淑媖   陳淑麗   陳清玉   陳莉維   陳雪涵   

陳凱翔   陳富敏   陳惠芬   陳惠美   陳惠美   陳湘玉   陳登陽   陳紫肜   陳舒佳   陳隆賢   

陳雅娟   陳雅筑   陳雅萍   陳雅鈴   陳雅漣   陳雅蕙   陳雯英   陳瑜阡   陳稚庭   陳筱芸   

陳筱喻   陳筱萍   陳群凡   陳運達   陳鈺齡   陳鈿真   陳僑恩   陳嘉琪   陳睿哲   陳碧假   

陳碧媚   陳碧霞   陳語婕   陳銘濰   陳鳳珠   陳儀瑄   陳慧玲   陳皚芬   陳稼義   陳緗緁   

陳霈軒   陳曉晴   陳穎秋   陳穎達   陳靜儀   陳靜慧   陳薇詩   陳薪伃   陳鴻元   陳嬿如   

陳藝文   陳韻如   陳韻如   陳麗珠   陳麗華   陳麗萍   陳麗雯   陳麗碧   傅秀英   傅妮莉   

傅幸惠   喬菁菁   喬瓅儀   單馮怡   彭明宏   彭星偉   彭寄珍   彭琳淳   彭增欽   彭馨瑋   

曾千桓   曾元謙   曾佩君   曾怡嘉   曾怡蘋   曾采捷   曾姿穎   曾美娟   曾偉玲   曾淑琪   

曾惠玲   曾意珊   曾詩惠   曾慧玲   曾慶茹   楮剴鈞   温馥華   游秀慈   游宛穎   游欣容   

游書寧   游薇巧   游繡蜻   游韻加   游麗雪   湯仕貞   湯如君   湯明霓   程莉雅   童馨誼   

筆書玉   粟春紅   買雯珊   隋馥年   黃于芳   黃之珈   黃之盈   黃心怡   黃心慈   黃文宜

黃文瑩   黃仕昇   黃名鈺   黃佑興   黃君豪   黃沁芸   黃秀月   黃秀鈴   黃亞晨   黃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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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佩茹   黃佳琪   黃宗菁   黃宜欣   黃念玟   黃念慈   黃怡涵   黃明慧   黃芮淇   黃俊哲   

黃冠菁   黃冠蓁   黃品勳   黃姿菱   黃宥榛   黃彥愷   黃春林   黃春梅   黃春萍   黃昱靜   

黃柏凱   黃美秀   黃美雲   黃美慧   黃郁珺   黃郁琇   黃郁晴   黃韋翔   黃家柔   黃家蓁   

黃素梅   黃素慧   黃偲琪   黃國棟   黃國綻   黃敏淑   黃梓芸   黃梓軒   黃淑女   黃淑芳   

黃淑娟   黃淑娟   黃淑琳   黃淳麟   黃莉晴   黃凱羚   黃湘雯   黃琦恩   黃琳媛   黃菡渝   

黃華貞   黃逸榛   黃雅琪   黃暉雅   黃暐玲   黃毓慧   黃照博   黃瑀婕   黃筱君   黃鈴玉   

黃鈺婷   黃鈺菌   黃鈺雅   黃嘉欣   黃嘉惠   黃碧貞   黃鳳琴   黃慧卿   黃慧慈   黃稼和   

黃諄美   黃憶舲   黃靜怡   黃瓊玉   黃韻芸   黃艷君   楊力瑋   楊千慧   楊千霈   楊文萍   

楊安茹   楊衣華   楊沂溱   楊沛綺   楊佩蓉   楊佩錡   楊尚久   楊芳萑   楊阿教   楊政達   

楊秋萍   楊英姿   楊家興   楊帩緹   楊茱蓉   楊凰嬿   楊培瑛   楊晨瀅   楊淑苗   楊淳涵   

楊清樹   楊善百   楊婷茹   楊婷雅   楊媛琇   楊惠涵   楊詠程   楊雅玲   楊雅茹   楊雅惠   

楊雅琴   楊雅鈞   楊雯婷   楊筠珊   楊瑩筠   楊樺文   楊錦芳   楊贄銘   溫修儀   萬玟禎   

葉仲仁   葉妙芳   葉京惠   葉佩菱   葉佳妮   葉怡吟   葉怡廷   葉俐萱   葉英琪   葉素杏   

葉康梅   葉淨虹   葉毓珊   葉瓊慧   葉麗文   葉麗翡   董又銘   董圻甄   董宜香   董冠宏   

董郁琳   董碧春   解美玲   詹士賢   詹佳勲   詹奕慈   詹雅莉   詹雅筑   詹雅菁   詹雅禎   

詹靖瑤   農彩嬙   鄒宜恬   鄒芳諭   鄒惠萍   廖文妤   廖玄蕉   廖育浚   廖佩玲   廖芝儀   

廖宥鵬   廖美玉   廖羿淳   廖郁蓉   廖真惠   廖素香   廖素媚   廖翊淳   廖雯君   廖瑋晨   

熊育琛   熊若婷   熊耘瑄   褚珮芸   趙云瑄   趙心慈   趙妤瑄   趙威勝   趙若萳   趙婷婷   

趙黃選   趙憲民   劉于禎   劉子鈿   劉月婷   劉必琴   劉玉霞   劉安晏   劉竹庭   劉竹恩   

劉育呈   劉育媚   劉育雅   劉育慈   劉芊仟   劉邦文   劉佩琪   劉怡秀   劉怡蓁   劉承璋   

劉欣穎   劉玫伶   劉芳瑜   劉芷妤   劉長芳   劉冠妤   劉彥麟   劉盈足   劉美娟   劉虹君   

劉郁玟   劉重政   劉哲瑋   劉宴君   劉家瑜   劉容秀   劉晏禎   劉桂真   劉淑敏   劉滋妘   

劉菊美   劉雯雯   劉瑋琪   劉嘉恩   劉慧涓   劉璟頤   劉蕙媛   劉諭瑄   劉豫珂   劉麗英   

劉馨鎂   樂秀玲   歐孟昀   歐淑娟   潘玉霜   潘佩珍   潘佳玲   潘佳郁   潘英玉   潘素真   

潘景勝   潘瑞卿   潘儒奕   潘麗琴   蔡月霞   蔡玉麟   蔡妙娟   蔡育倫   蔡佩玲   蔡佩娟   

蔡佩璇   蔡佳宏   蔡依婷   蔡孟妤   蔡孟蓁   蔡宜錡   蔡幸君   蔡幸淑   蔡念君   蔡旻潔   

蔡明秝   蔡明豐   蔡易璇   蔡昕蓓   蔡欣潔   蔡欣諭   蔡秉文   蔡芸瑄   蔡政宏   蔡美麗   

蔡韋華   蔡家芸   蔡容妙   蔡崇祺   蔡淑芬   蔡淑玲   蔡惠敏   蔡菁秀   蔡雅竹   蔡雅芳   

蔡雅惠   蔡榮璋   蔡碧珪   蔡慶昭   蔡曉翠   蔡蕎如   蔡靜沂   蔡靜香   蔡靜雯   蔡瓊芳   

蔡麗絲   蔡馨宜   蔣介民   鄧安喬   鄧佳芬   鄧芷棋   鄧偉婷   鄧瑜嬅   鄭小慧   鄭心兒   

鄭玉鳳   鄭任展   鄭全紹   鄭至凱   鄭宜君   鄭美玲   鄭美蓮   鄭郁樺   鄭郁薰   鄭敏慧   

鄭琇丹   鄭惠文   鄭渭萍   鄭菀瀅   鄭詠蔚   鄭閔仁   鄭雅尹   鄭雅文   鄭雅莉   鄭雅馨   

鄭雅蘭   鄭雯君   鄭瑋庭   鄭筱菁   鄭義忠   鄭葆潓   鄭詩穎   鄭語涵   鄭麗媛   鄭寶金   

鄭驊芳   黎茂源   黎渝鳳   黎蕙瑩   盧玉芳   盧佩儀   盧佳彣   盧宜廷   盧泯呈   盧昱蓁   

盧羿君   盧家齡   盧綵婕   盧燕美   蕭巧玲   蕭玉欣   蕭伊琳   蕭依婷   蕭秋雅   蕭郁璇   

蕭凱恩   蕭雅玲   蕭雅惠   蕭毓萍   蕭筱玲   蕭語萱   賴少翠   賴幼琪   賴宇宣   賴佩筠   

賴宜君   賴怡樺   賴芝錡   賴芳銹   賴冠文   賴思涵   賴春蘭   賴柏均   賴秋梅   賴珮瑀   

賴淑華   賴雅玲   賴雲中   賴筱茜   賴詩香   賴曉菁   賴樺臻   錢永珍   錢沛玲   錢美淑   

隨涵羽   戴成宇   戴妍庭   戴秀柑   戴春菊   戴莉芳   戴麗君   繆伊婷   薛彩霞   謝月招   

謝芊淇   謝佩娟   謝佩容   謝佳秀   謝依真   謝和鈞   謝宛曄   謝怡婷   謝欣妤   謝欣儀   

謝芝廷   謝俐敏   謝美仙   謝偉華   謝婉婷   謝淑惠   謝清秀   謝凱雯   謝富菊   謝景婷   

謝智鈞   謝琬婷   謝雅築   謝瑋翎   謝瑞宸   謝鈺鎔   謝德璋   謝擇賞   謝鎮宇   謝魏閔   

謝馨瑢   鍾玉卿   鍾存貞   鍾存德   鍾志鴻   鍾婉瑜   鍾淑燕   鍾詩涵   鍾燕婷   鍾錦星   

鍾靜慧   鍾嬿如   韓芷渝   韓春菊   韓淑玲   韓雅珍   韓意文   簡于棠   簡千惠   簡卉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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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秀蓁   簡美緣   簡素親   簡國雄   簡培勳   簡梅瓔   簡雅芬   簡詩潓   簡嘉慧   藍純楨   

闕稚庭   闕碧萱   顏亦晨   顏君玲   顏秋桃   魏小芸   魏秋碧   魏紋君   魏敏軒   魏淑芳   

魏廉波   魏嘉娟   魏儀芬   羅子珊   羅巧芳   羅李雅   羅宜芬   羅冠慧   羅品蓁   羅昭岑   

羅美珍   羅苡玲   羅珮甄   羅啟賓   羅源樹   羅曉珮   羅麗明   譚思婷   竇悅菁   蘇俊嘉   

蘇姵丞   蘇姵綾   蘇秋華   蘇郁汝   蘇素賢   蘇淑琴   蘇淑慎   蘇頂杰   蘇雯鈴   蘇新惠   

蘇筠怡   蘇潔鑫   蘇麗莉   鐘秀珠   龔哲賢   龔軒平   龔觀婷 江黃若慎 江潘牽治 呂鄭淑姿   

李陳秋芬 李陳麗芳 周張瑞美 周陳月英 周蘇賜珀 林徐月圓 林蕭素珍 林蕭愛珠 姜許玉蘭 洪童楟雰   

高陳玉換 張黃玉琴 張劉春秋 連吳秀雲 陳姬彩月 傅楊淑暖 游郭秀美 黃洪伸美 黃陳麗雲 葉金善生   

歐陽均柔 歐陽淑真 潘賴禎英 盧陳綉梅 賴吳寶蓮 謝沂彣/王柔眉

方  望   王  佳   王  真   王  晴   江  霈   何  玲   李  尤   李  婕   李  歡   徐  婷   

陳  伶   陳  絹   陳  籜   傅  儀   黃  晴   鄭  笑   蘇  祐   蘇  荷     亦蕙   丁佩岑   

丁淑娟   丁鳳如   丁緯承   于有芎   于淑真   于欽安   尤巧雲   尤秀菊   方春美   方禹喬   

方秋琴   方素琴   方惠鈺   王子維   王允伶   王心秀   王月美   王永鈞   王玉靖   王立雯   

王立蓉   王宇眉   王成元   王旭暉   王至君   王利丹   王廷軒   王志成   王志揚   王秀梅   

王佳芬   王佳珍   王孟淳   王岱苹   王怡貞   王怡婷   王怡萍   王怡雯   王欣怡   王芳如   

王俊泰   王俞晴   王俞舜   王厚弼   王宥婕   王思允   王政裕   王春蘭   王昭彥   王昱婷   

王柏雅   王柔誼   王秋雅   王美秀   王美祝   王美淑   王郁雅   王家瑄   王素雲   王國銓   

王得崴   王淑月   王淑如   王淑芬   王淑芬   王莉雅   王惠珠   王愉惠   王琳雅   王程平   

王雅鈴   王園甯   王瑋婷   王聖榕   王靖儀   王碧君   王碧花   王翠黛   王澄豪   王瓊華   

王藝叡   王韻清   王麗媚   王寶貴   王齡梓   王儷儒   王懿屏   丘春英   古正晴   古思潔   

古嘉蕙   史佩錡   平健美   田介軫   田玉香   田應益   白祐榕   白尉廷   白連福   白斯霓   

白貴雲   石宏凱   石奇龍   石秋花   石浥雯   石雅惠   石蕙瑄   任宜萍   任惠蘭   伍秀金   

伍彩雲   印立華   宇加凰   安淑美   朱乙心   朱丹如   朱玉珍   朱品澄   朱映蓉   朱耿陞   

朱鈞鍇   朱鈺凡   江心怡   江辰陽   江佳玲   江侑亮   江怡靜   江泳幟   江炙旂   江青樹   

江俊杉   江春玲   江美雲   江若倩   江彩華   江淑芬   江淑柔   江雪妙   江碧梅   池柏勳   

牟克芬   牟素琴   何可安   何岍蓴   何育慧   何佳玲   何姍珊   何忠毅   何宣億   何宥妤   

何虹宜   何家慧   何淑玲   何淑美   何靚慧   何麗華   余子言   余秀萍   余秀雲   余佳倩   

余淑莉   利曉慧   吳月華   吳水青   吳永利   吳竹武   吳秀琴   吳亞君   吳佩真   吳佳芳   

吳佳慧   吳佳嬴   吳佳靜   吳奇芬   吳孟勳   吳孟諺   吳宗翰   吳宜芳   吳宜臻   吳岱容   

吳念真   吳念潔   吳怜箴   吳明昌   吳明莉   吳欣慧   吳玟慧   吳芸菁   吳金陵   吳俐緹   

吳奕儒   吳姿諭   吳宥芮   吳思瑜   吳政勳   吳春梅   吳盈臻   吳秋瑾   吳苑韶   吳茂慶   

吳虹誼   吳修玲   吳晁銓   吳素玫   吳草雲   吳偉程   吳偉誠   吳婉瑜   吳淑雯   吳淑鳳   

吳清水   吳翊萍   吳莉薐   吳雪如   吳惠玲   吳斐婷   吳晴茹   吳渲籴隹   吳舒婷   吳菁華   

吳菱億   吳貽瑄   吳雯雯   吳敬偉   吳瑞騰   吳靖芬   吳靖淳   吳嘉恩   吳瑭容   吳甄婷   

吳靜玫   吳瓊蓉   吳麗貞   吳麗娟   吳儷嬅   呂文靜   呂志遠   呂杏妹   呂佩蓉   呂佳益   

呂佳穎   呂其恩   呂怡萱   呂林碧   呂欣怡   呂芷婷   呂芸嘉   呂芸蓁   呂冠嫻   呂庭儀   

呂桂琴   呂菲蓉   呂雅雯   呂瑞玉   呂璦彤   宋珊妮   宋雅琪   宋瑋芸   宋駿澄   宋謦妤   

巫侑蓉   巫采穎   李一秀   李小萍   李天寶   李方琪   李玉清   李玉鳳   李光宇   李如玉   

李秀琴   李秀燕   李育芳   李育嬋   李亞薇   李佩樺   李佳倩   李佳凝   李佳臻   李侑城   

李叔錞   李孟棻   李孟儒   李宛如   李宛芸   李宛容   李宜玹   李宜潔   李宜璇   李念臻   

李怡霈   李怡靜   李明孺   李易霖   李欣怡   李欣樺   李玟靚   李芮蓁   李金英   李金發   

李青慧   李俞嫺   李冠瑾   李冠緯   李姮儀   李姿瑩   李宥臻   李彥蓉   李思穎   李政德

凃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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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華   李秋燕   李紅美   李美侖   李美玲   李美麗   李香玲   李家佳   李家翔   李家儀   

李家瑩   李珮渝   李純純   李純媚   李素鶯   李國宏   李國華   李婉怡   李婍甄   李淑慧   

李勝輝   李惠珍   李惠紜   李惠媖   李惠菁   李惠鈴   李惠靜   李菀萍   李萍鈴   李詠嫻   

李逸琳   李稘錄   李銘章   李銘聰   李慧珍   李慧萍   李慶舲   李曉君   李蕙穎   李靜宜   

李鍵利   李豐麟   李麗妙   李麗淑   杜宜欣   杜麗麗   沈玉如   沈玉瓊   沈孟萱   沈怡孜   

沈雨樺   沈美君   沈羚葳   沈婷婷   辛品樺   辛淑惠   阮氏娟   阮俊柘   阮虹翠   阮瀞瑩   

卓佳旻   卓彩雪   卓晴瀅   周又琳   周于萱   周千庭   周尹薰   周永騰   周宇杰   周羽文   

周佟文   周妙玲   周忠毅   周旻勳   周金霏   周俊宏   周秋岑   周紜馨   周素芳   周婉琪   

周淑慧   周逸玲   周榆婷   周義雄   周嘉俊   周嘉薇   周碧娥   周慧真   周蕙蘋   周豫宣   

岳貴林   幸彩蓮   拉斐爾   易君霓   易建宇   林千楓   林子容   林子翎   林子微   林小君   

林文芃   林文達   林木陽   林世忠   林巧婕   林正義   林玉分   林玉芳   林玉華   林全孝   

林聿邦   林君儫   林宏昇   林彤彤   林志成   林沂學   林秀芬   林秀美   林秀虹   林秀秦   

林秀惠   林秀寶   林育玫   林育菱   林佩瑜   林佩蓉   林佩蓉   林佩鋅   林佳音   林佳瑩   

林依芸   林姎馠   林孟琪   林宛儀   林宛嫻   林宛臻   林宛靜   林宜慧   林宜臻   林宜靜   

林怡伶   林怡君   林怡妏   林怡華   林怡慧   林昀芝   林昀瑩   林明松   林昕而   林欣怡   

林治瑋   林玟君   林玫君   林芝帆   林芮鈺   林芯卉   林芳如   林芳吟   林芷伶   林采萱   

林青樺   林亮惠   林俊智   林則語   林品君   林奕汶   林姝如   林宥佳   林映君   林春福   

林柔均   林珊合   林盈真   林秋惠   林秋蓮   林秋燕   林秋燕   林美均   林美婷   林美貴   

林羿綺   林致賢   林苡萱   林虹君   林貞妏   林郁芳   林韋妏   林哲緯   林庭妏   林挺偉   

林時吟   林書鳴   林珮薰   林祐琛   林素伶   林素菲   林素雲   林素蓮   林軒羽   林婉玲   

林婉靖   林婉蓁   林淑玲   林淑美   林淑英   林淑娟   林淑敏   林淑媛   林淑惠   林淑惠   

林淑綿   林莉庭   林凱苓   林惠茹   林智慧   林琬惠   林紫欣   林菲右   林詠慈   林逸翎   

林雅芬   林雅玲   林雅苓   林黃停   林愛蓮   林楷為   林歆亞   林滄榮   林瑞雲   林筱涵   

林詩凡   林鈴琇   林鈴瑛   林鈺雯   林嘉玲   林嘉惠   林嘉麒   林碧玉   林翠丹   林鳳茹   

林鳳儀   林嫺娜   林慧虹   林慧貞   林慧靜   林誼婷   林憲鴻   林曉宜   林燕妮   林蕙貞   

林蕙萍   林靜慧   林瓊萱   林麗君   林麗卿   林麗琴   林麗蓉   林寶發   林耀詰   武嘉玲   

邱乙甯   邱子凌   邱心怡   邱玉嬌   邱宇涵   邱秀鉁   邱佳怡   邱孟珊   邱宜芳   邱怡盈   

邱玥汨   邱相榤   邱美齡   邱苡禎   邱郁雯   邱振舜   邱敏蓮   邱淑貞   邱琇薇   邱萌崑   

邱雅君   邱雅玲   邱雅翎   邱雯仙   邱鉉皓   邱璿玲   邱瀞逸   邱鏡忠   邱馨儀   邱懿儒   

金秀香   侯如宴   侯金玉   侯麗美   侯瓔倢   俞呂津   俞雅文   姚佳君   姚品安   姜麗萱   

施江憲   施秀霞   施佳君   施佳馥   施宜禎   施冠名   施珈紋   施富洋   施紫瑩   施慧珊   

施麗欣   施懿芳   柯乃綺   柯玉玲   柯旻君   柯姵吟   柯姵辰   柯宣如   柯郁劼   柯晨芳   

柯淑君   柯凱文   柯詩婷   柯靖寧   洪上賀   洪子棋   洪月玲   洪世忠   洪玉娟   洪宇澤   

洪秀菁   洪依姿   洪宜君   洪怡玲   洪采儂   洪金梅   洪阿圓   洪冠齊   洪星鳳   洪美麗   

洪郁涵   洪悅綾   洪珮菁   洪偉城   洪婉庭   洪御慈   洪淑香   洪淑娟   洪靖淳   洪嘉伶   

洪嘉隆   洪薪惟   洪懷樸   洪麗貞   洪櫻月   洪顥瑋   紀美如   紀素幸   紀梅秋   胡仁忠   

胡珍維   胡美鄰   胡郁英   胡凱宣   胡雅欣   胡寶珍   胡馨文   范可欣   范光毅   范怡婷   

范容馨   范雅屏   范維娟   范馨予   夏美婷   夏睿翎   孫心怡   孫以夫   孫宜恬   孫思婷   

孫倩雯   孫雅婷   孫敬翔   孫儷蓁   徐中慧   徐玉青   徐宇萱   徐沛褕   徐孟君   徐孟蓁   

徐昕妤   徐昕瑀   徐保鵑   徐美玲   徐凰卿   徐國仁   徐湘怡   徐琦淵   徐碧蓮   徐碧檠   

徐蓮英   徐錦雪   徐藝芳   徐藝涵   徐懿恩   晁桂英   涂依凡   秦若宜   秦莉芬   秦惠恩   

翁素英   翁淑芬   翁雲琪   翁慈敏   翁誼庭   翁曉莉   翁樹玫   翁樹澍   翁寶琴   耿玲月   

袁娟香   袁惠香   馬泳承   馬家盛   馬菁徽   高于茹   高千惠   高永麗   高玉蘭   高沛瑄   

高秀卿   高孟呈   高孟庭   高金女   高美莉   高郁芬   高素羚   高婉甯   高婉榛   高康倫

高惠珠   高雅貞   高瑋君   高嘉篲   高碧聰   偕忍慧   康培萱   康雅嵐   康甄貴   張千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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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中燕   張仁輔   張心雅   張文琴   張文菁   張以昕   張卉媚   張玉華   張立言   張如婷   

張如蘭   張宇萱   張安雯   張㚬安   張均榕   張均憶   張妍絨   張廷瑋   張志豪   張秀娥   

張秀鳳   張秀慧   張育媚   張辰偵   張佩愉   張佩蘭   張卓人   張季稐   張怡子   張怡平   

張怡雯   張明雲   張芯語   張芷涵   張采怡   張金春   張雨樺   張宥慈   張政偉   張洧臻   

張盈琁   張秋月   張美女   張美儉   張郁婷   張原銘   張哲榮   張哲維   張家惠   張家旗   

張宸瑋   張庭秀   張庭萓   張益誠   張秭翎   張紋娟   張紋菁   張耘華   張軒圖   張彩麗   

張惇濰   張涵鈞   張淑玲   張淑玲   張淑敏   張淑婷   張淑惠   張淑惠   張淑慧   張凱翔   

張惠君   張惠娟   張惠雯   張惠瑜   張棠扉   張湘敏   張琬汝   張童喻   張貽欽   張閔鈞   

張雅婷   張雅婷   張雅嵐   張雅惠   張雅琪   張雅慈   張雅儒   張毓君   張瑋陵   張瑋婷   

張瑜心   張瑞芬   張瑞標   張綉雪   張詢佩   張嘉俞   張嘉恬   張嘉真   張嘉祐   張榳媗   

張維容   張鳳喜   張慧文   張慧嬋   張穎正   張錦鸞   張薇君   張謹讌   張瀚云   張瓊之   

張蘇類   張馨薇   曹心沛   曹盈楹   曹美惠   曹淑婷   曹麗玲   梁仁澤   梁美玲   梁美麗   

梁晏芳   梁桂蘭   梁雅如   梁熙畇   梁語軒   梁鳳鈺   梁麗月   粘育錚   莊千慧   莊立丞   

莊孜涵   莊育書   莊金純   莊婉琳   莊涵津   莊淑貞   莊淑莉   莊清琇   莊善美   莊惠雅   

莊欽旭   莊雯琳   莊雯瑜   莊甄珮   莊碧珠   莊慧琳   莊蔓妮   莊爵睿   莊禮綺   莊麗雲   

許文雅   許世緯   許巧言   許玉慧   許玉螢   許立穎   許如茵   許伯丞   許忻瑜   許秀如   

許秀華   許秀樺   許育華   許育靜   許坤煌   許欣蕙   許芳菁   許美蓮   許倢聆   許庭語   

許恩菖   許素羚   許高賢   許彩麗   許敏慧   許淑華   許莘瑤   許喬宣   許富美   許富美   

許惠淳   許惠雯   許惠雯   許賀傑   許雅苓   許雅茹   許雅淳   許雅媜   許雯婷   許毓芳   

許瑋玲   許嫚容   許碧惠   許翠分   許翠芬   許德馨   許蕙貞   許瓊敏   許麗芳   連尹瑄   

連姵怡   連韋婷   郭乃溶   郭乃鳳   郭三井   郭永霞   郭玉芳   郭佩青   郭佩儒   郭依念   

郭坤福   郭怡伶   郭怡青   郭欣慈   郭玟伶   郭玟彣   郭芳妤   郭金寶   郭姿吟   郭彥伶   

郭洳坊   郭美惠   郭貞秀   郭頁彤   郭庭羽   郭庭豪   郭珮菁   郭素真   郭富琪   郭雅婷   

郭碧真   郭碧真   郭碧惠   郭蓁臻   郭錦雪   郭靜慈   郭麗足   郭寶秀   郭馨禧   陳  渘   

陳乃嘉   陳又慈   陳之賢   陳天壽   陳文琪   陳文德   陳卉妤   陳可穎   陳巧玲   陳巧穎   

陳幼芬   陳正義   陳永沛   陳永婕   陳玉佳   陳玉卿   陳玉卿   陳玉脒   陳玉翎   陳如慧   

陳戎怡   陳百合   陳伶涵   陳佐菁   陳佑禎   陳君蜜   陳妍廷   陳妍愷   陳妙旻   陳妤欣   

陳宏任   陳宏賓   陳志彰   陳志鴻   陳秀月   陳秀玲   陳秀英   陳秀卿   陳秀娟   陳秀瑛   

陳芃沁   陳佩怡   陳佳君   陳佳佳   陳佳瑛   陳依伶   陳劼立   陳姍妮   陳孟妍   陳宜嫻   

陳念雯   陳怜怜   陳怡安   陳怡伶   陳怡君   陳怡君   陳怡秀   陳怡欣   陳怡珺   陳怡萍   

陳怡寧   陳怡靜   陳旻凌   陳明修   陳明珠   陳明誌   陳明慧   陳昕言   陳欣怡   陳欣怡   

陳玟伶   陳玟君   陳芷榆   陳芸立   陳芹儀   陳雨婕   陳亭如   陳亭安   陳俐敏   陳俐雯   

陳俐蓉   陳俞廷   陳信嘉   陳品妏   陳品萱   陳品誠   陳品蓁   陳品蓁   陳品諭   陳奕盈   

陳奕蒨   陳姵汝   陳姿尹   陳姿羽   陳姿婷   陳姿萱   陳宣玟   陳宥丞   陳宥希   陳建宏   

陳建國   陳彥伶   陳彥綺   陳思陵   陳思穎   陳昭萍   陳昱翔   陳柏宇   陳柏安   陳柏蓉   

陳柳卉   陳炳碩   陳玲玲   陳盈如   陳盈如   陳盈筑   陳盈萍   陳盈潔   陳眉芹   陳秋梅   

陳美而   陳美伶   陳美吟   陳美羚   陳美雪   陳美雲   陳美蓉   陳美璇   陳苡真   陳若菁   

陳虹雅   陳郁方   陳郁涵   陳郁婷   陳韋成   陳香君   陳香吟   陳夏媚   陳晏禎   陳晏潔   

陳書晨   陳桂珠   陳泰翔   陳珮青   陳素如   陳素幸   陳素秋   陳健明   陳婉萱   陳崇欽   

陳梅娥   陳涵薇   陳淑文   陳淑芬   陳淑芬   陳淑美   陳淑英   陳淑卿   陳淑媛   陳淑惠   

陳淑榆   陳淨玉   陳莞純   陳雪惠   陳惠如   陳惠君   陳惠玲   陳惠卿   陳惠鶯   陳智鈞   

陳渼侖   陳湘君   陳湘婷   陳琪玫   陳琪樺   陳琬瑜   陳紫涵   陳雅君   陳雅真   陳雅清   

陳雅琴   陳雅萍   陳雅雯   陳雅歆   陳雅滇   陳勤鈺   陳愛文   陳毓華   陳瑜真   陳筱筑   

陳筱韻   陳聖芳   陳詩穎   陳鈺玲   陳鈺雯   陳靖羽   陳靖綸   陳嘉豪   陳碧麗   陳維心   

陳維益   陳綵柔   陳翠芳   陳翠純   陳語婕   陳鳳芬   陳慧如   陳慧妮   陳慧玲   陳慧娟   

秝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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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敏   陳慧慈   陳毅閔   陳翬碩   陳憲彰   陳蕙月   陳諭霈   陳靜枝   陳靜芬   陳薇如   

陳薇屹   陳薇喬   陳雙玫   陳瓊蓉   陳藝方   陳贊之   陳麒蓁   陳麗虹   陳嚴秀   陳寶雲   

陸秋蘭   麥芫禎   傅巧綸   傅妍菲   傅俊傑   傅菊英   單雯華   彭永康   彭玉燕   彭戎綜   

彭秀貞   彭芊媛   彭宗珣   彭怡旋   彭芷亭   彭致偉   彭茜榆   彭婕瑜   彭喬稜   彭惠勤   

彭雅慧   彭瑞羚   彭銘儀   彭瑩蓁   曾子晏   曾文姸   曾永欽   曾玉蓮   曾秀菁   曾佩雯   

曾怡菁   曾怡寧   曾姵婷   曾昱瑾   曾柏俞   曾美雪   曾國馨   曾晨宇   曾淑芳   曾淑珍   

曾淑美   曾祥珮   曾惠茹   曾琬雯   曾絲淇   曾絲潔   曾逸軒   曾雯莉   曾祺絢   曾筱薇   

曾鈺涵   曾鈺婷   曾語蘋   曾麗霞   温小燕   温蕙鈺   游于葇   游美怡   游婕妤   游傑隆   

游婷淇   游智伃   游瑞福   游經翔   游經緯   游靜宜   游曛如   焦忠良   程琬綾   程韻潔   

童翌倩   童嘉瑩   絲卉婕   華月嬌   辜美惠   馮尹美   黃于珊   黃凡倩   黃士杰   黃子娟   

黃子宸   黃子菲   黃小玲   黃小真   黃之柔   黃云筠   黃心慈   黃文維   黃玉芬   黃玉美   

黃玉真   黃玉瑩   黃仲葳   黃志中   黃志華   黃秀芬   黃秀盆   黃秀戀   黃佳怡   黃佳雯   

黃佳瑜   黃佳瑩   黃依婷   黃宛儀   黃宜羚   黃念醇   黃怡婕   黃怡婷   黃怡婷   黃怡嘉   

黃怡綺   黃怡潔   黃怡燕   黃昇民   黃明發   黃芷羚   黃金花   黃金鈴   黃冠嘉   黃姵婷   

黃思恩   黃思淳   黃盈惠   黃秋璇   黃美如   黃美容   黃貞瑋   黃貞甄   黃郁茵   黃郁翔   

黃郁馨   黃香慈   黃香箐   黃倖玉   黃倩怡   黃家育   黃家慧   黃家驥   黃庭輝   黃烈堂   

黃珮君   黃珮婕   黃素蓉   黃啟煬   黃彗珊   黃彩珍   黃彩虹   黃敏芬   黃淑真   黃淑粉   

黃淑惠   黃琇齡   黃莉雅   黃雪瓊   黃富昇   黃惠敏   黃惠菁   黃惠雅   黃琦雯   黃琳鈺   

黃程鈴   黃舒媁   黃菀青   黃逸萱   黃雅莉   黃雅嵐   黃雅琦   黃雅琳   黃雅鈴   黃微欣   

黃意林   黃暄懿   黃榆婷   黃歆蓉   黃毓嫻   黃瑞君   黃瑞美   黃睦倫   黃詩婷   黃詩婷   

黃鈴雅   黃鈺樺   黃靖淳   黃榮裕   黃碧珍   黃慧美   黃霈汝   黃靜文   黃靜香   黃濬洋   

黃薇芹   黃瓊子   黃瓊真   黃瓊慧   黃瓊慧   黃瓊慧   黃疆財   黃麗美   黃麗卿   黃曦箴   

黃耀德   黃馨平   黃騰賢   黃譽綜   黃懿玉   楊于昌   楊千儀   楊元泰   楊羽甯   楊君怡   

楊妍綸   楊秀美   楊秀賢   楊佩容   楊孟璇   楊欣樺   楊秉儒   楊金雀   楊彥男   楊政瑾   

楊美惠   楊苗姫   楊家蓁   楊庭妘   楊庭蕙   楊晏維   楊素容   楊國翔   楊彩玉   楊彩紜   

楊涵如   楊淇鈺   楊淑貞   楊淑敏   楊淳如   楊連進   楊凱翔   楊喬喻   楊景雯   楊筑晴   

楊舒棋   楊詠竹   楊雅喻   楊雅婷   楊雅萍   楊雅雯   楊德彰   楊慶芳   楊曉雯   楊麗紅   

楊麗雲   溫宜菁   萬宜謙   萬玫君   葉乃嘉   葉子芳   葉文婷   葉伊婷   葉衣蘋   葉宜家   

葉怡伶   葉怡婷   葉明羽   葉玟君   葉姿言   葉春良   葉柏宏   葉美真   葉家芝   葉家瑜   

葉啓仁   葉敏君   葉富德   葉嘉彬   葉曉蔓   葉靜芬   葛佳怡   董雨柔   董振華   解鈞翔   

詹玉如   詹佳琦   詹宛庭   詹俐柔   詹秋子   詹家榛   詹素華   詹素雲   詹淑櫻   詹惠萍   

詹筑華   詹絜琁   詹榮崧   詹曜瑞   鄒岳廷   鄒禎祥   鄒燕淑   鄔幸毓   雷祝華   雷雅雯   

廖千惠   廖千惠   廖妍蓁   廖佳姿   廖宗業   廖怡樺   廖昌祈   廖玥寧   廖建達   廖春銀   

廖郁玲   廖庭立   廖桂香   廖珮玫   廖純瑜   廖唯甯   廖彗如   廖彩芯   廖敏賀   廖淑娟   

廖淑茹   廖翌嵐   廖紫昀   廖萍怡   廖雅函   廖雅蘭   廖鳳英   廖慧玲   廖曉珊   廖顯崇   

熊偉伶   臧芮軒   蒲月鳳   趙子修   趙妘慈   趙怡瑄   趙承宇   趙奕瑄   趙美惠   趙美袺   

趙郁甄   趙靜如   劉又中   劉又華   劉子瑄   劉子維   劉小羣   劉月雲   劉玉貞   劉玉珠   

劉亦筑   劉羽芯   劉宏益   劉秀美   劉秀穎   劉育峯   劉佩芬   劉奇欣   劉岱宜   劉怡君   

劉怡君   劉明華   劉芳琳   劉采軒   劉信宏   劉冠廷   劉建宏   劉彥佑   劉春園   劉珍萱   

劉秋月   劉美苓   劉致瑩   劉英燕   劉韋煊   劉香君   劉家誠   劉庭瑄   劉恩伶   劉基宏   

劉婉君   劉淑芳   劉博豪   劉喬瑜   劉嵐寧   劉雅琳   劉雲蘭   劉瑞蓉   劉靖暄   劉嘉貞   

劉碧媚   劉慧貞   劉賢章   劉學怡   劉曉芸   劉曉蓓   劉螢妤   劉馥嫚   劉懷襄   劉馨舒   

劉瓔珠   劉豔琪   歐汝娸   歐念宜   潘志晃   潘育苹   潘念宜   潘昕琪   潘芝詠   潘芯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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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俊宏   潘姸欣   潘思蒓   潘星宇   潘美娥   潘美儒   潘美樺   潘羿蓁   潘羿潔   潘淑芬   

潘祥維   潘渝華   潘瑋妮   潘瑋婷   潘瑞儀   潘睿滈   潘慧珊   潘輝池   潘麗妃   蔡沛耕

蔡育諭   蔡佩君   蔡佩怡   蔡佩書   蔡佳芳   蔡佳玲   蔡佳雯   蔡佳勳   蔡佳穎   蔡坤呈   

蔡宗賢   蔡宜君   蔡宜玲   蔡尚杰   蔡尚哲   蔡岫芸   蔡岱儒   蔡忠佑   蔡承憲   蔡旻娟   

蔡旼靜   蔡明依   蔡東霖   蔡芷閒   蔡金楣   蔡青育   蔡彥安   蔡昭羿   蔡家瑋   蔡素秋   

蔡豈億   蔡國成   蔡婉萍   蔡淑妃   蔡淑佩   蔡淑芬   蔡淑卿   蔡琇雯   蔡勝皇   蔡喬安   

蔡惠君   蔡湘芸   蔡筑茵   蔡慈娥   蔡瑞珠   蔡裴雯   蔡儀王巽   蔡慧汶   蔡瑩穎   蔡錦來   

蔡繡宇   蔡馥謙   蔡麗貞   蔡麗卿   蔡麗娟   蔡嚴麟   鄧羽翔   鄧佩鈴   鄧明霞   鄧倩宜   

鄧國志   鄧淑惠   鄧懿德   鄭元惠   鄭文錡   鄭方合   鄭玉秀   鄭伊孜   鄭伊臻   鄭名惠   

鄭均璉   鄭沛嫺   鄭佩君   鄭孟月   鄭美枝   鄭苑伶   鄭郁璇   鄭哲旻   鄭庭羽   鄭桂菊   

鄭婉如   鄭淑靈   鄭盛田   鄭凱紋   鄭博信   鄭富璁   鄭湘婷   鄭皓文   鄭詠勻   鄭雅如   

鄭雅貞   鄭鈺蓁   鄭語涵   黎嘉紋   盧佳珏   盧依婕   盧思婷   盧美君   盧容筱   盧桂妹   

盧甄珏   盧靜慧   盧璽安   蕭伊汶   蕭百芬   蕭羽伶   蕭志傑   蕭侑芳   蕭怡櫻   蕭玲玲   

蕭家惠   蕭婉君   蕭凱擇   蕭甯勻   蕭雅文   蕭雅禎   蕭碧真   蕭鳳秋   賴文玲   賴妙綾   

賴志銘   賴秀伶   賴秀鈴   賴秀鳳   賴佳伶   賴宜婕   賴怡玲   賴明玉   賴明郁   賴采汶   

賴亭妤   賴冠倫   賴春美   賴美滿   賴苡禎   賴素子   賴敏芳   賴淑芬   賴淑惠   賴淑惠   

賴勝吉   賴意昇   錢美雲   錢莉葳   戴可晴   戴家騫   戴誌榕   薛秀珠   薛惠芳   薛琦瀚   

謝中胤   謝文琦   謝月嬌   謝仲勉   謝君彥   謝妤瑄   謝育玲   謝佩伽   謝佩芫   謝佩芸   

謝佩娟   謝佩潔   謝佩璆   謝佳芬   謝宗霖   謝宜倩   謝宜蓁   謝幸娟   謝欣恬   謝秉勳   

謝貞玉   謝淑君   謝喬安   謝婷芳   謝媓玫   謝惠如   謝湧丞   謝雅婷   謝瑞進   謝蔚琴   

謝誼招   謝霈雅   謝靜芬   謝靜綸   謝麗玉   謝蘋俐   鍾巧妤   鍾佩余   鍾佳惠   鍾宜芬   

鍾宜娟   鍾欣翰   鍾采彣   鍾雨涵   鍾美珠   鍾筱薇   韓雯慧   簡文妍   簡妙慧   簡秀純   

簡國峯   簡彩玉   簡淑珍   簡紹宸   簡惠茹   簡雅君   簡薇庭   藍千惠   藍玉芬   闕凰珠   

顏功華   顏怡珊   顏喬萱   顏惠蘭   顏嘉鼐   魏孝龍   魏秀蘭   魏慧鴻   魏曉萍   魏鴻榆   

龎汶靜   羅小玲   羅文君   羅方蔆   羅玉釩   羅仰宏   羅依嵐   羅思穎   羅苑碧   羅英綺   

羅嘉宜   羅碧霞   羅學芳   譚靖蓉   龐丹硯   嚴秋琴   嚴雅萍   嚴綵畛   嚴麗君   嚴麗英   

蘇小婷   蘇中美   蘇文屏   蘇玉佩   蘇妍安   蘇秀霞   蘇育緯   蘇延生   蘇秋陵   蘇秋萍   

蘇珮文   蘇景筳   蘇琴硯   蘇雅虹   蘇雅惠   蘇詩雯   蘇鈴婷   蘇碧涵   蘇碧霞   蘇慧玲   

蘇瑩原   蘇曉寧   蘇樹美   蘇臻荺   蘇瓊麗   蘇麗卿   鐘云汝   鐘玉華   鐘秀環   顧宇沛   

顧君瑤   龔玉華 王蕭淳淇 向楊綿花 曲張淑賢 朱張春蘭 李劉運香 周陳碼老 邱程美雲 姚李美蘭   

洪王麗雪 張石秀綿 張陳秀靜 張簡伊琇 郭陳玉嬌 陳江瓊枝 陳李玉蘭 陳林月霞 陳蔡素貞 曾饒秀珍   

温丁長葆 黃葉玉珠 黃劉玉盞 劉王玉珠 劉張連珠 蔡蘇秀珠 盧廖惠心 蕭王月娥 蕭李富美 蕭黃美珠   

賴邱麗華 謝陳雲蘭 鍾曾金英 舒米恩.魯碧  Comel Donalin Bau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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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V 我的健康保養策略
ZOOM線上直播

12:00-13:00

植物精油小百科(上)
 線上課程 
10:00~23:59

植物精油小百科(下)
 線上課程 
10:00~23:59

精油肌膚保養系列
 線上課程

10:00~23:59

LLV 我的健康保養策略
 線上課程

10:00~23:59

LRP設定截止日

業績結算日

國慶假期
營業大廳與客服專線暫停服務

2021國際精油研討會暨台灣年會(需購票)

三合一體系
痠痛管理與體重管理篇

(台中/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新人特訓

(台中/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專題講座

(台中/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天龍八部第七部

細胞律動
(台中/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天龍八部第七部

細胞律動
(高雄/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天龍八部第七部

細胞律動
(台南/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專題講座

(高雄/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專題講座

(台南/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新人特訓

(高雄/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新人特訓

(台南/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痠痛管理與體重管理篇

(高雄/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痠痛管理與體重管理篇

(台南/體系自辦)
19:30~21:00

各區營業大廳營業時間
台北/台中/高雄

16:00~20:30
台南

16:00~19:30

三合一體系
現代精油居家保健篇
(台北/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天龍八部第七部

細胞律動
(台北/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新人特訓

(台北/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痠痛管理與體重管理篇

(台北/體系自辦)
19:30~21:00

表揚歡慶 線上直播
17:30-20:00

研討會 線上直播
09:30-16:00

LRP與獎勵制度
線上課程｜首播
   14:00~15:00

LRP與獎勵制度
線上課程｜回看影片

10/16 (六)10:00~
10/17(日) 23:59

October10月

多特瑞台灣事業FB 多特瑞台灣官網 多特瑞官方LINE

客服專線：(04) 2210-7105     多特瑞台灣官網：www.doterra.com.tw 

北中高 / 週一至週五 12:30~20:30  
 週六 10:00~14:00

台    南 / 週一二四五 12:00~19:30  
 週六 10:00~14:00

營
業
時
間

※ 多特瑞公司活動（因疫情因素，實際上課內容以公司公告為主）。 

※ 三合一行動能量體系活動 （因疫情因素，三合一行動能量體系的課程活動，

 請詳見三合一體系的Line群組公告） 

※ 課程詳情及地址，請見 dōTERRA 美商多特瑞快訊的課程訊息內容，團隊課

 程內容依團隊公告為主。

本刊物使用「大豆油墨印刷」，

環保無污染無毒性，不會造成環

境負擔。愛惜地球，我們一起！

台中總公司  40758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201號22樓

台北精油生活館  10551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88號8樓之3

高雄精油生活館  80660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60號7樓

台南精油教室 
暨提貨中心 70051 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一段189號2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