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屋序號 資格類別 收件序號 身分證號 姓　名
青(備)2966 一般青年 A11102B0057 J2****1055 莊O華

青(備)2967 一般青年 A11102B0046 G2****4518 林O芳

青(備)2968 一般青年 A11102B0034 F2****4168 翁O禪

青(備)2969 一般青年 A11102B0051 N2****6874 陳O蒨

青(備)2970 一般青年 A11102B0043 F2****2372 洪O琄

青(備)2971 一般青年 A11102B0018 F2****6135 盧O萍

青(備)2972 一般青年 A11102B0042 H2****8869 周O勤

青(備)2973 一般青年 A11102B0073 T2****8106 吳O樺

青(備)2974 一般青年 A11102B0009 F2****3584 蕭O

青(備)2975 一般青年 A11102B0056 F1****3057 許O耀

青(備)2976 一般青年 A11102B0050 A2****4771 李O蓉

青(備)2977 一般青年 A11102B0069 F2****8032 馬O均

青(備)2978 一般青年 A11102A0021 A1****6628 呂O暐

青(備)2979 一般青年 A11102B0041 F1****4298 鍾O霆

青(備)2980 一般青年 A11102B0029 F2****5455 謝O

青(備)2981 一般青年 A11102B0072 D1****1493 吳O豐

青(備)2982 一般青年 A11102B0013 F2****3538 呂O瑩

青(備)2983 一般青年 A11102B0068 E2****5306 林O伶

青(備)2984 一般青年 A11102B0033 F1****2978 林O為

青(備)2985 一般青年 A11102B0059 N2****8381 葉O琦

青(備)2986 一般青年 A11102B0021 F2****5328 林O潔

青(備)2987 一般青年 A11102B0003 M2****4707 賴O杏

青(備)2988 一般青年 A11102B0014 B2****3661 謝O蓉

青(備)2989 一般青年 A11102A0026 A1****7385 林O宇

青(備)2990 一般青年 A11102B0004 A2****6478 馮O琦

青(備)2991 一般青年 A11102A0023 F2****1242 林O娟

青(備)2992 一般青年 A11102B0031 H1****7282 陶O善

青(備)2993 一般青年 A11102B0040 A2****4833 劉O淳

青(備)2994 一般青年 A11102B0026 A2****7723 黃O瑄

青(備)2995 一般青年 A11102B0028 F1****6862 林O緯

青(備)2996 一般青年 A11102B0023 F2****3638 吳O潔

青(備)2997 一般青年 A11102B0025 W1****0708 許O瑄

青(備)2998 一般青年 A11102B0002 F2****4715 邱O儀

青(備)2999 一般青年 A11102B0030 A1****2159 劉O中

青(備)3000 一般青年 A11102B0052 F2****2854 楊O蘭

青(備)3001 一般青年 A11102B0039 P2****7864 蔡O英

青(備)3002 一般青年 A11102B0032 N2****2230 黃O惠

青(備)3003 一般青年 A11102B0035 T1****4403 鄧O平

青(備)3004 一般青年 A11102B0062 E1****7393 蔡O達

青(備)3005 一般青年 A11102B0020 F2****5337 林O君

青(備)3006 一般青年 A11102B0070 L1****3232 楊O宇

青(備)3007 一般青年 A11102B0054 R2****6657 陳O靜

青(備)3008 一般青年 A11102B0024 D2****7170 郭O含

青(備)3009 一般青年 A11102B0044 F2****2528 陳O如

選屋序號 資格類別 收件序號 身分證號 姓　名
青(備)3010 一般青年 A11102B0038 F1****9268 林O皓

青(備)3011 一般青年 A11102B0066 A1****6110 陸O邦

青(備)3012 一般青年 A11102B0007 H2****1959 陳O

青(備)3013 一般青年 A11102B0027 L1****9438 林O哲

青(備)3014 一般青年 A11102B0045 A2****5698 劉O凱

青(備)3015 一般青年 A11102B0011 H2****5895 翁O涵

青(備)3016 一般青年 A11102B0065 M1****1770 李O維

青(備)3017 一般青年 A11102B0053 E2****4468 黃O心

青(備)3018 一般青年 A11102B0061 S2****6046 侯O芊

青(備)3019 一般青年 A11102B0012 H1****0851 張O賢

青(備)3020 一般青年 A11102B0047 F2****1273 陳O予

青(備)3021 一般青年 A11102B0008 F1****9956 孫O威

青(備)3022 一般青年 A11102B0001 Q2****3257 田O妊

青(備)3023 一般青年 A11102B0016 F2****6733 吳O柔

青(備)3024 一般青年 A11102B0049 F2****6310 林O妤

青(備)3025 一般青年 A11102A0018 A2****1973 朱O慈

青(備)3026 一般青年 A11102B0063 E1****3191 蔡O庭

青(備)3027 一般青年 A11102B0019 H2****0069 呂O潔

青(備)3028 一般青年 A11102B0017 A2****6270 田O清

青(備)3029 一般青年 A11102B0015 N1****5542 謝O仲

青(備)3030 一般青年 A11102B0022 F1****4550 董O翔

青(備)3031 一般青年 A11102A0011 A1****2287 林O

青(備)3032 一般青年 A11102B0071 U1****4597 吳O翰

青(備)3033 一般青年 A11102B0037 A1****0756 陳O麟

青(備)3034 一般青年 A11102B0048 A1****3274 徐O杰

青(備)3035 一般青年 A11102B0055 F2****4861 黃O玲

青(備)3036 一般青年 A11102B0067 A1****9925 詹O嘉

青(備)3037 一般青年 A11102B0058 F2****2230 林O綺

青(備)3038 一般青年 A11102B0036 F2****9012 劉O菁

青(備)3039 一般青年 A11102B0060 R2****7261 葉O

青(備)3040 一般青年 A11102B0064 F1****9196 嚴O偉

青(備)3041 一般青年 A11102B0005 A2****5046 楊O婷

青(備)3042 一般青年 A11102B0006 F2****1383 鄭O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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