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序號 新人1姓名 新人2姓名 中籤序號 報名單位

141003 賴○政 方○怡 1 泰山戶政事務所/本所

022009 陳○暘 陳○詩 2 三重戶政事務所/溪美辦事處

151003 邱○川 鄭○庭 3 林口戶政事務所/本所

021007 林○介 林○雯 4 三重戶政事務所/本所

141004 郭○廷 楊○榛 5 泰山戶政事務所/本所

011011 許○舵 林○真 6 板橋戶政事務所/本所

011008 王○捷 廖○琳 7 板橋戶政事務所/本所

201008 丁○德 吳○賢 8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戶政科

201004 黎○恩 爐○如 9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戶政科

131001 韓○昂 曾○宸 10 蘆洲戶政事務所/本所

031007 莊○翔 柯○汝 11 中和戶政事務所/本所

131007 吳○晏 張○雯 12 蘆洲戶政事務所/本所

101001 王○政 許○琬 13 淡水戶政事務所/本所

161006 李○華 陳○妍 14 新店戶政事務所/本所

033003 龔○銘 林○如 15 中和戶政事務所/民享辦事處

162002 林○威 楊○涵 16 新店戶政事務所/安康辦事處

151004 溫○威 李○ 17 林口戶政事務所/本所

111002 高○憲 鄭○蓉 18 汐止戶政事務所/本所

052001 蔡○港 甘○芬 19 新莊戶政事務所/福營辦事處

201014 黃○祿 魏○洋 20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戶政科

121007 陳○利 林○文 21 土城戶政事務所/本所

172002 蕭○東 張○柔 22 五股戶政事務所/八里區所

021013 施○文 張○菱 23 三重戶政事務所/本所

091001 楊○勝 劉○佳 24 鶯歌戶政事務所/本所

071010 林○華 陳○玲 25 三峽戶政事務所/本所

071002 蘇○嘉 鄭○婷 26 三峽戶政事務所/本所

101006 蔡○儒 陳○漪 27 淡水戶政事務所/本所

021001 江○宏 楊○如 28 三重戶政事務所/本所

151005 李○欣 徐○婷 29 林口戶政事務所/本所

012001 張○ 廖○音 30 板橋戶政事務所/海山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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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04 高○勝 林○慧 31 三重戶政事務所/本所

011001 林○良 張○玲 32 板橋戶政事務所/本所

021014 曹○宇 吳○萱 33 三重戶政事務所/本所

161009 郭○瑋 邱○蓁 34 新店戶政事務所/本所

021010 沈○陞 葉○彤 35 三重戶政事務所/本所

011006 徐○宏 陳○婷 36 板橋戶政事務所/本所

121001 鄭○誠 曾○娟 37 土城戶政事務所/本所

201001 周○威 陳○樺 38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戶政科

111006 劉○緯 吳○穎 39 汐止戶政事務所/本所

091002 陳○霖 謝○嬪 40 鶯歌戶政事務所/本所

131002 洪○璋 林○倫 41 蘆洲戶政事務所/本所

051011 沈○辰 余○穎 42 新莊戶政事務所/本所

011002 洪○楠 蕭○枝 43 板橋戶政事務所/本所

131008 楊○偉 黃○婷 44 蘆洲戶政事務所/本所

101007 黃○維 王○郁 45 淡水戶政事務所/本所

162003 李○聰 黃○芸 46 新店戶政事務所/安康辦事處

171003 林○安 林○芳 47 五股戶政事務所/本所

201011 楊○翰 許○云 48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戶政科

051013 洪○舜 許○翎 49 新莊戶政事務所/本所

041003 劉○鴻 歐○蓁 50 永和戶政事務所/本所

022006 丁○勝 繆○如 51 三重戶政事務所/溪美辦事處

201016 黃○輝 倪○伶 52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戶政科

161002 曾○偉 張○婕 53 新店戶政事務所/本所

141002 王○麒 陳○均 54 泰山戶政事務所/本所

121004 林○峰 黃○淳 55 土城戶政事務所/本所

012003 童○杰 張○宜 56 板橋戶政事務所/海山辦事處

033006 陳○勳 陳○琪 57 中和戶政事務所/民享辦事處

121008 陳○逸 黃○惠 58 土城戶政事務所/本所

201012 陳○村 楊○婷 59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戶政科

121002 黃○弘 褚○萌 60 土城戶政事務所/本所

131004 陳○州 林○潔 61 蘆洲戶政事務所/本所

201006 黃○福 李○芳 62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戶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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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1 林○融 陳○如 63 新店戶政事務所/本所

201007 王○樟 葉○萱 64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戶政科

051019 張○杰 楊○薇 65 新莊戶政事務所/本所

161001 王○民 吳○倫 66 新店戶政事務所/本所

033004 俞○驊 林○郁 67 中和戶政事務所/民享辦事處

131006 吳○然 陳○潔 68 蘆洲戶政事務所/本所

032003 何○昆 蔡○臻 69 中和戶政事務所/員山辦事處

171002 簡○輝 許○芮 70 五股戶政事務所/本所

051008 林○毅 陳○憶 71 新莊戶政事務所/本所

011004 黃○誠 戴○吟 72 板橋戶政事務所/本所

012004 袁○宏 林○琪 73 板橋戶政事務所/海山辦事處

182001 謝○澄 江○萍 74 瑞芳戶政事務所/平溪區所

151002 黃○豪 林○君 75 林口戶政事務所/本所

061005 連○傑 江○潔 76 樹林戶政事務所/本所

041006 林○樺 沈○廷 77 永和戶政事務所/本所

111004 林○霖 鄧○云 78 汐止戶政事務所/本所

041001 彭○文 周○誼 79 永和戶政事務所/本所

201002 施○成 劉○蓉 80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戶政科

101003 王○昇 陳○昀 81 淡水戶政事務所/本所

051014 王○安 劉○慈 82 新莊戶政事務所/本所

071003 陳○葵 黃○玫 83 三峽戶政事務所/本所

051017 宇○寰 陳○樺 84 新莊戶政事務所/本所

051006 李○億 余○瑩 85 新莊戶政事務所/本所

071001 李○勛 林○評 86 三峽戶政事務所/本所

171004 周○閎 涂○真 87 五股戶政事務所/本所

031008 吳○璋 謝○溱 88 中和戶政事務所/本所

033001 連○豪 吳○珂 89 中和戶政事務所/民享辦事處

021008 汪○翔 王○方 90 三重戶政事務所/本所

193001 何○德 陳○卉 91 金山戶政事務所/三芝區所

021011 蔡○霖 譚○良 92 三重戶政事務所/本所

033005 沈○家 林○臻 93 中和戶政事務所/民享辦事處

071009 黃○瑄 陳○帆 94 三峽戶政事務所/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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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03 侯○至 吳○薇 95 蘆洲戶政事務所/本所

033002 劉○澤 鄭○穗 96 中和戶政事務所/民享辦事處

121005 陳○志 張○方 97 土城戶政事務所/本所

051004 李○興 于○君 98 新莊戶政事務所/本所

071007 賴○威 石○雯 99 三峽戶政事務所/本所

022008 陳○宇 林○儒 100 三重戶政事務所/溪美辦事處

報名序號 新人1姓名 新人2姓名 中籤序號 報名單位

121003 潘○鈞 李○陵 1 土城戶政事務所/本所

181002 江○健 潘○妤 2 瑞芳戶政事務所/本所

071008 梁○豪 黃○嘉 3 三峽戶政事務所/本所

011010 松○安 湯○純 4 板橋戶政事務所/本所

171001 吳○豪 陳○倫 5 五股戶政事務所/本所

071004 周○裕 張○婷 6 三峽戶政事務所/本所

161013 洪○亭 范○欣 7 新店戶政事務所/本所

022001 許○俊 陳○琪 8 三重戶政事務所/溪美辦事處

051016 洪○澈 連○惠 9 新莊戶政事務所/本所

201005 陳○峯 黃○萍 10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戶政科

051007 莊○宇 蕭○琍 11 新莊戶政事務所/本所

061003 張○翔 陳○雯 12 樹林戶政事務所/本所

012008 蘇○皓 洪○凰 13 板橋戶政事務所/海山辦事處

161010 官○毅 張○慈 14 新店戶政事務所/本所

131005 許○磬 林○萱 15 蘆洲戶政事務所/本所

141001 吳○廷 郭○如 16 泰山戶政事務所/本所

022005 黎○華 吳○逸 17 三重戶政事務所/溪美辦事處

021006 陳○軒 曾○婷 18 三重戶政事務所/本所

032001 林○立 鐘○智 19 中和戶政事務所/員山辦事處

091004 涂○信 盧○芬 20 鶯歌戶政事務所/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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