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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文 / 兒癌基金會執行長  陳博文

五月以來由於國內疫情暴發，影響原先排定的活動，但是兒童癌症基金會仍然持續

服務關懷癌症兒童。

3月 31 日由林東燦董事長及國民健康署代理署長賈淑麗共同舉辦『兒癌九大警徵』

聯合宣導，希望家長、老師注意『燒紅大腫痛、神視青白』症狀，達到早期發現的警覺。

5月 8 日由基金會主辦，在『台北市立動物園』及『台北市立動物園之友協會』的

協助下，以及 8個社會公益團體及病友團體，包括『台北市洪萬傳慈善基金會』、『臺

灣自然保育基金會』、『台灣癌症基金會』、『中華民國喜願協會』、『中華民國關懷

腦瘤兒童協會』、『中華民國骨肉癌關懷協會』、『視網膜母細胞瘤病友關懷團體』、『神

經母細胞瘤病友關懷協會』舉辦『送愛到兒癌』小勇士大冒險闖關健走益智活動。去年

因為疫情影響考量，不得不中斷持續 6年的活動，今年再度續辦，兒癌小勇士在最具生

命力的動物園，進行益智闖關、動物劇場、相聲表演的天馬行空，提早渡過今年的母親

節。

考量新冠疫情攀升，經濟大受打擊，我們在 6月 28 日推出『兒癌 COVID-19 防疫安

心補助』專案申請，提供因受疫情影響造成失業、減薪、無薪，致使生活困難的病童家庭，

給于每個月 1到 1.5 萬元的補助金，為期 3個月。

同時8月1日至9月24日是每年金絲帶小勇士獎助學金申請的期間，分為特殊才藝、

學業優良、奮發向上、金榜題名四大類，得獎名單將於 10 月公告於本會官網及 FB。

目前我們正在籌劃九月份的「兒童癌症關懷月」活動，進行金絲帶小勇士創意作文、

繪畫、標語設計、照片說故事徵選活動，所有的徵選項目都分成幼兒、國小、國中、高中、

大學組，有很豐富的獎金、獎品喔！

10 月到 12 月基金會將會籌辦金絲帶小勇士創作作品『彩繪生命』的巡迴畫展，屆

時會在高雄、台中、台北捷運站展出。

針對疫情如何照顧安定孩子的情緒，我們也請到謝玉蓮臨床心理師錄製『親職講

座』；北市特教資源中心的吳秋美老師錄製『癌童返校的適應與準備』。

我們長期關懷『小天使家庭』，也定期舉辦『病友家長園地』活動，協助癌童父母

療癒傷痛及哀傷輔導。

基金會除了延續以往提供『新個案關懷金』、『急難救助』、『義肢、義眼輔具』、『止

吐藥』、『維他命 A酸』、『白血球生長激素』、『皮膚局部麻醉 EMLA 乳膏』，以及

『喪葬費用』的補助外，去年我們更利用所撙節的善款提高對於兒癌童家庭的直接幫助。

在『經濟弱勢家庭生活補助』達 442.6 萬，較前年增加 15%。在『醫療費用及藥物費用補

助』達 1793 萬，較去年增加 7.7%。此外對於數筆『大金額高價藥物、非健保標靶藥』費

用的申請，我們也給予特例高額 50-100 萬的藥物費用補助。

今年我們又增加開放多項『非健保給付』的抗癌藥物、標靶藥物費用的補助，預估

會較去年增長 15-20%。

近期接獲捐款人反應，收到詐騙電話，在此基金會特別提醒所有捐款人，我們不會

在非服務時間致電給您，也不會要求變更捐款扣款方式、操作 ATM或網銀，以及提供銀

行、信用卡或金融卡資料等。

謹此特別呼籲，懇請社會善心人士，繼續支持兒癌讓我們一起來幫助所有治療中的

小勇士與家庭，在此也感謝辛苦的醫護人員，大家都全力以赴，對抗病魔，兒癌基金會

祝福大家心想事成！

捐款管道：捐款管道：

郵局劃撥帳號		0568288905682889

銀行匯款 /ATM		富邦富邦（012）（012）500210966415500210966415

信用卡捐款

超商機台	（7-11 的 ibon 捐款；OK	GO 機台捐款）（7-11 的 ibon 捐款；OK	GO 機台捐款）

電子發票愛心碼		8888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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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詐騙聲明

近日詐騙猖獗，請小心求證！ 

兒童癌症基金會在此特別提醒所有捐款人，本會不會在非服務時間致電給

您，更不會要求變更捐款扣款方式、操作 ATM 或網銀，這一定是詐騙！

若您有接到可疑電話請立即掛斷，並撥打警政署 165 反詐騙專線。

另提供給您詐騙集團常用腳本，請小心防範。

1. 假冒機構

詐騙集團利用民眾善心假冒非營利組織工作人員，會先跟您核對捐款者資訊，說明因捐款系統出錯而您的捐

款變成每月捐款請您提供扣款銀行，後續會有詐騙集團會假冒銀行撥打第二通電話跟您做聯繫。

 注意這就是詐騙 :  

→ 注意這一類型的電話「+、+2、+886」國際電話號碼，就算是一般電話也不能輕信，詐騙集團可能竄改

來電號碼 !

→ 他們會清楚的說明你的捐款日期及金額，但其實都是詐騙集團的詐騙手法，為了讓您相信一切都是真的 !

→ 說明你的捐款被設為定期定額捐款，詢問需不需要協助您處理，請您提供扣款銀行並說明扣款銀行會再

跟您聯繫 !

2. 假冒發卡銀行

後續就有假冒發卡銀行打電話給您，請您轉帳至詐騙集團指定銀行，請您開通網路銀行說明是為了驗證身份

用，而且強調不會要求您提供個資及帳號來博取您的信任

 注意你的錢已經被領走 : 

→ 注意要求匯款就是詐騙行為，詐騙集團會假冒銀行單位請您開通網銀或至 ATM 操作小額匯款，並且會

請您提供您的帳戶餘額說要驗證使用 !

→ 過程中詐騙集團為加強您對他的信任還會再三強調“不會要您的個資、帳號及信用卡號”!

→ 匯款成功的同時您的所有錢已經到詐騙集團的手中 !

3. 接到這類行騙電話我該怎麼做 ?

請您多方查證是不是真的有捐款操作失敗問題，您可以

→ 撥打至捐款機構確認捐款狀況，並告知機構有詐騙情形發生，請機構多加留意 !

→ 撥打 165 反詐騙電話做詐騙諮詢，並同時可以報案檢舉詐騙行為

→ 記住千萬不能至 ATM 或網銀操作匯款轉帳

兒童癌症基金會諮詢專線：02-23319953  02-23896221

服務時間：週一到週五 09:00~17:30

影片上架時間：110 年 07 月 16

日 15:00 至 110 年 09 月 01 日

17:00 截止，此活動線上講座不

需事先報名，線上點閱觀賞即

可。

會務報導 會務報導 (110 年 6 月至 110 年 8月 )(110 年 6月至 110 年 8月 )

■ 文 / 會務副主任 吳佳玲

1110.06.08 一年一度的兒癌

基金會金絲帶小勇士創作徵

選活動來了！今年的主題是描

繪希望，即日起開始收件，收

件截止日為 7 月 31 日，這次的

徵件有四大類：創意作文、創

意繪畫、創意標語設計、創意

照片說故事，以上徵選活動詳

情及報名表單下載，請上兒癌

基金會官網查詢。 5110.07.21 受疫情影響，社

工 到 醫 院 辦 活 動、 陪 伴 病

童等等都被迫停擺。我們將前

陣子在醫院中舉辦的《繪聲繪

影 – 繪本故事》活動改成線上

版，讓小寶貝們跟家長在家中

也能一同參與，與我們互動，

看到好久不見的社工哥哥，孩

子們此起彼落的開心笑聲，還

是溫暖了我們因疫情冰封的心。

今天慧萍老師說的繪本是

《貝絲回學校》

內容提到罹患癌症的孩童，

在經歷治療後返校會遇到的種種

事情，這也是我們學齡中的小勇

士們都會經歷到的。經由繪本故

事活潑的方式，讓小勇士們可以

在辛苦的療程過後，更有動力

與決心，回到學校跟老師及同

學們見面。

7110.08.01 本年度【愛的逆

轉勝－金絲帶小勇士創作畫

展】，於台北捷運頂溪站藝文

廊開始起跑，展出時間為 8/1

至 8/30， 沿 自 於 去 年 徵 選 主

題「難忘的滋味」。也許是自

罹癌發病後少能體會的美味珍

饌，亦或是記憶中難忘的、笑

中帶淚的酸甜苦辣。感謝每一

位家人的陪伴，跟社會大眾的

關懷協助，期盼每位金絲帶小

勇士，經歷人生的酸甜苦辣後，

能夠見到雨後的彩虹與生命嶄

新的篇章。

3110.06.30 經過基金會夥伴

積極蒐集各方資訊，我們即

日 起 提 供《 兒 癌 COVID-19 防

疫安心補助》給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的小勇士家庭，希望能

減輕家裡負擔，一起攜手走過

這波疫情與景氣低谷。相關補

助辦法及申請表請詳見兒癌基

金會官網。

2110.06.19 召 開 110 年 第 二

次癒後癌童長期追蹤與存活

研究小組 (LTFU) 會議，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採用視訊會議，由

顏秀如醫師主持，共 25 人參與。

6110.07.25 舉行兒癌第二次

顧問醫師視訊會議暨長期

4110.07.14 高雄辦公室舉辦

「疫情之下如何照顧孩子的

情緒」為題，邀請 繪星心理治

療所所長 – 謝玉蓮臨床心理師，

歸納及建議『理解』、『表達』、

『調解』孩子的情緒，與孩子共

處的親子對策，提供家長參考。

追蹤與存活專題演講，基金會

邀請到美國聖裘德兒童研究醫

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Melissa M. Hudson 博

士、同院旅美台人黃一展博士、

國內頂尖專家林口長庚醫院兒童

內分泌科羅福松主任、彰化基

督教醫院生殖醫學中心吳成玄主

任，向國際取經及國內跨科系的

合作，線上視訊共計 83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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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簡稱 ALL) 是最常見的兒童癌症。

台灣兒童癌症研究群 (TPOG) 參考國際學界

治療指引，融入分群治療、微量血癌細胞

監測 (MRD) 等現代化的化療概念所設計的

TPOG-ALL-2013 治療方案，自 2012 年 12 月

至 2020 年 8 月共收治 854 位 ALL 病童，治

癒率近 90% 達國際水準。儘管如此，仍有

約 10% 的病童對初始治療效果不好，或是

復發，亟需新的治療方可能拯救生命。

在此要介紹 2 種自今年正式加入 TPOG-

ALL 治療方案的抗癌利器。

Blinatumomab

CD19 是 B 系列血液惡性疾病細胞，如

B前驅細胞之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簡稱B-ALL)

最常見的細胞表面標記。而人體的 T 細胞具

有毒殺細胞的功能，CD3 是 T 細胞最常見的

細胞表面標記。

Blinatumomab， 商 品 名 BLINCYTO®，

中文名稱為「百利妥」，屬於「雙特異性 T

細胞銜接系統 (BiTE)」，是將兩個單鏈抗體

(single-chain antibody)，藉由一個胺基酸之彈

性連結 (flexible linker) 串聯而成的細胞免疫

治療藥物。百利妥的一端可以辨識 B-ALL 的

CD19 表面標記，另一端則與病人自身 T 細

胞的 CD3 表面標記有高度親和力，所以百

利妥具有雙特異性 (bispecific) 特徵，能藉由

銜接 B-ALL 癌細胞和病人的 T 細胞，來活

化具有細胞毒殺功能的 T 細胞形成溶解突觸

(cytolytic synapse)，進而發生包括細胞溶解

蛋白生成，炎症性細胞因子釋放，T 細胞增

殖等反應，最終導致惡性 B 細胞的凋亡。

除成人的研究外，美國兒童癌症研究群

(COG) 及歐洲團隊針對復發及頑固性 B-ALL

所做的大型前瞻性研究都顯示：使用百利

妥在 MRD 陰性的達成率及整體存活率上都

明顯優於傳統化療，同時更大幅降低副作

用及死亡率。美國食品衛生管理局 (FDA) 於

2017 年 7 月核准使用。台灣健保署自 2018

年 9 月起首先通過成人適應症。經兒童癌症

專家的努力爭取自 2020 年 12 月起通過兒童

病患的適應症：用於頑固或復發性 B-ALL，

但須事前審查核准後方能使用。目前國際學

界不論成人或兒童的 B-ALL 治療方案都已將

百利妥用於高危險群 ALL 的第一線治療中，

TPOG-ALL 的療程希望針對頑固性 B-ALL 能

及早使用百利妥，以期提升療效，減少復發。

由於百利妥的藥物半衰期僅有 2 小時，

為維持作用的持續性，目前的注射方式為

24 小時連續輸注，1 個療程為連續 28 天，

共使用 2 個療程，2 個療程間隔 14 天。第

1 個療程的第 1 周會由 ⅓ 劑量開始施打，

無明顯副作用者自第 2 周起可以全量注射。

第 2 個療程起可直接採用全量注射。百利妥

需以專用稀釋液沖泡配製，每瓶配製後的百

利妥注射液之穩定性可達 96 小時，依病童

的體型可以使用 1-4 天。注射百利妥最特殊

的副作用為所謂的「細胞激素釋放症候群」

(cytokine releasing syndrome，簡稱 CRS)，因

百利妥的療效就是會引發Ｔ細胞的活化增生

並釋出細胞激素，因而出現如高燒、白血球

低下，甚至較嚴重等級的低血壓、腎衰竭、

凝血功能異常、呼吸衰竭等症狀。另一個特

殊副作用為神經毒性，症狀可從輕微顫動到

抽筋或是出現嚴重的腦炎 (encephalopathy) 等

症狀。發生較嚴重 ( 第三級以上 ) 副作用者，

除症狀治療外，暫時性的停藥是必要的。

嚴重等級的副作用比較容易發生在復發的個

案。

依馬偕兒童醫院至 2020 年 12 月為止，

8 位頑固性 B-ALL 的 19 個療程經驗顯示：

11 個療程出現 CRS，都是發燒、白血球低下

等較輕等級症狀 ( 第一級 )，45% 在第 1 個

療程的第 1 周發生，除治療前的單次類固醇

注射外，僅需症狀治療。但合併中性球低下

者仍須做好感染的監測、預防及治療。沒有

病人出現神經學毒性。

Bortezomib

Bortezomib，商品名為 Velcade®，中文

名為「萬科」，是一種蛋白酶體 (proteosome)

的抑制劑，它的作用機轉是干擾細胞內

NF-κB 的訊號傳遞，NF-κB 可促進許多與

腫瘤轉移及血管新生有關的蛋白質活化，但

當使用如萬科等蛋白酶體抑制劑時，藉由抑

制蛋白酶體後，可以使得細胞質內的 NF-κB

一直處於非活性狀態，而無法進入細胞核中

發揮其功能，因而抑制了癌細胞的生長，並

促進其凋亡。

萬科的初始適應症是成人之多發性骨

髓瘤 (multiple myeloma)。近年來加入於頑固

或復發之 ALL 的再次引導化療中，不僅可

以提升緩解療效，同時不會增加副作用的強

度。早期的報告以 B-ALL 為主，後續的研究

指出包括 T-ALL 同樣有超過 7 成的引導緩解

率。美國 COG 的前瞻性研究顯示：將萬科

加入 T-ALL 之第一線抗癌治療組合中得到非

常好的療效。TPOG 參考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等國際先進概念將萬科加

入第一線引導期治療組合，用於 1) 費城染

色體陰性，同時第一次 MRD 反應不佳的

B-ALL；2) 所有 T-ALL，希望能提升高危險

群 ALL 的治癒率。

萬科建議以 3-5 秒靜脈注注射給藥，約

10% 的病童可能出現較高強度 ( 第三級 ) 以

上的週邊神經病變如灼熱感、感覺過敏症、

感覺麻痺、皮膚感覺異常、神經性疼痛等。

大多經由症狀控制或劑量調整的方式而改

善。

結論

本文所述為藥物的概論，有關使用時機
及劑量需與主治醫師團隊討論。TPOG-ALL
治療團隊希望經由新的藥物的適當使用能再
提升治癒率，並減少副作用。
附註： 細胞激素釋放症候群的說明可參考 108 年 9 月會訊

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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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馬偕兒童醫院血液腫瘤科 劉希哲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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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長期追蹤與存活專題演講暨長期追蹤與存活專題演講

■ 文 / 個管師 林秀娟

1988 年由本會前董事長 林國信醫

師發起成立「台灣兒童癌症研究群」，

英 文 全 名 為「Taiwan Pediatric Oncology 

Group」，簡稱 TPOG。成員包括台灣所有

兒童血液腫瘤科專科醫師，著手制定多種

兒童常見癌症之治療方案（protocols），

以方便病童在原居住地醫院接受完善的

治療。此後每年定期舉辦會議討論治療方

案的成效，並與國外專家研討，期許能提

供兒癌病童更好的治療品質及提升治療成

績。    

現今兒童癌症整體 5 年存活率已達八

成 (5 年後已趨穩定，變動微小 )，使兒童

癌症治療的目標不只在治癒，孩子療程結

束從醫院畢業後，人生才開始。此後日常

的生活品質、相關長期副作用、生長發育、

社會心理追蹤輔導等等已是家長和抗癌成

功的小勇士們要面對的議題。

全台小兒血液腫瘤醫師們共同響應，

TPOG 的疾病專案之下產生第 14 組最認

真的【癒後癌童長期追蹤與存活研究】

(LTFU)，針對癌症治癒後的兒童進行長期

的合併症追蹤，由台北榮總顏秀如醫師擔

任計畫主持人。此組人數最多開會頻率最

高，熱切希望為國內的兒童癌症康復者建

構完整的支持系統。 

為此，基金會不僅向國際取經也向

國內尋求跨科系的合作，邀請到世界一

流的美國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Melissa M. 

Hudson 博士、同院旅美台人黃一展博士、

國內頂尖專家林口長庚醫院兒童內分泌科

羅福松主任、彰化基督教醫院生殖醫學中

心吳成玄主任等堅強陣容的專題演講。

因應 COVID-19 疫情干擾，全台的顧

問醫師們各自留守原地使用視訊。連線時

間是台灣的 7 月 25 日周日早早的 8:30，同

步彼岸美國田納西州是周六晚上的 19:30，

兩位遠方講者陪伴我們直到當地時間的深

夜。

Melissa 身兼多個康復者 (survivalship)

機構的主任及計畫主持人，追蹤超過 8000

人以上的 St. Jude 療程的癒後癌童，在此

領域多次獲獎，並擔任重要醫學期刊的編

輯。她的講題為癒後癌童發展長期追蹤之

臨床和研究計劃：經驗教訓 (Developing 

Long-Term Follow-Up Clinical and Research 

Programs for Childhood Cancer Survivors: 

Lessons Learned)。

接下來由 LTFU 協同主持人新光醫院

何宛玲醫師引言，黃一展博士是來自台

南的青年才俊，台大公衛所碩士後赴美

深造，現任 St. Jude 流行病學與癌症控制

部，並主持數個康復者相關的研究計畫。

講題是癒後癌童的患者報告 (PROs) 結果：

評估和應用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in 

Childhood Cancer Survivorship: Assessment 

and Application)  

對於占兒童癌症第二多的腦瘤患者

來說，腫瘤部位若影響內分泌腺體，術後

需長期服藥，是個終身的議題。林口長

庚醫院兒童內分泌暨遺傳科羅福松主任

講題為癌症癒後長期內分泌追蹤的結果

(Long-Term Endocrine Outcome of Cancer 

Survivors) ，分享了美國內分泌學會的主力

期刊 -- 內分泌評論 (endocrine reviews) 及

臨床內分泌 (JCM) 的兩篇重要文章。

我們欣見小勇士長大後，回歸人生

正軌能繼續讀書就業結婚生子，帶來喜

悅；但也有部分人會面臨因治療或移植的

關係，影響了生理週期和生育能力。彰化

基督教醫院婦產部生殖醫學中心吳成玄主

任，專長不孕症治療，為我們講解兒童癌

症患者的生育力保存 (Fertility preservation 

in pediatric cancer patients)，討論青少年癌

症患者治療前，男性是先否保存精子，女

性是否有兩周的時間可以先保存卵子。

以上講者皆由基金會林東燦董事長致

贈感謝狀。

下午的場次繼續由執行長陳博文醫師

及副執行長周獻堂醫師主持，各疾病小組

的計畫主持人輪番線上報告成果。TPOG 目

前已發展出 14 個常見兒童癌症的標準療

程，並陸續更新及增加。此次年中報告其

中之六，分別是橫紋肌肉瘤、惡性骨肉瘤、

生殖細胞瘤、肝臟腫瘤、視網膜母細胞瘤、

髓母細胞瘤，另外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AML2021 新療程的討論 。

中場陳執行長公告了嵌合抗原受體 T

細胞療法(CAR-T)專案補助申請作業流程，

由台大癌症醫院張裕享醫師及 ALL2013-

21(ALL 俗稱血癌，佔兒童癌症人數最多 )

計畫主持人馬偕醫院劉希哲醫師共同提

出。基金會同意符合病情及遵照療程患者

可以來作申請，搭配衛福部恩慈療法，根

據病童家庭狀況從 15-90 萬不同級數的補

助。另外也計算出基金會 2021 年度上半年

大於 10 萬元以上的大額補助，已達 35 人

次 465 萬元，與歷年比較已盡量放寬。

治癌技術的革新相對大額的經費支

出，除了感恩國內外前輩們的努力之外，

有幸生長在台灣福地，基金會作為一個為

癌症兒童服務的平台，支持新時代的醫者

和年輕的父母親，讓孩子能接受最適合的

治療，祈願每一個孩子健康長大有幸福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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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兒癌基金會的繪本奇緣與兒癌基金會的繪本奇緣

■ 文 / 彰化家扶發展學園早療教保員 黃慧萍老師

哈囉！大家好，我是慧萍老師，是在

彰化從事幼教六年、特教四年的教保員，

休假閒暇時也會在圖書館當說故事志工，

我很喜歡在說故事的當下，看見小朋友們

很專注於聽故事的神情，很開心一本小小

的繪本，透過我訴說的方式使故事變得更

精采，讓許多小朋友愛上繪本有趣的故事

世界。

在上天的安排下，很開心可以到兒癌

當繪本活動的講師，旻修以前是我在家扶

的同事，也是兒童癌症基金會台中辦公室

專任社工，我們同班當老師一起帶早療的

孩子，他知道我喜歡跟孩子互動，就邀請

我在他所辦的活動裡當繪本講師，說故事

給醫院的孩子們聽，我聽到當然非常願意

並開心接下活動邀請，接下這活動後，旻

修大致上跟我說明醫院裡孩子們的狀況，

希望我不僅只說故事，還可以帶著孩子們

有一起動手做些小活動。

“繪本搭配手作”，這讓我擔心了一

下，因為這也是我從來沒在學校上課外做

過的事，我也擔心孩子們的年齡層落差有

點大，從幼兒園到國高中的孩子都有，在

選擇繪本上也必須要選擇各年齡層都能聽

得懂，且也不覺得無趣的繪本，經過與旻

修的討論後，決定選擇「媽媽，買綠豆」

繪本來做我第一次與孩子們的見面故事，

此繪本貼近生活，讓孩子找回對以前在家

生活的熟悉感，再搭配綠豆湯的品嚐、手

作綠豆沙鈴，到最後的種綠豆小活動，孩

子不僅是聽完故事後就結束，更可以回到

房間裡照顧自己的綠豆做延伸活動，讓孩

子們對綠豆有了更多的想法，從中也期許

他們像綠豆的成長過程一樣，雖緩慢但勇

敢的茁壯。

當天帶著忐忑的心坐車，從彰化出

發到中山附醫，來到會議室準備著教材等

著孩子們的到來，旻修也一一的去每間病

房邀請孩子們來參加等等的活動！時間還

沒到，有些孩子們已經陸陸續續入場，看

著每個孩子身邊都帶著點滴，有些孩子還

坐著輪椅，心裡感覺很捨不得，原本我認

為這些孩子應該都比較沒體力、沒精神，

聽起故事會不會不專注、沒力氣做手作，

雖然剛開始年齡比較小的孩子比較害羞，

常常躲在家長的後面，但是漸漸地我們越

來越熟悉，孩子們變的一個比一個還要精

神抖擻、活潑開朗，在一間小小的會議室

裡，原本安靜的環境到最後大家都變得很

熱絡，在說故事的過程中，孩子們也都會

給我熱烈的回應，他們專注的眼神讓我更

有自信的越說越起勁；品嚐綠豆湯時看見

他們滿足的臉龐，讓我想要再問他們要不

要再來一碗；手作綠豆沙鈴，我們廢物利

用，將布丁杯裝進綠豆後兩個相黏在一起，

外面再利用彩色奇異筆、紙膠帶、圓點貼

來作裝飾，手做的過程也能促進親子之間

互動的關係，完成專屬於自己的綠豆沙鈴；

最後與繪本一樣，將剩下的綠豆來讓孩子

種植，看看綠豆會變成什麼樣子，把答案

留給孩子親手種植後觀察，也讓孩子們在

房間裡有著看著綠豆長大的期待，陪伴他

們一起渡過每一天，最後還可以將自己種

的綠豆芽炒一炒拿來品嚐，自己親手種的

吃起來味道也一定會特別好吃、特別幸福。

活動結束後看著每個孩子都帶著自己

的作品和笑容回去，讓我打從心底覺得溫

暖，謝謝他們對這次的活動感到滿意，見

到你們開心，讓我覺得這趟活動很值得，

也讓我對本來想像中的他們改觀，其實他

們就跟一般孩子一樣是慢熱型的，精神狀

況也比我想像中的好，雖然參加這次活動

的小勇士人數不多，但人少反而可以拉近

我們的距離，能彼此互相了解，關係也能

拉的越近，謝謝這次的大朋友與小朋友，

還有家長們和兒癌基金會主任、醫院社工、

護理師以及旻修，感謝讓我有機會帶給大

家歡樂的時光，如果孩子們願意聽我再說

故事，我也肯定會為你們持續地說下去，

期待我們下次再見面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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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癌小綠人立體遊戲書：故事內容與創作理念兒癌小綠人立體遊戲書：故事內容與創作理念

■ 文 / 社工 毛昱安

兒童癌症的發生，大多無法明確知道

原因，但它的發生，對於一個家庭而言，

在許多方面都會是巨大的衝擊。我們在長

期陪伴癌童的過程中也發現，年紀大一點

的孩子，可以透過問答、談話、衛教手冊、

網路資訊等，讓他們比較知道發生在自己

身上的變化、以及未來要面對的會是什麼

事情，但反觀年幼的孩子，這些陌生的醫

療處置或醫院環境，是較難理解的，可能

因為未知，讓他們進而產生恐懼、抗拒、

徬徨或其他負面情緒，許多家長也苦於不

知道如何讓年幼的孩子了解狀況、降低他

們的害怕與不安。

因此，促成了我們想為癌童製作一本

立體遊戲書的想法。過程中非常感謝插畫

家、出版社、醫療團隊等夥伴給予的諸多

專業建議與討論，讓我們最終能完成這本

適合 6 歲以前幼童的立體互動遊戲書。

小綠人的房間

孩子確診為惡性癌症後，接下來要面

對的大多是住院治療，初到陌生的環境，

一時要面對許多陌生的人、事、物，耳邊

不時響起陌生的聲音，談話聲、吵鬧聲、

哭聲、儀器聲、廣播聲……，能帶給孩子

安全感的父母可能也處於一個慌亂、震驚、

難過等負面情緒裡，這些種種，容易讓孩

甜甜圈健康檢查室

磁振造影 (MRI)、放射線治療，是兒童

癌症治療過程中常見的一環，在我們的立

體遊戲書中，將冰冷的檢查儀器化身為繽

紛的甜甜圈太空戰艦，孩子們都是小勇士

要進行一場太空冒險，讓孩子對於要獨自

待在該治療室、並面對未知機器運轉的焦

慮能降低。

在抗癌治療這條路上，為了讓疾病獲

得更有效的醫治，許多治療處置並非孩子

不喜歡、不舒服、不想要就可以選擇不要，

我們會透過書中的故事鋪陳，讓孩子練習

換位思考，無法選擇不登上「太空戰艦」，

那就引導孩子選擇希望得到的「魔法」。

引導孩子為每種甜甜圈的魔法命名，例如 :

勇氣、善良、快樂、平安、強壯……。裡

面有沒有最想得到的魔法呢？

好舒服沙發屋

在醫院治療的

孩子，往往不能隨

心所欲，想回家就

可以回去，但希望

透過故事，讓孩子

知道，「想念」不是一件壞事，大人們也

一樣會想念，是正常的。雖然無法立刻出

院回家，但可以透過參觀、動手裝飾書中

主角小綠的家，與孩子一起規劃將來有一

天出院回家的話，可以一起做什麼事情。

最重要的是，藉由故事體驗讓孩子知道，

不論如何，父母永遠在，不會拋下孩子獨

自留在病房不顧。

未來夢想室

人如果沒有一點小目標或動力，很難

堅持面對困難或不舒服，即便這是對自己

好的事情，孩子亦如是。透過這一頁篇章，

可與孩子一起設立短程目標或長程目標，

對於年幼的孩子而言，設立目標沒那麼複

雜、也不宜太過抽象，例如短程目標可以

是每次出院時最想做的事情，長程目標則

是一段療程結束後，可以進行的活動或達

成的願望，讓孩子有動力支撐過漫長的治

療期。我們的立體遊戲書強調互動性，所

以附上了許多繽紛可愛的貼紙，可以運用

貼紙，裝飾屬於自己的夢想屋，許下心底

的願望。

子感到不安與驚慌。我們無法改變病房的

基本環境與醫療處置，但可以透過遊戲書，

讓孩子在遊戲的過程中，了解他正在經歷

的事情。

本會社工在故事述說呈現上，會帶領

孩子用「比一比，有什麼不一樣」的方式

進行，幼兒比較能力的發展常依熟悉的概

念來進行，故會將病房場景連結書中奇幻

繽紛的故事內容，再延伸到家中他熟悉的

房間。而房間的設計以童趣、明亮、色彩

鮮艷色塊，穿插可愛的動物，讓病房看起

來不可怕、降低恐懼心理，進而引發孩子

好奇去了解與探索。

另外，我們也會透過故事傳達一個重

要的訊息，讓孩子知道，「他是勇敢的，

並非做錯事情才要住院、接受治療」。

目前這本立體遊戲書為本會社工進行訪視時陪伴孩子運

用，並不對外販售

掃描 QR code 可
以看到小綠人立
體遊戲書的使用
方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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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五月中本土新冠肺炎疫情的增

溫，進入三級警戒後的生活猶如 2020 年國

外上演的翻版。居家工作、遠距教學及社

交距離等防疫措施成為現今的新常態。為

了配合防疫措施及保護兒癌家庭的健康，

基金會的各項實體活動除了選擇停辦外，

也尋求在疫情下之創新及改革之道。

基金會原定於 7/3 舉辦「如何協助您

的孩子返校」實體座談會，也在三級警戒

後改為線上預錄的形式。榮幸邀請到任職

於台北市西區特教資源中心，醫院床邊巡

迴輔導老師吳秋美針對「癌童返校的適應

跟準備」開講。吳秋美老師豐富的臨床經

驗，結合特教資源的盤點整合，讓其對癌

童返校的過程中有獨到的觀察與見解。特

別感謝老師在百忙之中抽空進行影片的預

錄演講，此演講影片在基金會的官網、

Youtube 頻道上架，詳見文末 QRcode 及影

片連結，歡迎每一個對兒癌議題關心的民

眾、家長及醫護同仁們查閱。

演講開始伴隨著老師溫柔地提醒：

一切都先從照顧自己出發。每一位家長、

孩子在面對生命中突如其來的挫折與打擊

時，一定有數不完的焦慮不安、否認、憤

怒沮喪等情緒，面對疾病帶來生活的轉變，

也挑戰家庭的功能及復原力。面對孩子在

返校所可能面臨的挑戰時，過度補償或保

護也容易限制了孩子的發展能力。如此多

預錄座談會：癌童返校的適應與準備預錄座談會：癌童返校的適應與準備

■ 文 / 社工師 林翔
    審稿 / 台北市西區特教資源中心 醫院床邊巡迴輔導老師 吳秋美

要學習及面對的挑戰，都成為了我們無形

中的壓力。也只有家長準備好了，才能

準備放手讓孩子長出新的羽翼飛向新的人

生。

伴隨疾病治療所衍生的生活變化

治療後的生活變化，老師統整了五

點面向。包括日常生活以家庭及醫院為中

心、往日生活的中斷、生活作息的改變、

同年齡層的減少互動、周遭圍繞大人居

多。孩子因為疾病治療，無法就學的情況

下，幾乎都以醫院為生活中心，減少了學

習的機會。也因為醫院的環境，少有同年

齡層的交友互動，而是以家長的陪伴及醫

護人員的照顧為主。上述種種原因造成癌

童的生活常態、語言非語言的學習模仿、

甚至是玩樂的方式，都與其他孩子截然不

同。 

老師也觀察到，在疾病及長期生活型

態的影響下，孩子也較容易出現強烈的情

緒反應、負向反應學習（如攻擊、退化、

控制、逃避、壓抑），但同時也會有正向

回應的學習，如表達個人情緒、主動尋求

資源及協助及自我改變，以回應外界環境

的變化及要求。同時也觀察到在長期被保

護的狀況下，某些孩子也會過度謹慎，對

外界事物此採取退縮、沒有自信的態度。

的問題，孩子自己的造句，再加上其他三

位同儕的造句內容，就能讓孩子一次學習

到四種不同的句子。

在孩子看似讓人生氣懊惱的行為背

後，老師也觀察到可能背後代表的發展落

後。例如當孩子動輒哭泣、生氣時用非語

言訊息（如跺腳、哭或躲到角落抗議等），

問也問不出來，可能代表著語言發展的不

成熟，對孩子來說，用身體表達比用口頭

語言表達更為直接。老師也建議先關心孩

子的狀況，也許是事情發展超出了其情緒

調節的負荷。

 

特教資源及鑑定安置

老師表示，雖然多數的癌童應不會

需要使用到特教鑑定，仍深入淺出介紹特

教鑑定的概念。在能力的分布上，會有所

謂發展的常態範圍 (normal distribution)，

當孩子處於該年齡階段的能力常態範圍內

同時因為兒癌疾病治療

歷程長，在孩子終於結束療程

可以返校時，往往與治療前之

年級或教育階段有明顯差距，

屆時孩童可能因為仍憑著過

往交友玩樂的模式，長期缺乏

與同儕相處的緣故，而在人際

相處上感到落差與困難。

最後，老師也提醒大家，

上述的情況雖然需要注意，但

也無須過度擔心。因為疾病所

帶來的大多是短暫的限制，而

非孩子恆久的特質。老師也認為孩子在學

習及彈性的能力較佳，大部分的孩子也會

在返校後逐漸融入團體、適應團體的學習

生活。

校園生活

在校園生活方面，老師也解析了校園

與醫院學習的不同。針對傳統學科的學習，

老師提及癌症除少數情況外，基本上不太

影響到孩子的認知及發展能力。只要有在

接受教育階段，不管是在家教育還是床邊

老師的教學，都能讓孩子有系統性的概念

建構。

學校除了知識的傳遞外，還蘊含了

孩子在團體生活中邁向社會化歷程的諸多

「隱性課程」。學習往往都是從模仿周遭

人為始，在團體人與人多樣性的互動過程

中，更能刺激孩子學習及認識不同的觀點

及表達模式。老師舉例，同一個造樣造句

14 15

從醫院到學校 -癌童返校的適應與準備



時，其學習就會相對地順暢。然當孩子有

某些能力低於能力常態範圍時，便可能會

出現明顯落差。這些資源最終目的也是希

望孩子在學習及適應中能表現更好。

特教資源的形式很多，不止於常見的

特教班、資源班以及兒癌常用的在家教育，

若家長評估有此需求，仍先去申請「鑑定

安置」，便會有綜合性的評估孩子的優勢

或弱勢能力，根據其相對應的狀況提供相

對應的資源或支持，也許是教學方式、教

材及內容的調整。因為每個孩子需求的個

別性很大，所以仍須個案處理。

老師也向所有的父母喊話：家長可能

會對申請特教相關資源感到抗拒，因其名

稱所隱含的標籤化的議題。老師舉例，生

活中無處不含著外在的標籤，例如：姓名、

性別、職業、身分等。然這些標籤僅為溝

通或互動的媒介，其本身為中性的詞語。

學校資源也是希望能透過適當的調整，讓

每個孩子都能得到適切的學習機會。孩子

學習發展上發生的落差，不會因為不使用

相關資源而得到消除或改善，相對正因有

需要，我們才更應該積極地接受特教的服

務，來消弭當中的落差。

 

入學溝通事項

老師觀察到，以往諸多家長對於返校

跟師長溝通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許多家

長僅告知導師孩子曾罹癌，現階段請老師

以一視同仁的方式教導即可。我們往往以

為師長會了解孩子的疾病，然多數師長除

非也有相關照顧經驗，否則對癌症的印象

多數停留於媒體及傳統對於成人癌症之觀

念。家長也時常不知道如何跟師長說明孩

子的疾病，便很可惜地錯過了協助及支持

孩子的黃金期。多數學校師長也都很願意

照顧孩子，但前提仍需我們能主動提出足

夠的細節及照顧資訊，也減少老師不必要

要的猜測。

而老師也統整了學校溝通的主要面

向，一是和治療疾病相關，包括：孩子的

疾病診斷、治療過程（發病時間、經歷治

療）、目前的治療狀況（是否治療中、追

蹤間隔、是否服藥、是否須請假）。二是

孩子的學習相關，包括：過去的學習經驗

（根據是否有上過幼兒園而定）、治療及

疾病對孩子造成的影響（學習及生活相

關）、孩子的個性特質及喜好等。三是孩

子在學校的生活層面，包括：孩子的自我

照顧能力、特殊情況處理（能否表達自身

的生理不舒服）、需要學校或老師調整的

地方（例如：掃除工作、體育課、座位調

整等）、對於人際互動的引導。

在跟學校溝通的過程中，除了跟老師

親自溝通外，也可以尋求宣導管道。分別

有針對師長、家長及同儕的宣導，宣導的

目的是希望跟孩子互動有關連的人們，能

夠得到正確的、直接的第一手資料，而非

透過轉述或口耳相傳的告知。也讓人們知

道（一）疾病是不會傳染的（二）孩子跟

同學是可以一起玩跟學習的，不要過度劇

烈即可。針對家長的宣導，可透過開學前

兩周之學校日，取得導師同意跟協助，在

家長都在的當天進行宣導。有需要宣導之

家長，也可以透過兒童癌症基金會、關懷

腦瘤兒童協會聯繫，進行相關之入班及入

校宣導辦理。

提醒及祝福

最後，老師也再一次提醒所有家長，

孩子在返校的漫漫長路上並非一蹴可幾，

不只課業上，生活跟人格上的養成也需持

續建立。例如：態度養成和習慣建立、專

注力品質、閱讀習慣、超越挑戰而得到

成長、要不要或能不能、正向的身體心像

(body image) 等。都是在對孩子往後生命歷

程中的莫大助益。

老師也祝每一位家庭能闔家平安，願

每位孩子都能學習順利。

* 針對孩子的需求有更多需要討論的部分，

除兒癌基金會的資源外，也歡迎來信告

知聯繫。

講師：吳秋美

電子信箱：beautyfall@mail2000.com.tw

演講影片連結： 

影片 QRcode（請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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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頂嘴吵架，但卻寫不完作業（速度）；

也可能是個貼心體已的好孩子，但卻背不

起來語詞注解（記憶）；甚至你會覺得，

他就像換了一個人，變了一個性（社會情

緒）。

我們的孩子，永遠值得在返校 / 返班

前，要做一次完整的神經認知評估。

一個對的眼光，才能有恰如其分的要

求佈局，也才有機會迎刃而解堆疊而起的

需求順位。搞不清楚孩子的處境時，亦如：

（1）總是徒勞無功（如：上不完的潛能班，

卻是一個大字也不會），又或（2）老是求

助無門（如：明明這麼辛苦，但沒有任資

源協助），再者（3）符合體制規則的挫敗

（如：當困難是生病的後遺症，怎會要求

孩子承擔疾病帶來的改變？）。

始終牽著孩子的手，如同初生之時承

載愛意從未放開。殷殷盼望孩子都能妥善

被照顧，但他們需要一份很長遠細膩的陪

伴，從評估到介入，從治療到返校，從求

生到求存…。

如果您也曾萌發過一些關於孩子病後

的疑問，誠摰邀請來認識這個主題，並且

將這個主題，分享給同等關注孩子的貴人。

（02-28757364 ext.535　請洽　黃婉如心理師）

延續生命是集眾人之志的奇蹟，夾雜

在白色布簾中的治療細瑣，「返校」是不

敢想的承諾奢侈；終於療程不再是生活中

的多數，期盼往

後餘生又能從停

住歲月接軌，才

發現一切可能不

簡單！

兒童癌症治

療，疾病本身 ( 瘤

質 / 位置 / 病程 )、

療程作用（治療

方式 / 劑量 / 範圍

/ 後遺症）、併發

症（聽力 / 視力 /

肢體 / 內分泌），

以及發病年齡、

預錄座談會：治療前後對病童返校的影響預錄座談會：治療前後對病童返校的影響

■ 文 / 臺北榮民總醫院 復健醫學部   臨床心理師 黃婉如

本次的預錄返校座談會，除了邀請吳秋美老師（巡迴輔導老師）針對「癌童返校的

適應跟準備」主題演講外，同時邀請臺北榮總復健醫學部的黃婉如臨床心理師針對「治

療前後對病童返校的影響」進行預錄演講。大家口中的MoMo 老師身懷豐富的知識與實

務經驗，不斷提供對孩子的長期關懷與協助，相信透過此演講影片，對兒癌議題有興趣

的民眾、家長及醫護同仁都能有所受益，也感謝講師百忙之空的協助，讓我們得以一窺

癌童治療返校的影響及歷程。

本影片上架於基金會官網及Youtube 頻道，詳見文末 QRcode 連結

（可於 Youtube 搜尋：返校座談會：治療前後對病童返校的影響）

治療前後對病童返校的影響 ~ 上學是最平凡的奢侈 ~

發展特質、經驗環境息息相關交疊。生病

之後在孩子身上發生的變化，遠超過頭髮、

外貌、走路、言談中所見；他們可能可以

圖一：病童神經認知評估向度

圖二：兒童癌症的問題向度

基金會官網： 影音專區　返校座談會：治療前後

 對病童返校的影響 (01)

Youtube 影片： 搜尋　返校座談會：治療前後對

 病童返校的影響 (01)

影片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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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如何照顧孩子的情緒 - 親職講座疫情之下如何照顧孩子的情緒 - 親職講座

■ 文／社工 潘怡婷

COVID-19 疫情肆虐到現在，每一個生

活層面都在面臨史無前例的挑戰。焦慮，

緊張，或害怕，都是正常的反應，但要如

何面對就是我們的全新課題，好的情緒回

覆方法，可以改善當下我們的工作與生活

狀態，隨著全國警戒延長，未降低社區群

聚感染之風險，全國各級、學校、補習班

而延長停課，家長們除了需調適因疫情加

劇所造成的生活變化，更面臨著居家辦公

與照顧孩童的窘境，而疫情所帶來的不安

與焦慮感亦有可能讓孩子跟著出現情緒變

化，在防疫壓力之下，更需注意家長自身

及兒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以預防衝突及

互動不佳而衍生的家庭問題。

兒童癌症基金會 - 高雄辦公室邀請繪

星心理治療所所長 - 謝玉蓮臨床心理師以

「疫情之下如何照顧孩子的情緒 - 親職講

座」為題告訴我們，在疫情壓力下，怎麼

『理解』、『表達』、『調解』孩子的情緒，

那我們該如何因應呢 ? 

在服務的過程中察覺到家庭中經常出

現的親子議題為關於孩子的情緒反應及因

應，很多時候家長們不知道孩子為什麼鬧

脾氣，為什麼突然笑了，又為什麼突然跑

到他懷裡撒嬌，希望有人能夠引導怎麼『理

解』孩子的內心。其實情緒的意義就在於

表達自身的滿足與不滿足，孩子得到滿足

了，就會出現正面積極的情緒例如 : 高興、

快樂、幸福、喜悅…等，得到不滿足，或

滿足受到阻礙後，往往會出現負面性的消

極情緒例如 : 厭惡、憤怒、恐懼、羞愧…等

等。無論孩子出現什麼樣的負面的情緒，

家長應要試著學習接納他，並在接納孩子

的負面情緒前提下思考 : 孩子的負面情緒代

表著孩子什麼需求沒有得到滿足，然這種

需求是過分 ? 還是合理的 ? 是必須給予滿

足 ? 還是不能給予滿足 ?

當孩子生氣或難過時，家長千萬不要

認為孩子小，而不當回事忽略了，孩子的

情緒對於孩子的成長至關重要。處理自己

的情緒。不論大人或孩子，每個人在正常

的情況下，都會有一個情感的狀態。碰到

事情，或多或少都會有喜怒哀樂的情感表

達；隨著年齡越來越大，情感的表達也越

來越複雜；家長須先瞭解，孩子在表達情

緒背後的意思，並從日常生活中的言語、

行為舉止來觀察。

所以家長們應要學會理解孩子的內心

感受，如果孩子突然發怒時，先別急著否

認孩子的情緒，也不要對孩子發脾氣，我

們應該讓孩子認識自己的情緒，教會孩子

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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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療程後又遇新冠肺炎漫長的療程後又遇新冠肺炎

■ 文 / 恩多媽媽 - 葉冠妏

三年前一個星期天的晚上，因孩子半

夜突然哭著說：「肩膀好痛！ 」無論我如

何安撫就是無法睡覺，想著去 24 小時營

業的藥房買止痛藥，但又怕孩子只有 6 歲

止痛藥不敢亂吃，最後選擇到中國附醫兒

童醫院的急診室報到。本想著很單純的找

醫生開止痛藥，沒想到急診室醫生看到抽

血報告後要求孩子住院讓血液腫瘤科醫師

再做進一步的檢查。當時聽到孩子要住院

時只覺得恍恍惚惚並想著我只是要拿個止

痛藥為甚麼要住院呢？經過 2 個星期的抽

血檢查，一直鴕鳥心態的我覺得可能是報

告有誤或是感冒的原因，才會造成白血球

指數的飆高，但醫生看不下去了，為避免

拖延治療時間，告訴我上述原因不會造成

血球指數的異常，只好同意進行抽骨髓檢

驗，最終經過檢驗報告確診為急性淋巴白

血病。現在回想起來還真是幸運遇到警覺

性高的急診室醫生，只看血液報告覺得怪

怪的就強力建議讓我的小孩住院，這樣才

能及早發現並得到治療。

治療的時間很漫長，一共需要做完總

共三年的療程，這三年間會因打化療藥的

關係而造成免疫力低下，醫生建議為避免

受到感染，孩子的食、衣、住、行都要特

別小心，也盡量不讓孩子與人群接觸或是

去到人多的地方，以免受到不必要的感染

風險。因為這樣，療程期間無法到學校上

課。大多時候就是醫院和家裡往返。

這三年間小心翼翼的保護著孩子，卻

讓她錯失了一般小朋友垂手可得的學習或

玩樂時光。好不容易在 2021 年 4 月 21 日

時完成了療程，孩子期待的學校生活也

正式開始了。每天去到學校都有新奇的體

驗，無論是接觸新的老師、新的事物，最

重要的是有一群新的同班同學可以一起學

習，下課時還可以去操場玩躲貓貓、盪鞦

韆。每天放學後都可以聽孩子興奮的跟我

敘述在學校發生的點點滴滴。正覺得生活

逐漸步上軌道時，5 月 18 日 因新冠肺炎

(COVID-19) 確診人數飆升，學校因此採取

線上教學。感覺好像又回到化學療程的時

候，又要過著被關在家裡足不出戶的日子。

雖然很遺憾經過漫長的療程後還要繼

續面對疫情所帶來的生活不便。但自從孩

子確診後只能不斷的激勵自己關關難過關

關過。不管接下來這一場疫情不知何時才

能結束，我們仍會繼續面對並向前走。

剛得知要線上上課時，孩子完全不能接受，

常常碎碎念好不容易交到的新朋友又不可

以一起玩了。這次疫情來勢洶洶估計這二 ~

三年內還是無法回歸以往的日常生活。雖

然學校有通知 9 月 1 日正式開學，也不知

道是可以進入學校上課還是需要繼續線上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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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氾濫之時依然仰望彩虹的約定疫情氾濫之時依然仰望彩虹的約定

■ 文 / 柏堯爸爸 - 賴亮臣

2020 年 8 月 17 日凌晨是個想抹去卻

歷歷在目的一天，從小是健康寶寶的堯堯

因為氣喘送醫，拍 X 光急診醫師臉色丕變，

仍鎮定地表達他的看法並建議轉大的教學

醫院安排詳細的檢查。

到了中國附醫急診室，開始了一連串

的檢查並有醫生們與強作堅強的我，平靜

地討論著堯堯的病情，而他們專業而強烈

地建議並要求進兒童加護病房，從未單獨

睡覺的堯堯與我們開始了驚恐的 8 天 ICU

歷程，並在短時間內被醫院電話告知插管

建立他的呼吸道順暢。

因疫情影響的關係，一天只有早晚 30

分鐘的探視，我們總是第一個排隊迫不及

待地見到堯堯，即使如此，每次探視的離

開又是孩子痛徹心扉的悲鳴，一週之內各

項的檢查，抽肺水、骨髓穿刺、開刀切片，

在外焦急的我與媽媽竭盡所能地將所有的

資源挖出，腦汁都擠乾地思考怕少為孩子

做了什麼，就算周圍親朋好友溫暖安慰陪

伴，我們仍然感到無力而悲戚。直到一天

傍晚兒童 ICU 如天使般的護士姊姊要柏堯

看窗外的彩虹，從此抗癌小勇士堯堯展開

了笑顏。神說 :「我與你們並你們這裡各樣

活物所立的永約是有記號的。虹必現在雲

彩中，我看見就要紀念我與地上各種有血

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約。」（聖經創世記

9:12,16)

進入化療階段，中國附醫的醫療團隊

成了親密無間、關懷備至的親人般日夜相

處，從堯堯的驚聲尖叫，滿室護士的和聲

安慰，到每天打針劑時的談笑風生，讓我

們真切的知道，只要相信，就有奇蹟，揮

動信心的翅膀往應許之地起飛。在醫院中

不時有社工們將歡樂帶給我們，喜願社工、

紅鼻子醫生、床邊教育老師等等，還有就

是那位又高又帥的兒癌基金會社工莫旻修

哥哥，他小時候的罹癌故事就是生命的見

證更是我們癌童家長的莫大力量。那出黑

暗入光明的正面力量傳遞給所有一同經歷

的小勇士們與他們的家長們，將病痛的咒

詛成為眾人的祝福。

拜疫情所賜，堯堯是最大的得利者，

兩個姊姊都被迫停止到學校上課，大都獨

自一人在家的他，多了遊戲 Minecraft、 植

物大戰殭屍、象棋、五子棋、拍 youtube

影片、敬拜讚美神、禱告、說故事…，每

天都是歡樂的吵雜聲，少了煩人的政治口

水肥皂劇，疫情新聞關心而不糟心，出入

醫院扮演好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的角色。

保持那喜樂的心，因它乃是良藥，而憂傷

的靈，使骨枯乾，疫情當中，我們全家堅

定與病魔宣戰，但是堯堯一家依然每天祝

禱疫情早日結束，讓我們露出被口罩所遮

起來的陽光燦爛笑容，並迎向未來。不管

Covid-19 疫情如何肆虐，我們保持心情愉

快，仰望藍天，仰望那彩虹之約的應許，

懷著感恩的心，堅固不可震動的國。

洪水泛濫之時 - 耶和華坐著為王，直

到永遠。  詩篇 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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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提案 - 檸檬磅蛋糕美味提案 - 檸檬磅蛋糕
■ 食譜撰寫及操作 / 小翔媽 楊淑琇 

    審稿 / 林口長庚醫院營養師 曹雅姿

材料：

無鹽奶油 150g、細砂
糖 150、蛋 3 個、中
筋麵粉 150g( 磅蛋糕 
就是以上材料 1:1:1:1)

檸檬汁 20g、泡打粉
5g ( 如果不要泡打粉 ,
奶油必須打發成白色
後再加蛋 )

糖霜材料：糖粉
100g、檸檬汁 20g

美味提案 - 下課小點心 鹽可頌美味提案 - 下課小點心 鹽可頌

■ 食譜撰寫及操作 / 小翔媽 楊淑琇

    審稿 / 林口長庚醫院營養師 曹雅姿

配方：

高筋麵粉 300g( 一般一包重 1 公斤，
約 1/3 包 )

砂糖 20g( 約 1 大匙 )

無鹽奶油 15g

煉乳 15g( 鮮奶也可以 )

鹽 4g( 約 1-2 小匙 )

酵母粉 3g(1 小匙 )

冰水 210 cc（使用冰水較好操作且不
黏手）

翔翔治療時我就會親手幫他準備吃的，自己放心，孩子也喜歡。療程結束後順利上學，我也有

了比較悠閒的時間來準備下課點心。

最初我有到烹飪教室學，而現在線上的資訊很方便，也有付費的教學課程，不僅越做越有心得，

連孩子也會和我一起準備食材，一起看影片提醒下一步驟是甚麼，全家人享受親子共學的美好時光。

做法：

1.   所有材料 ( 奶油除外 ) 揉成糰。邊攪拌邊倒入的水，視

濕度和軟硬度決定是否再加，攪拌成團，麵團打到可以

延伸拉起不輕易斷裂的程度、捏起來的軟硬度像耳垂即

可。 

2.   再加入奶油，讓奶油逐漸吃進麵團，揉成光滑。 

3.   用保鮮膜包好、或塑膠袋套好、或保鮮盒裝好，進行第

一次發酵一小時 ( 或發成二倍大 )。 

5. 用手將麵團

 滾成水滴型，

 一一拍氣滾

 圓。 

6. 麵棍桿成長

 條型，包入

 奶油一個大

 約 5 公克。 

7. 由上往下捲

 成型，麵捲

 的收口朝下，

 擺放在墊有

 烘焙紙的烤

 盤上。 

4. 將麵團移到

工作台上，

用手掌輕壓

排氣，將麵

團秤重分割

成 50g/ 個。 

8.  再度發酵 1 小時。 

9.   烤箱 210 度預熱，烤前麵糰一層薄薄噴水或刷水。 

10.  麵捲頂端的中央撒上些許海鹽提味。 

11.  入烤箱 210 度烤 15-18 分。 

12.   麵包必須烤到表面呈金黃色、底部也有層鮮明金黃烤色

即可出爐。 

5. 加入過篩的中筋麵粉跟泡

打粉拌勻成蛋糕糊

6. 烤模刷油防沾 或鋪上烘焙

紙 ( 使成品好脫模 )

7. 烤模倒入拌好的蛋糕糊

作法：

1. 無鹽奶油軟化 ( 如果不要泡打粉 , 奶油黃色

必須打發成白色羽毛狀 )

2. 加 細 砂 糖 

( 慢慢分次

加 ) 拌勻

3. 加 蛋 ( 一 個

一個加 ) 拌

勻

4. 加檸檬汁拌

勻

8. 入烤箱上下火 170 度，全程約 40 分，中途可

調頭及劃中線使均勻受熱。

9. 烤到金黃色，用竹籤插一下是否沾粘麵糊，沒

有沾就是熟了可以出爐。

10. 糖霜作法：糖粉 100g+ 檸檬汁

20g 拌勻即可

11. 蛋糕出爐放涼即可淋上糖霜。

12. 常溫可保存 3 天，或是切片

冷凍，想吃時取出退冰即可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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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4/01~2021/04/30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4/01~2021/04/30

	 319,700	 財政部發票獎金	(4/6)

	 100,000	 彭蔭剛 (4/20)

	 60,000	 王志成 (4/8)	 廖本修 (4/13)

	 30,000	 陳紫柔 (4/6)	 陳羿廷 (4/5)	 曾筠婷 (4/2)

	 25,000	 鄭如娟 (4/19)

	 20,000	 無名氏 (4/2)	 簡國徽 (4/15)	 陳咨妤 (4/28)	 社團法人傅弘寬熱心服務慈善會 (4/20)	 蔡淑雅	傅丰筠 (4/12)	 阮岳澤 (4/29)	

	 	 張秀美 (4/19)	 吳佩芸 (4/26)	 林世玲 (4/12)	 張育珊 (4/25)

	 17,000	 陳世清 (4/15)

	 15,000	 黃一峰 (4/8)	 蘇瑞源 (4/7)	 周勁德 (4/26)

	 14,000	 楊于緯 (4/30)

	 12,765	 TCA 跳蚤市集 (4/20)

	 12,000	 黃佳蘭 (4/8)

	 10,000	 李羅楨 (4/1)	 方復璠 (4/15)	 劉博德 (4/6)	 陳永龍 (4/9)	 無名氏 (4/5)	 鍾定峰 (4/1)	 大興實業有限公司 (4/1)	 劉奕君 (4/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9)	 魏楀桓	魏楀慈	魏楀璇 (4/14)	 黃玠霖 (4/14)	 林惠芬 (4/15)	 善心人士 (4/20)	林垂熙 (4/8)	 李耀轟 (4/13)

	 	 慶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4/8)	 卓宏華	陳春涼	王曉程	陳考	劉佳宜	詹金對	余德珍	楊睿雲 (4/8)	劉雅君 (4/12)	 羅益饒 (4/20)	 羅秋平 (4/20)

	 	 善心人士 (4/24)	吳世傑 (4/20)	 善心人士 (4/28)	河南省遂平縣同鄉聯誼會	會長 : 李桂芳	副會長 : 李紹統	代表捐 (4/22)	 顏君玲 (4/24)

	 	 振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邱奕達 (4/22)	 許菀育 (4/27)	 台灣恩慈股份有限公司	(4/22)	 賴俊瑋 (4/12)	 何佳冀 (4/26)	 徐浩棟 (4/13)

	 	 善心人士 (4/27)

	 8,000	 孫瑞佑 (4/14)	 簡錦松 (4/28)

	 7,000	 高雄國際紋身展 - 陳運泰 (4/15)

	 6,700	 許聖杰 (4/27)

	 6,600	 翁杏君 (4/29)

	 6,500	 蔡媗斐 (4/12)

	 6,000	 陳忠雄 (4/1)	 林建仁	林銀象	林蔡雅惠 (4/1)	 姜智榮 (4/9)	 徐子庭 (4/27)	 互盛營造 (4/15)	謝宜靜 (4/15)	 謝佩珊 (4/15)	 林峻昱 (4/19)

	 	 陳素珍	林竣偉	林秀月 (4/15)	 葉瑞民	高瑞芬 (4/7)	 巧得實業有限公司 (4/7)	 黃昱明 (4/8)	 謝立國 (4/23)	 何宇新 (4/13)

	 	 羅仕枝 (4/28)

	 5,160	 蔡瑞紅 (4/19)

	 5,000	 茂舜科技有限公司 (4/14)	 林宛青 (4/1)	 游程富 (4/1)	 無名氏 (4/15)	 朱敬㫺 (4/18)	 葉盈汝 (4/18)	 葉力嘉 (4/16)	 蔡莉莉 (4/6)

	 	 禮釋迦 (4/6)	 善心人士 (4/6)	 余品嫻 (4/8)	 楊秀夫 (4/8)	 善心人士 (4/1)	 無名氏 (4/4)	 王閎喆 (4/12)	 王乙喆 (4/12)	 蘇素玫 (4/10)

	 	 采盟股份有限公司 (4/7)	 吳政賢 (4/5)	 黃士峰 (4/4)	 鍾凱全 (4/1)	 薛敦仁 (4/1)	 李明昌 (4/1)	 李順景 (4/1)	 陳文忠 (4/22)

	 	 林重志 (4/21)	 牛仰堯 (4/15)	 于培倫 (4/15)	 曾秀衽 (4/11)	 黃永漢 (4/1)	 黃玉靜 (4/14)	 李忠穎 (4/28)	 謝偉邦 (4/29)	 梁伯宇 (4/19)

	 	 謝韻文 (4/29)	 莊文啟 (4/7)	 康善雅 (4/7)	 林詠妍 (4/7)	 蔡宗哲 (4/7)	 曾師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20)	謙成有限公司 (4/20)

	 	 張博鈞 (4/7)	 蘇銘弘 (4/8)	 俞佳勳 (4/9)	 陳榮鍠 (4/14)	 林佳穎 (4/20)	 郭芝均 (4/22)	 劉美惠 (4/29)	 徐永志 (4/16)	 吳秀燕 (4/17)

	 	 陳廼元 (4/19)	 劉錦生 (4/19)	 林泓陞 (4/29)	 林清材 (4/20)	 煌茂水產有限公司 (4/23)	 璋明紙業有限公司 (4/23)	 林錦松 (4/1)

	 	 許錦山	林秋燕	許富翔	許栢菘 (4/23)	 高炳澤 (4/6)	 林芝汎 (4/6)	 施麗珍 (4/9)	 王承瑋 (4/9)	 蔡靚 (4/22)	 郭家琦 (4/22)

	 	 薛忠安	薛洪鳳珠 (4/13)	 黃泰棋 (4/27)	 張家瑜 (4/26)	 戴毓嫻 (4/28)	 葉其璋 (4/17)	 張庭瑄 (4/17)	 陳偉 (4/17)	 姚翔菻 (4/30)

	 	 姚富菻 (4/30)	 黃秀香 (4/27)	 黃詔紳 (4/27)	 鄭啟勲 (4/26)	 許智祥 (4/25)	 葉峻瑋 (4/30)	 黃稚寧 (4/30)	 黃靖雅 (4/30)	 張庭芸 (4/23)

	 	 旭宸科技有限公司 (4/5)

	 4,500	 陳羿廷 (4/6)

	 4,400	 Belle	Journée	美好的一天 (4/12)

	 4,000	 馬瑄吟 (4/7)	 王怡又 (4/12)	 呂理文 (4/1)	 周嘉興 (4/9)	 陳宥嘉 (4/23)	 黃上銓 (4/12)

	 3,800	 陳嬋娟 (4/20)	 小麥家烘焙坊 (4/29)	 張合舜 (4/22)

	 3,600	 胡乃勻 (4/15)

	 3,500	 林科宇 (4/1)

	 3,400	 池宗信	全家福 (4/16)

	 3,300	 OKGO 捐款 (4/1)

	 3,200	 賴嘉偉 (4/12)

	 3,000	 王新麗 (4/1)	 林錫癸 (4/1)	 吳叔民張淑惠 (4/15)	 劉峻秀 (4/14)	 洪瑞盛 (4/18)	 黃美書 (4/6)	 陳建榮 (4/6)	 王惠雪 (4/8)

	 	 張秋敏	姜寶河 (4/7)	 李揚 (4/8)	 王之承 (4/8)	 劉夏豪	劉寬	劉瑄	陳淑如 (4/20)	林森建材行 (4/20)	 謝宜達 (4/19)

	 	 宗春燕 (4/7)	 莊子頤 (4/7)	 邱瑛瑛 (4/1)	 翁甄禧 (4/1)	 潘軒碩 (4/22)	 波適康新莊店有限公司 (4/14)	 無名氏 (4/15)	 邱素櫻 (4/6)

	 	 李文祿 (4/6)	 王馨蔓 (4/15)	 葉淑良 (4/15)	 陳秋恭 (4/29)	 魏康瑋	魏康瑤	魏聖琪 (4/16)	 高雅莉 (4/16)	 李宜燕 (4/29)	 梁銘哲 (4/19)

	 	 吳瑋恩	吳育慈 (4/16)	 王文慶 (4/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8)	 吳雪娥 (4/7)	 賴麗純 (4/7)

	 	 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 (4/20)	 李元瑞	王元瑩 (4/7)	 兒童癌症基金會 (4/11)	 郭凡瑋 (4/8)	 葉黃玉 (4/8)	 黃子倚 (4/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	 陳仕芬 (4/12)	 葉瑞春 (4/12)	 黃淑玲 (4/29)	 繆祝波 (4/29)	 吳依穗 (4/20)	 謝春猛 (4/20)	 善心人士 (4/21)

	 	 黃錦雲 (4/22)	 葉晶惠 (4/28)	 張巧昀 (4/22)	 林吳阿甘 (4/23)	何淑玲 (4/26)	 林辰翰 (4/23)	 郭守智 (4/26)	 邱千軒	邱進任	邱王哖 (4/24)

	 	 王雅榛 (4/26)	 王新麗 (4/1)	 魏淑真 (4/12)	 陳湘銘 (4/22)	 王文中 (4/22)	 關家莉 (4/22)	 顏御安 (4/22)	 吳耑穎 (4/22)	 李瑋翔 (4/25)

	 	 王中彥	王中建 (4/12)	 蔡玲珍 (4/26)	 王明得 (4/13)	 張意雯 (4/27)	 蘇美月 (4/14)	 梁耀仁 (4/20)	 林雲龍 (4/15)	 蕭紋耀 (4/8)

	 	 巨升電機有限公司 (4/30)	 王耀瑧 (4/27)	 莊湘玲 (4/7)	 劉姿秀 (4/28)	 蘇文岳 (4/29)	 陳威名 (4/27)	 高熙凱 (4/27)	 蕭榮志 (4/30)

	 	 曾淑玲 (4/15)	 林斐文 (4/23)	 邱美珠 (4/23)	 鍾睿弘 (4/4)

	 2,800	 OKGO 捐款 (4/22)	 鄭美玲 (4/1)	 林佳瑩 (4/9)

	 2,700	 簡婷玉 (4/10)

	 2,650	 OKGO 捐款 (4/3)

	 2,596	 林亭均 (4/29)

	 2,500	 劉成舉 (4/14)	 張皪元 / 張崴程 (4/15)	 陳丙奇 (4/8)	 林砡綾 (4/8)	 蔡嘉洋 (4/14)	 傅旭正 (4/29)	 陳淑美 (4/29)	 江宜蓁 (4/30)

	 	 蘇立緯 (4/23)	 郭雨淳 (4/12)	 林正雄 (4/13)	 胡翔喻 (4/15)

	 2,300	 簡秀珍 (4/10)

	 2,200	 蔡睿允 (4/15)

	 2,020	 蔡苾珞 (4/8)

	 2,015	 黃宜惠 (4/22)

	 2,000	 卜祥琨 (4/14)	 高宗永 (4/14)	 胡珮瑩 (4/14)	 高靜華 (4/14)	 劉秀英 (4/1)	 汪知萱 (4/1)	 杜苡瑄 (4/1)	 吳尚恆 (4/1)	 錢雅惠 (4/17)

	 	 無名氏 ( 共用 )(4/15)	 無名氏 (4/16)	 陳智仁 (4/6)	 蔡湧信 (4/6)	 嘉鏵生技醫療股分有限公司 (4/6)	 鄭靜雯 (4/15)

	 	 鍾明錦 (4/15)	 蕭碧真 (4/8)	 兒童癌症基金會 (4/3)	 張沛瀅 (4/4)	 善心人士 (4/6)	 善心人士 (4/5)	 英甲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4/8)

	 	 善心人士 (4/1)	 吳佩珊 (4/6)	 邱信如 (4/3)	 皇廣鑄造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4/7)	 盧健勝 (4/8)	 無名氏 (4/7)	 鍾英祥 (4/11)

	 	 勤昌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4/11)	 李忠穎 (4/10)	 莊茜琦 (4/20)	 余南興 (4/20)	 苗華斌 (4/20)	 廖施景 (4/20)	 林昱廷 (4/20)	 林昱嘉 (4/20)

	 	 彭慶添 (4/20)	 冠鼎工業有限公司 (4/20)	 周銘慶 (4/20)	 徐家琪 (4/20)	 趙子銘 (4/17)	 趙伯綸 (4/16)	 無名氏 (4/16)	 鄭惠慈 (4/12)

	 	 邱秉媛 (4/7)	 洪光熙	陳靜珠 (4/1)	 無名氏 (4/6)	 范夢軒 (4/5)	 劉尹莘 (4/4)	 吳慧敏 (4/3)	 張振宗 (4/1)	 黃錫成 (4/1)

	 	 簡辰光 (4/1)	 江元宏 (4/1)	 黃恆逸 (4/1)	 謝惠珠 (4/1)	 黃基銘 (4/1)	 洪淑媛 (4/1)	 鍾景煬 (4/1)	 張哲明 (4/1)	 蔡耀裕 (4/1)

	 	 吳佳玲 (4/1)	 林侑瑩 (4/1)	 鄭莉廩 (4/15)	 德勋有限公司 (4/14)	 林淑惠 (4/13)	 黃勇勝 (4/13)	 楊雪代 (4/6)	 鄭凱懌 (4/15)

	 	 黃博麒 (4/15)	 王瀛屏 (4/15)	 無名氏 (4/15)	 林育甯 (4/15)	 柯朋昌 (4/6)	 李振德 (4/6)	 陳尚澤	江麗玲	陳士修	陳瑀涵 (4/6)

	 	 李雅玲 (4/20)	 王建宏 (4/7)	 張耕梓 (4/2)	 吳玟諺 (4/29)	 池燿廷 (4/11)	 林子文 (4/11)	 陳建良 (4/9)	 徐志偉 (4/8)	 陳蓉容 (4/7)

	 	 李存濬 (4/7)	 黃雅慧 (4/1)	 葉晉源 (4/1)	 洪朝和 (4/14)	 王柔扉 (4/28)	 葉恭宜 (4/14)	 郭俊榮 (4/14)	 陳林阿綉 (4/15)	高予林 (4/15)

	 	 王智豊 (4/15)	 陳榮宗 (4/15)	 高誌鴻 (4/15)	 鄭雯心 (4/15)	 張瑋玲	張景翔 (4/29)	 董佩怡 (4/29)	 江禹葳 (4/29)	 賴玟吟 (4/29)

	 	 李建民 (4/29)	 黃勝燦 (4/19)	 李淑婉 (4/29)	 勝興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4/28)	 黎禹瑄 (4/29)	 李婕瑀	李忻樺 (4/29)

	 	 林佳瑩 (4/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7)	 黃譯葶 (4/20)	 鄒靖楠 (4/20)	 遠祥國際有限公司 (4/20)	 黃馨賢 (4/7)	 吳錦芬 (4/7)

	 	 大輪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7)	 黃憲宗 (4/7)	 善侑會計師事務所 (4/17)	 鴻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20)	 邱茂生 (4/8)

	 	 葉佳宸 (4/8)	 吳任凱 (4/9)	 吳玉華 (4/8)	 江麗蘭 (4/20)	 蔡玉娟 (4/20)	 楊孋芸 (4/20)	 王心瀚 (4/20)	 王歆絜 (4/8)	 善心人士 (4/15)

	 	 善心人士 (4/19)	顏淑惠 (4/20)	 蔡念庭	蔡哲維	蔡忠旗	盧淑秋 (4/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	 詹育千 (4/30)	 黃文玲 (4/13)	 白米。咖菲。蘋果派	Ma	Petite	F'ee	Mia(4/12)	 鄒凭晏 (4/12)	 鄧名珊 (4/29)

	 	 王凱芬 (4/29)	 吳麗文 (4/16)	 萬太企業有限公司 (4/19)	 陳建廷 (4/30)	 葉皓銘 (4/29)	 友展企業有限公司 (4/21)	 馮啓全 (4/21)

	 	 OKGO 捐款 (4/20)	 奇磊股份有限公司 (4/20)	 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22)	 王彥閔 (4/29)	 黃中岳	黃允宏 (4/21)

	 	 熊雪如 (4/24)	 李卓穎 (4/26)	 李翎綺 (4/23)	 陳宣穎 (4/27)	 劉芳語	賴孟暖 (4/23)	 劉偉行 (4/26)	 邵彩連 (4/22)	 王義仲 (4/26)

	 	 詹妙葵 (4/26)	 宮家寶 (4/27)	 林素馨 (4/27)	 楊賢泰 (4/27)	 廖淑絹 (4/14)	 許秀穎 (4/14)	 楊志偉 (4/14)	 宮家寶 (4/1)	 余沂樺 (4/1)

	 	 黃維春 (4/1)	 林淑美 (4/1)	 鄭政輝 (4/1)	 陳慧玲	林曉亭 (4/1)	 楊雲志 (4/6)	 鄭素芬 (4/15)	 黃錚芩 (4/9)	 楊佳麟 (4/9)

	 	 歐陽俊華 (4/9)	 賴映秀 (4/22)	 蘇微惠 (4/22)	 陳進益 (4/10)	 林鼎祐 (4/23)	 江宜娟 (4/12)	 鐘月香 (4/12)	 洪錦花 (4/12)	 吳玉玲 (4/10)

	 	 陳麗珍 (4/12)	 陳信瑋 (4/22)	 尤滿玉 (4/12)	 許芳慈 (4/22)	 王德勳 (4/22)	 莊如芳 (4/22)	 黃明熙 (4/22)	 葉炳男 (4/22)	 鄭家洧 (4/22)

	 	 傅美慧 (4/22)	 陳薈庭 (4/10)	 陳薇任 (4/10)	 陳柏懷 (4/10)	 漢翔公司慈光社 (4/10)	 林建興 (4/12)	 許嘉峻 (4/25)	 無名氏 (4/25)

	 	 李崇慶 (4/23)	 周志誠 (4/13)	 劉睿楷 (4/13)	 鐘志鴻 (4/13)	 黃惠美 (4/13)	 宋麗玲 (4/26)	 吳三賢 (4/13)	 蕭林月娥 (4/13)	陳憲璋 (4/13)

	 	 王秀蘭 (4/13)	 謝碩任 (4/26)	 林贊源 (4/24)	 高銘駿 (4/23)	 胡敏 (4/22)	 夏錦瑞 (4/22)	 饒嘉明 (4/14)	 善心人士 (4/14)	簡嘉利 (4/14)

	 	 廖進賢 (4/11)	 鄭延吉 (4/10)	 吳佰奇 (4/9)	 黃琳綺 (4/9)	 江俊毅 (4/8)	 黎辰瑄 (4/29)	 黃維春 (4/29)	 洪秀芬 (4/29)	 洪上程 (4/30)

	 	 李奕楨	吳梅香	李岱勳	李岱峯 (4/30)	 李裕國 (4/23)	 黃楷祐	黃衍逞 (4/27)	 劉宜芳 (4/27)	 陳秀英 (4/29)	 劉哲瑋 (4/7)

	 	 張雅芬 (4/6)	 黎麒煒 (4/29)	 楊凱鈞 (4/29)	 吳永盛 (4/29)	 陳玉燕 (4/29)	 金牛餐飲 (4/28)	劉怡芬 (4/26)	 吳宛怡 (4/26)	 陳威宇 (4/30)

	 	 黃秀萍 (4/25)	 范若婕 (4/17)	 陳恩萍 (4/16)	 范書豪 (4/27)	 溫千瑤 (4/5)	 黃雅惠	何祈叡	何宥臻	何朋晢 (4/5)

	 1,850	 吳書慧 (4/11)

	 1,800	 吳新鈞 (4/1)	 台北市私立菁英幼兒園 (4/14)

	 1,796	 台灣火鷓鴣服務協會 (4/29)

	 1,700	 無名氏 (4/9)	 何晉維 (4/19)

	 1,688	 廖峻威 (4/26)

	 1,600	 李勁志 (4/15)	 OKGO 捐款 (4/10)	 鄭新丁 (4/23)	 黃永峰 (4/9)	 林英琴 (4/29)

	 1,500	 張軒綺 (4/14)	 范芯華	劉曉菁	劉玟鑫 (4/6)	 菖鴻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4/6)	 孔姵心 (4/15)	 何淑滿 (4/15)	 吳淑花 (4/6)	 張庭萱 (4/8)

	 	 潘柔諭 (4/8)	 大器聯合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統編 27524542(4/8)	 無名氏 (4/6)	 菖源股份有限公司 (4/7)	 石碧月 (4/9)

	 	 菖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6)	 劉乾良	劉玟伶	劉玟妤 (4/6)	 趙惠環 (4/8)	 陳建宏 (4/7)	 蘇宸黎 (4/15)	 蘇宸漢 (4/15)	 吳雅萍 (4/29)

	 	 邱錦泉 (4/28)	 周賜杰 (4/7)	 連千惠	連宇璋	連建洲 (4/7)	 酆碧雲 (4/7)	 彭文芳 (4/20)	 張秀琴 (4/20)	 謝榮祥	劉筱錡 (4/8)

	 	 楊于萱 (4/20)	 鄭明興 (4/8)	 劉淑華 (4/8)	 陳萇鴻	陳玉梅 (4/8)	 享樂中壇元帥 (4/10)	 菖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4/1)

	 	 邱奕達	邱王哖	邱進任 (4/29)	 吳永清 (4/1)	 吳家威 (4/1)	 李善豪	周育榛	李為德 (4/1)	 呂信君 (4/1)	 李明易 (4/1)	 蘇玩伶 (4/2)

	 	 李旭振 (4/6)	 呂佩純	呂依璇	呂翊綺 (4/6)	 曾仁德 (4/9)	 羅欽賢 (4/22)	 侯麗梅 (4/22)	 陳憲霆 (4/13)	 天使 (4/22)	 王藝親 (4/21)

	 	 鍾乃宇 (4/30)	 林倉億 (4/27)	 張青玲 (4/5)	 吳佳頤 (4/1)	 林旻諠 (4/17)

	 1,402	 康文揚 (4/21)

	 1,400	 黃平和	黃彥彰	蔡麗金	黃靜鈴	周雅紋	黃晨軒	黃煦宸 (4/20)	 無名氏 (4/13)	 OKGO 捐款 (4/14)

	 1,388	 OKGO 捐款 (4/16)

	 1,300	 劉夏欣 (4/8)	 郭欣悅 (4/16)	 OKGO 捐款 (4/13)	 OKGO 捐款 (4/26)

	 1,253	 莊家和	莊宏益 (4/23)

	 1,249	 陳惠玲 (4/9)

	 1,228	 陳依茹 (4/17)

	 1,200	 姚昱伶 (4/8)	 盧霽千 (4/8)	 羅國基 (4/8)	 黃翠萍 (4/8)	 蔡玉葉 (4/12)	 韓寶珠	趙芯誼	趙于薇	趙翊筑	趙明龍	趙馥儒 (4/6)

徵信芳名錄徵信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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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4/01~2021/04/30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4/01~2021/04/30

	 	 王玉英 (4/20)	 善心人士 (4/20)	陳續元 (4/20)	 黃秀雲 (4/20)	 林青蓉 (4/20)	 黃美翠 (4/20)	 吳傳宏 (4/20)	 曾麗君 (4/20)	 張莘瑜 (4/20)

	 	 何彥霖 (4/21)	 善心人士 (4/26)	兒童癌症基金會 (4/27)	 許純維 (4/21)	 樓雅萍 (4/21)	 劉容淨 (4/21)	 大家愛心 (4/21)	何宜鴻 (4/21)

	 	 李沐宸 (4/21)	 方寶燕 (4/21)	 徐達順	田秀英	徐鳳珠	廖傑安 (4/21)	 劉安旗 (4/21)	 譚秀娟 (4/21)	 鄭翠琴 (4/21)	 梁秀雪 (4/26)

	 	 施義舜 (4/26)	 孫積儀 (4/23)	 林耀章 (4/22)	 何湘文 (4/23)	 李淑芬 (4/22)	 周裕崴 (4/22)	 林秀玲 (4/22)	 林美麗 (4/22)	 曲雪卿 (4/23)

	 	 劉姿宜 (4/23)	 彭子晟 (4/23)	 盧美賢 (4/23)	 莊麗娟 (4/23)	 許淑慧 (4/23)	 王燕珠 (4/23)	 黃美芬 (4/23)	 林佩樺 (4/23)	 黃孟聰 (4/26)

	 	 石振輝 (4/26)	 茶湯會股份有限公司 (4/29)	 許竣傑 (4/24)	 高菁敏 (4/26)	 茹毅紅 (4/27)	 黃熙軍 (4/27)	 盛筠淅 (4/27)	 廖添彬 (4/27)

	 	 紀寶猜	陳文燦	陳志豪	陳可欣 (4/27)	 尤又賢 (4/27)	 林文鶯 (4/27)	 許保民等六人 (4/14)	 江昭瑩 (4/14)	 崔明貴 (4/14)

	 	 傅秀雅 (4/14)	 李政模 (4/14)	 廖美鈴 (4/14)	 黃淑苑 (4/14)	 朱成棟	朱王春于 (4/14)	 莊大億 (4/14)	 莊子歆 (4/14)	 辛珮琪 (4/14)

	 	 張瓊文 (4/14)	 陳維堉 (4/14)	 張永聖 (4/14)	 田家瑄 (4/14)	 田乃云 (4/14)	 陳威銘 (4/14)	 謝玲玲 (4/14)	 李貴蓮 (4/14)	 陳維憲 (4/14)

	 	 黃晟硯 (4/14)	 洪淑瑩 (4/14)	 宋弘軒 (4/14)	 李亞諭 (4/1)	 黃兆毅 (4/1)	 楊婉平 (4/1)	 楊庭龢 (4/1)	 孫積儀 (4/1)	 謝文鳳 (4/1)

	 	 李春味 (4/1)	 高長慶 (4/1)	 曾安民 (4/1)	 世貿海運承攬運送股份有限公司 (4/6)	 王宗升 (4/15)	 郭憲霖 (4/6)	 曹珮雯 (4/15)

	 	 小飛象	手作 (4/6)	 無名氏 ( 共用 )(4/15)	 無名氏 ( 共用 )(4/15)	 黃士軒 (4/15)	 劉旆希 (4/15)	 蔣慧鈴 (4/15)

	 	 陳正達 (4/9)	 李勁達 (4/9)	 張群 (4/9)	 鄭雅云 (4/9)	 陳映羽 (4/9)	 林志良 (4/9)	 林瓊君 (4/9)	 夏平 (4/9)	 陳律嘉 (4/9)

	 	 徐舒眉 (4/9)	 莊詠甯 (4/9)	 黃幼滇 (4/9)	 陳慧如 (4/9)	 林清榮 (4/9)	 黃淑為 (4/22)	 蔡宏祥 (4/22)	 吳建璜 (4/22)	 李淑蘭 (4/22)

	 	 江隆昇 (4/22)	 鄒開鑄 (4/22)	 蘇立菁 (4/22)	 劉俊亨 (4/22)	 林瓊汝 (4/22)	 魏秀鳳 (4/10)	 吳翠文 (4/22)	 無名氏 (4/22)	 蔡梅君 (4/12)

	 	 花文樹 (4/12)	 陳世恩 (4/12)	 詹淑幸 (4/12)	 林錦城 (4/12)	 金大腳養生館 (4/12)	 鑫艷酒店 (4/12)	虞邦心 (4/22)	 林宣吟 (4/10)

	 	 楊安庭 (4/12)	 王玲 (4/22)	 林佩燁 (4/22)	 胡信哲 (4/22)	 吳思宇 (4/22)	 張嫌 (4/12)	 無名氏 (4/25)	 江韻如 (4/22)	 蕭清洲 (4/22)

	 	 余淑杏 (4/22)	 鍾明宏 (4/22)	 林秉森 (4/22)	 葉文圭 (4/22)	 陳玉書 (4/22)	 曾于恩 (4/22)	 呂雨澄 (4/22)	 邱志玄 (4/22)	 劉立麗 (4/22)

	 	 陳靚 (4/22)	 陳求宏	林翠貞	陳薏婷	陳顗翔	陳顗喆 (4/22)	 張婧淳 (4/22)	 曹雨萱 (4/22)	 陳昱翔 (4/22)	 陳怡縉 (4/22)	 陳昱誠 (4/22)

	 	 温雅茹 (4/22)	 盧廷煜 (4/22)	 鄭偉仕 (4/22)	 楊啟靖 (4/22)	 沈詩芸 (4/22)	 林冠伶 (4/22)	 周昱翔 (4/22)	 魏志強 (4/22)	 邱玉環 (4/22)

	 	 魏宏霖 (4/22)	 陳慧娟 (4/22)	 康錦豐 (4/22)	 黃琦絜 (4/22)	 羅慧明 (4/22)	 呂美珠 (4/22)	 施絢欽 (4/22)	 葉榮洋 (4/22)	 林佑羚 (4/22)

	 	 甲渥國際建材有限公司 (4/22)	 林柏穎 (4/22)	 高敏卿 (4/22)	 侯孟芬 (4/22)	 蕭欣羽 (4/22)	 劉丹 (4/22)	 黃玫陵 (4/22)	 李王靜好 (4/12)

	 	 林佳佳 (4/12)	 張貴媚 (4/25)	 施皓婷 (4/24)	 黃文輝 (4/24)	 陳姿穎 (4/13)	 陳素傑 (4/13)	 劉子綝 (4/13)	 徐振誠	徐振中 (4/13)

	 	 孫品蓁 (4/13)	 賴秋雲 (4/13)	 姜元靜 (4/13)	 陳添益 (4/13)	 汪志明 (4/13)	 簡大閎	簡大盛	簡伯育	簡唯霓	簡孝安 (4/14)	 沈智平 (4/14)

	 	 林紀旭 (4/13)	 游孟君 (4/13)	 李蕙萍 (4/27)	 許英倫 (4/27)	 蕭靖洋 (4/14)	 洪美津 (4/14)	 何湘文 (4/14)	 吳憲明 (4/13)	 陳賜國 (4/13)

	 	 溫怡婷 (4/14)	 毛嘉慶 (4/13)	 余瑞梅 (4/13)	 李奕廷 (4/28)	 行天宮還願 (4/28)	 烏龜超人 (4/28)	徐宛如 (4/20)	 李沛縈 (4/28)

	 	 張聆希	張楷弦	李宗蓉 (4/28)	 陳慧嫺 (4/26)	 程裕權 (4/26)	 李政道 (4/24)	 林俊毅 (4/24)	 謝孟昌 (4/23)	 盧小姐 (4/23)	 凃應良 (4/22)

	 	 張育睿 (4/22)	 柯勝強 (4/21)	 林佳燕 (4/21)	 小餅乾 (4/20)	 洪慧玲 (4/20)	 陳慧嫺 (4/19)	 程裕權 (4/19)	 黃詩涵 (4/19)	 陳雅婷 (4/18)

	 	 劉秋娟 (4/27)	 李陳芸 (4/28)	 石惠瓊 (4/18)	 黃梓瑋 (4/18)	 楊達正 (4/17)	 孫晨皓 (4/17)	 黃曉玫 (4/17)	 陳畇喬 (4/17)	 梁秀鳳 (4/16)

	 	 紀子儀 (4/16)	 高雄小港張秋月 (4/15)	 clivelan(4/15)	 正能量科技 (4/15)	 黃莉宜 (4/14)	 陳怡蓉 (4/14)	 善心人士 (4/14)

	 	 陳正倫 (4/12)	 yuan(4/12)	 鄧雅黛 (4/12)	 李秀花 (4/12)	 蔡友祥 (4/11)	 鄭晴芯 (4/11)	 陳麒緯 (4/10)	 湯文臣 (4/9)	 吳秉林 (4/8)

	 	 何琳祐 (4/8)	 林麗喜 (4/8)	 吳培豪 (4/8)	 甜甜圈幼兒園 (4/29)	 黎心慈	蔡昆諺 (4/29)	 楊淑娟 (4/29)	 林銘勇 (4/30)

	 	 張凱毓 (4/30)	 洪佩希 (4/26)	 洪詩頤 (4/26)	 吳佑娟 (4/26)	 洪崇智 (4/26)	 鄭心緹 (4/27)	 王東三 (4/27)	 謝易展 (4/30)	 廖金梅 (4/29)

	 	 蔡宗益 (4/29)	 劉文竹 (4/8)	 陳禹安 (4/8)	 曾子芸 (4/8)	 黃先生 (4/7)	 善心人士 (4/6)	 藍文茵 (4/6)	 張詠淳 (4/6)	 張凱傑 (4/6)

	 	 張秀門 (4/6)	 陳子緯 (4/6)	 蔡易哲 (4/5)	 賴政愷 (4/4)	 雷國昀 (4/4)	 郭家銘 (4/4)	 王雪紛 (4/3)	 吳郁芬 (4/28)	 江宜庭 (4/29)

	 	 李燦煌	李昱鋒 (4/29)	 劉素琴 (4/29)	 陳子緯 (4/3)	 李榮富 (4/2)	 張家豪 (4/2)	 蕭采芳 (4/1)	 孫美枝 (4/1)	 葉嘉榮 (4/1)

	 	 彭邦誌 (4/1)	 chao(4/1)	 蔡好菜 (4/1)	 吳冠甫 (4/27)	 賴美享 (4/28)	 陳有財 (4/28)	 簡浩鈞 (4/28)	 徐福漂 (4/29)	 甘雲霞 (4/28)

	 	 許哲源 (4/29)	 謝舉泉 (4/29)	 黎高興	黎儀萱 (4/29)	 周育誠 (4/28)	 倍倍寵物有限公司 (4/27)	 陳衍良 (4/26)	 王偉名 (4/25)

	 	 詹俊雄 (4/25)	 江瑞懷 (4/30)	 涂邑勳 (4/30)	 徐銘駿 (4/30)	 紀維綱 (4/30)	 張舒婷 (4/30)	 旭安科技 (4/28)	陳玉霞 (4/25)	 李浤源 (4/17)

	 	 顏志璋 (4/17)	 林柏儀 (4/28)	 陳宗榮林麗敏 (4/16)	 何明彥 (4/16)	 連宏竣 (4/16)	 吳彥衡 (4/15)	 張立群 (4/28)	 劉美潔 (4/15)

	 	 邱振輝 (4/15)	 蔣明貴 (4/6)	 楊俊德 (4/3)	 莊曜宇 (4/3)	 李星範 (4/23)

	 996	 徐星宇 (4/29)

	 990	 黃武永 (4/29)

	 900	 易惠玲 (4/15)	 黃俊偉 (4/27)	 蔡璇如 (4/28)	 OKGO 捐款 (4/9)	 OKGO 捐款 (4/21)	 彭英祥 (4/23)	 郭璟萱 (4/22)

	 	 洪麗玲 (4/27)	 黃苹瑞 (4/17)

	 800	 王逸嫻 (4/14)	 蔡淑真 (4/14)	 無名氏 (4/15)	 鄭美如 (4/8)	 蔡淑隆 (4/8)	 蘇政泓 (4/8)	 高豪志 (4/15)	 中興巴士 (4/29)	張毓 (4/17)

	 	 林保仁 (4/20)	 陳誼桓 (4/29)	 OKGO 捐款 (4/2)	 OKGO 捐款 (4/6)	 武家榆 (4/20)	 田雅文 (4/25)	 黃哲璋 (4/8)

	 	 蘇柏傑 (4/9)	 金晴有限公司 (4/22)	 蔣若涵 (4/22)	 林怡君 (4/22)	 劉東慶 (4/22)	 林均璞 (4/27)	 蘇晧銘 (4/12)	 張尹曦 (4/10)

	 	 陳惠雯 (4/30)	 陳立昀 (4/5)	 余月華 (4/28)

	 786	 陳秋戀 (4/6)

	 750	 陳澄霞 (4/20)	 林宗模 (4/20)	 林禹圻 (4/22)

	 735	 王婷儀 (4/22)

	 721	 吳堉帆 (4/14)

	 700	 曹方馨 (4/10)	 張綉春 (4/1)	 江宜梅 (4/1)	 廖姻斐 (4/1)	 洪綺鴻 (4/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9)

	 	 黃義盛 (4/8)	 陳君涵 (4/20)	 劉曉蘭 (4/19)	 小魚兒服飾	鄭雅芳 (4/19)	 OKGO 捐款 (4/27)	 OKGO 捐款 (4/29)

	 	 蔡佳穎 (4/22)	 張清泉	褚麗卿 (4/12)	 劉興品 (4/28)

	 666	 朱寵惠 (4/1)

	 660	 周秉濂 (4/20)	 周承葦 (4/20)

	 630	 莊涵雯 (4/29)

	 610	 夏莉淇 (4/29)

	 600	 呂欣泰 (4/1)	 林勳爵 (4/14)	 陳銀英 (4/14)	 曹馨心 (4/14)	 簡溢宏 (4/15)	 周祐榆 (4/8)	 林郁軒 (4/8)	 鄭雅君 (4/8)	 張玉明	(4/8)

	 	 李期陽 (4/8)	 陳梅雪 (4/8)	 李奕德 (4/8)	 黃怡馨 (4/8)	 儲玉媛 (4/8)	 楊淑媛 (4/8)	 吳欣曈 (4/8)	 黃禹霏 (4/8)	 吳淑靜 (4/8)

	 	 佘芮蓁 (4/8)	 正鑫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4/8)	 賴卉溱 (4/6)	 李俐璇 (4/6)	 鄭心竺 (4/5)	 江毅生 (4/1)	 張維真 (4/1)	 廖宸毅 (4/1)

	 	 謝佳妤 (4/1)	 葉耿華 (4/1)	 盧茗蓁 (4/1)	 白昇永	施淑芬	白育慈	白芳瑜 (4/1)	 董晟余 (4/21)	 傅雅嵐 (4/20)	 賴光村 (4/6)

	 	 黃耀輝 (4/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2)	 陳漢克 (4/8)	 楊祝明 (4/8)	 鄒年恩	賴瑞蓮	鄒永隆	鄒鳳蘭	黃俊瑋 (4/8)	 林巧雯 (4/1)

	 	 傅秀菊	張國樓	張景睎	林宸妤	張嫚軒	張善皓 (4/16)	 郭振山 (4/17)	 陳文清 (4/29)	 劉素惠 (4/27)	 許幼如 (4/27)	 楊迪華 (4/14)

	 	 林杏林 (4/22)	 黃嘉豪 (4/16)	 簡凱翔 (4/13)	 魏子晏 (4/4)	 蔡宗衡 (4/1)	 粉仔 (4/27)

	 1,100	 董惠如 (4/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9)	 劉孜庭	劉胤承	蘇宥丞	蘇宥伃 (4/1)	 OKGO 捐款 (4/17)	 OKGO 捐款 (4/25)

	 1,087	 羅芯怡 (4/15)

	 1,026	 賴利雄 (4/27)

	 1,020	 劉洺賢 (4/15)

	 1,015	 潘德旗 (4/6)

	 1,010	 張綺恩	張中昱 (4/15)	 張中昱 (4/15)

	 1,000	 楊宏基 (4/14)	 李培金	李林依金 (4/1)	 張雪美 (4/1)	 張美足 (4/1)	 劉素琴 (4/1)	 朱佳梅 (4/1)	 劉佩怡 (4/1)	 蔡淑宜 (4/1)

	 	 曾兆慶 (4/14)	 黃麗秋 (4/14)	 蕭昭雄 (4/14)	 黃鈺婷	邱伊辰	邱聖翔	邱奕祺	孫錦堂 (4/14)	 蔡馨儀 (4/14)	 黃浩耕 (4/14)	 高治圻 (4/14)

	 	 江惠瑜 (4/14)	 孫永安 (4/14)	 鮑麗美 (4/14)	 彭秀楹 (4/13)	 沈祐平 (4/19)	 周文瀚 (4/15)	 李東穎 (4/15)	 曾心怡 (4/15)	 蔡昇豪 (4/15)

	 	 顏英菊 (4/6)	 吳玉印 (4/15)	 吳家寬 (4/15)	 陳怡君 (4/15)	 無名氏 (4/15)	 鄭楷軒	蔡淑芬	鄭明輝	(4/15)	 江志隆 (4/15)	 謝宥如 (4/15)

	 	 林洧谹 (4/6)	 世貿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 (4/6)	 王禹蓉	王榕萱	王仟鋒 (4/6)	 邱美惠 (4/6)	 楊張阿燕 (4/6)	 吳美佐 (4/6)

	 	 鄭文義 (4/6)	 林憲仁 (4/6)	 陳亮臣	陳靖璿	劉曉君	陳彥蓁 (4/6)	 蔡依菱 (4/15)	 黃玉英 (4/15)	 林美慧 (4/15)	 郭柏瀚 (4/8)

	 	 郭柏承 (4/8)	 于秉辰 (4/8)	 唐佐幸 (4/8)	 劉育吟 (4/8)	 善心人士 (4/2)	 劉澤滄 (4/8)	 楊忠明 (4/8)	 廖容岑 (4/8)	 林淑芬 (4/7)

	 	 陳于毅 (4/8)	 張怡婷 (4/8)	 蔡卓錚 (4/8)	 洪于絜 (4/8)	 文宗麟 (4/8)	 劉書合 (4/8)	 林淑慧 (4/8)	 劉志信 (4/8)	 林谷裕 (4/8)

	 	 楊宗恩 (4/8)	 游慧敏 (4/8)	 黃培誠 (4/8)	 陳錦鐘 (4/8)	 歐陽貞穎 (4/8)	 楊子陞 (4/8)	 龔雙慶 (4/8)	 許珮雯 (4/8)	 麥家豪 (4/8)

	 	 麥維倫 (4/8)	 黃雪梅 (4/8)	 簡苑倩 (4/8)	 林永宸 (4/8)	 林雅姿 (4/8)	 郭原宏 (4/8)	 黃玫陵	(4/8)	 陳林澤 (4/8)	 陳媚綺 (4/8)

	 	 莊子頤 (4/8)	 林永重 (4/8)	 沈昭仁 (4/8)	 黃靖雅 (4/8)	 蕭璽彧 (4/1)	 陳泓睿 (4/7)	 黃奕睿 (4/6)	 黃鐘葦 (4/7)	 謝孟機 (4/9)

	 	 張凱婷 (4/6)	 童國誠 (4/20)	 李美莉 (4/20)	 莊麗惠 (4/20)	 周長平 (4/20)	 廖清俊 (4/20)	 羅嘉寧 (4/20)	 楊兆平 (4/20)	 陳秋茹 (4/20)

	 	 林瓊華 (4/20)	 劉宜榛 (4/20)	 蘇淑英 (4/20)	 吳心硯	(4/20)	 吳心畫 (4/20)	 龔怡夙 (4/1)	 王君豪 (4/6)	 劉羲晟 (4/4)	 魏兆宏 (4/4)

	 	 無名氏 (4/3)	 無名氏 (4/3)	 陳徵平 (4/1)	 鄭色孟 (4/1)	 曾鈺珈 (4/1)	 無名氏 (4/1)	 蘇雅琪 (4/1)	 顏維志 (4/1)	 李淑蓉 (4/1)

	 	 莊桂惠 (4/1)	 葉上菁 (4/1)	 林芳至 (4/1)	 林淵欽 (4/1)	 張鈞維 (4/1)	 陳盈州 (4/1)	 張淑儀 (4/1)	 蘇怡頤 (4/1)	 方文波 (4/1)

	 	 郭品祐 (4/1)	 高美祝 (4/1)	 統宇電研股份有限公司 (4/1)	 孫婕祐 (4/1)	 朱彥堯 (4/1)	 余美玲 (4/1)	 林明宜 (4/1)	 江沛峰 (4/1)

	 	 洪西彬 (4/1)	 王宥崴 (4/1)	 林欣歡 (4/1)	 曾奕霏 (4/1)	 林金龍 (4/1)	 沈依欣 (4/1)	 楊美雲 (4/1)	 梅登富 (4/1)	 黃子馨 (4/1)

	 	 倪庭恩 (4/1)	 林享億 (4/1)	 倪正杰 (4/1)	 詹益能 (4/1)	 詹世明 (4/1)	 李璦均 (4/1)	 李日農 (4/1)	 劉俞旻 (4/1)	 張盈甄 (4/1)

	 	 潘明慧 (4/1)	 鄭芝昀 (4/1)	 柯凱文 (4/1)	 紀銘祥 (4/1)	 張素秋 (4/1)	 陳雪青 (4/1)	 謝惠珍 (4/1)	 朱美惠 (4/1)	 蔡超塵 (4/1)

	 	 陳志維 (4/1)	 古文銘 (4/1)	 陳昭菁	(4/1)	 毛良慶 (4/1)	 陳思齊 (4/22)	 林經哲 (4/22)	 盧毫梃 (4/21)	 林沂樂 (4/20)	 李柏緯 (4/20)

	 	 徐逢甫 (4/20)	 李憶婷 (4/20)	 賴塏升 (4/20)	 平家菱 (4/19)	 吳東祐 (4/19)	 陳維埕 (4/15)	 謝宗銘 (4/12)	 蔡逸凱 (4/3)	 陳佑慈 (4/3)

	 	 張勝杰 (4/15)	 陳彥甫 (4/15)	 陳孟宏 (4/15)	 柯秀婷 (4/15)	 陳家億 (4/15)	 吳育賢 (4/15)	 謝鳳玉 (4/15)	 謝秀足 (4/15)	 黃昱皓 (4/15)

	 	 陳裕盛 (4/15)	 劉柏敏 (4/15)	 簡慈怡 (4/15)	 胡秀萍 (4/15)	 陳怡安 (4/15)	 陳燕芳 (4/15)	 吳慶隆 (4/15)	 江元宏 (4/15)	 陳廷寬 (4/6)

	 	 鄭葉密	鄭正義	鄧如珍	鄭如惠	蔡鎮成	鄭吉盛	蔡宗翰 (4/6)	 楊翔任	楊淞壹	楊品寬 (4/6)	 劉白江	莊玉娥 (4/6)	 李信毅 (4/6)

	 	 高鈺軒	高鈺旂 (4/6)	 楊子藝	楊紹然	余碧雲 (4/6)	 孫新焱 (4/6)	 陳佳慧 (4/2)	 柯良玉 (4/2)	 彭邦誌 (4/29)	 葉宥朋 (4/29)

	 	 葉蕙葶 (4/11)	 余文家 (4/11)	 邱芳蘭 (4/11)	 潘郁紫 (4/11)	 曾于真 (4/10)	 王韋旺 (4/10)	 柳欣怡 (4/10)	 程玉婷 (4/9)	 陳惠華 (4/9)

	 	 賴志和 (4/8)	 張淑媛 (4/8)	 高鈺涵 (4/8)	 宋昆瑾 (4/8)	 胡采翎 (4/8)	 邱庭萱 (4/7)	 胡詩嫈 (4/6)	 陳誌馨 (4/29)	 陳誌睿 (4/29)

	 	 陳幼玫 (4/29)	 馮雪真	李瑞盈 (4/29)	 陳于寧 (4/1)	 陳柏源 (4/1)	 王俐媛	社團群組訂購朋友 (4/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30)

	 	 龍德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4/14)	 郭麗秋 (4/14)	 李維彬 (4/14)	 何佳益 (4/14)	 陳曉瑭 (4/14)	 鍾淑芳 (4/14)	 無名氏 (4/27)	 許湘筠 (4/14)

	 	 林定積 (4/14)	 李春雄	周碧惠 (4/15)	 涂子文闔府 (4/15)	 孫柏年 (4/15)	 黃玖美 (4/15)	 林靖戎 (4/15)	 許麗紅 (4/15)

	 	 光偉塗裝機械有限公司 (4/15)	 康守花 (4/15)	 邱雯蒨 (4/15)	 張歆悦 (4/28)	 陳雅齡 (4/16)	 塗雅淇 (4/16)	 林春梅 (4/16)	 陳永添 (4/16)

	 	 洪博文	洪苡相	許瓊方	洪韻婷	洪丞和 (4/19)	 陳俊良	張智淑	陳怡安	陳楷鈞 (4/19)	 劉鎵畇	劉品逸 (4/19)	 車淑珍 (4/19)

	 	 蔡金智 (4/19)	 彭增陵	林淑珍 (4/15)	 卓哲安 (4/15)	 杜諺穎 (4/15)	 陳嬿茹 (4/15)	 吳川溢 (4/15)	 尹俐文 (4/29)	 陳忻言 (4/29)

	 	 劉春秀 (4/29)	 陳秋蓁 (4/29)	 寸甲龍 (4/15)	 張宇璿 (4/29)	 柯若妍 (4/29)	 田馥綿 (4/29)	 陳若蘋 (4/29)	 江瑞芝 (4/29)	 周畇奇 (4/29)

	 	 黃麗蓉 (4/29)	 黃劉美 (4/29)	 黃麗鈴 (4/29)	 陳慧珊 (4/29)	 鄒宇松 (4/29)	 唐培恩	(4/29)	 唐詩涵 (4/29)	 陳品宏 (4/29)	 戴家琦 (4/29)

	 	 陳良權 (4/19)	 陳水金 (4/19)	 林國昱頁(4/19)	 黃冠智 (4/19)	 郭俊宏 (4/19)	 黃莉彥 (4/29)	 林佳慧 (4/16)	 蔡聖麒 (4/16)	 楊竣森 (4/16)

	 	 簡忠盛 (4/29)	 陳俊仰 (4/29)	 徐錦鳳 (4/16)	 余立萬 (4/19)	 蕭伊雯 (4/19)	 柯炳松 (4/29)	 歐陽儀 (4/29)	 吳憶珠 (4/27)	 簡嘉 (4/28)

	 	 林松柏 (4/28)	 無名氏 (4/28)	 邱敬琁 (4/28)	 簡暄芸 (4/28)	 王兆年 (4/28)	 王潔 (4/29)	 章旦隆 (4/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8)

	 	 蕭傑敏 (4/7)	 藍子軒 (4/7)	 范瑋庭 (4/7)	 江學瀅 (4/20)	 鐘美玲 (4/20)	 黃傳叡 (4/20)	 陳秀洳 (4/20)	 謝忠謀 (4/20)	 蘇士詠 (4/20)

	 	 殷子倫 (4/20)	 湯玉蓮 (4/7)	 沈佳慧 (4/7)	 黃品元 (4/7)	 劉崑宗	劉福地	劉家宜	陳淑瑾	陳思妤 (4/7)	 黃冕 (4/7)	 林禮慧 (4/7)

	 	 陳溥楨 (4/7)	 鍾瀚滬 (4/20)	 林振興 (4/7)	 蔣雪	梁君釩	梁藝馨	梁家睿	梁其威 (4/20)	 賴婕庭 (4/20)	 謝克昌 (4/7)	 汪正雄 (4/7)

	 	 簡文通 (4/20)	 簡麗姑 (4/20)	 謝芊驊 (4/20)	 侯嘉穎 (4/20)	 邱重嘉 (4/20)	 林素雯 (4/20)	 曾盈燕 (4/20)	 張皓宇 (4/20)	 王振哲 (4/20)

	 	 王振益	(4/20)	 許詠涵 (4/20)	 林孟潔 (4/20)	 陳陞泓 (4/20)	 陳彥斌 (4/20)	 鄭楀澄 (4/20)	 邱建臺	劉雪椿 (4/7)	 吳美玲 (4/7)

	 	 趙維邦 (4/8)	 黃百宏 (4/16)	 羅雅靜 (4/8)	 游淨雅 (4/8)	 陳麗如 (4/8)	 張瓊方 (4/11)	 王柏元 (4/8)	 吳淵源 (4/8)	 陳淑玲 (4/8)

	 	 劉函諭 (4/8)	 陳芳鈴 (4/8)	 蘇秀里 (4/20)	 陳玉珠 (4/8)	 翁蔡秀賢 (4/8)	 呂侑萱 (4/20)	 鄭姝羚 (4/20)	 張嘉珍 (4/20)	 黃玉苹 (4/20)

	 	 陳姵羚 (4/20)	 唐兆漢 (4/20)	 陳建成 (4/20)	 劉俊芬 (4/20)	 劉惠滿 (4/20)	 游玉敦 (4/20)	 洪曉珊 (4/20)	 林志恆 (4/8)	 張靖昊 (4/8)

	 	 顏麗敏 (4/16)	 鄒美蘭全家 (4/8)	 陳淑真 (4/8)	 邱金玉 (4/8)	 黃成霖 (4/16)	 蘇振祥 (4/16)	 李雪紅 (4/9)	 陳泰宇 (4/9)

	 	 邱竹于	邱竹婷 (4/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9)	 李宛錡 (4/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5)	 歐靜芬 (4/30)	 簡智慧 (4/30)	 賴怡芳 (4/30)

	 	 黃稚喬 (4/13)	 邱許礢 (4/12)	 陳宥銓 (4/8)	 王兆年 (4/1)	 王承鉉 (4/1)	 李振宇	李家毓	李榮政	羅密君 (4/1)	 王君豪 (4/1)

	 	 盛貿藝品有限公司 (4/1)	 林函蓁	馬運芳	馬德華 (4/1)	 吳銘釋 (4/1)	 楊志雄 (4/1)	 李春味 (4/1)	 許美喬 (4/1)	 林文鶯 (4/1)

	 	 賴慧蓉 (4/14)	 黃貴香 (4/14)	 蕭松彬	洪瑜君 (4/19)	 黃建勇 (4/19)	 陳惠凌 (4/27)	 陳珉 (4/29)	 趙哲逸 (4/29)	 王心佳 (4/29)

	 	 陳毓宣	張國樑 (4/29)	 黃碧霞 (4/29)	 許日桂 (4/29)	 梁瑜芮 (4/29)	 李百齡 (4/29)	 陳宥勳 (4/29)	 張耀中 (4/29)	 林美智 (4/29)

	 	 劉瑞珍 (4/29)	 王文雄 (4/29)	 曾兆訢 (4/29)	 葉國暉 (4/29)	 李錫智 (4/29)	 胡德寬 (4/29)	 呂姿瑩 (4/29)	 李偲彤	李芯彤 (4/16)

	 	 黃建文 (4/30)	 張珈瑀 (4/27)	 郭春琴 (4/20)	 傅玉寶 (4/20)	 柳淑秋 (4/22)	 OKGO 捐款 (4/15)	 OKGO 捐款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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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4/01~2021/04/30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4/01~2021/04/30

	 	 王葦伶 (4/27)	 鄭朝文 (4/27)	 趙名慧 (4/28)	 楊子乂 (4/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6)	 陳軍翰 (4/7)

	 	 張志安	黃意惠	張郁慈	張筠汝	張佑民 (4/20)	 莊仁政 (4/20)	 莊文忠 (4/20)	 黃建鈞 (4/20)	 林銘宏 (4/20)	 陳祐祥 (4/20)	 張維蓁 (4/20)

	 	 林郭月 (4/20)	 楊蕎伊 (4/20)	 楊淑安 (4/20)	 林子祐	林子亮 (4/7)	 林龍賢	林素秋 (4/7)	 王清棋 (4/7)	 趙張梅 (4/7)

	 	 施瑞展 (4/7)	 孫暟紷 (4/7)	 李牽治 (4/7)	 洪茉喬 (4/7)	 林哲綸 (4/7)	 趙素娟 (4/20)	 翁禎言 (4/20)	 林春燕 (4/20)	 陳宛妤 (4/20)

	 	 周宗頡 (4/20)	 方華生 (4/20)	 李宥蓁 (4/20)	 張晁阜 (4/20)	 王彥博 (4/20)	 蔡雅琳 (4/20)	 王玥媛 (4/20)	 劉孟杰 (4/20)	 何佳怡 (4/20)

	 	 曾聖媛 (4/20)	 鄧宏義 (4/7)	 鄧皚蓮 (4/7)	 黃松柏 (4/7)	 陳張月星 (4/7)	 陳哲仁 (4/7)	 洪熙閑 (4/7)	 張詠棠 (4/7)	 廖珮茹 (4/12)

	 	 善心人士 (4/20)	高慧君 (4/7)	 莊麗靜 (4/7)	 善心人士 (4/11)	鍾采樂 (4/7)	 林芳瑜 (4/7)	 蘇姿卉 (4/16)	 張寶珠 (4/20)	 邱理甄 (4/20)

	 	 莊惠雯 (4/20)	 林盈媺 (4/20)	 林毅誠 (4/20)	 蕭潤祺 (4/20)	 黃姸心 (4/20)	 洪祖喨 (4/20)	 李佩珊 (4/20)	 施金賢 (4/20)	 陸萱 (4/8)

	 	 兒童癌症 (4/14)	高琦姝 (4/8)	 陳通城	楊雪鍾 (4/8)	 陳陽隆	陳柏瑋 (4/8)	 鍾忻彤 (4/7)	 蘇冠丞 (4/16)	 楊雅如 (4/18)

	 	 黃芯珮	黃芯薇 (4/8)	 高庚鑽	徐怡玲 (4/8)	 甘玉妃 (4/8)	 王偉禎 (4/8)	 陳昭宜 (4/8)	 賴奕廷 (4/8)	 翁慧鈴 (4/20)

	 	 林麗芬 (4/20)	 楊清源 (4/20)	 楊菫華 (4/20)	 洪嘉苡 (4/20)	 錢彥蓁 (4/20)	 林旂賢 (4/20)	 郭沐桓 (4/20)	 李欣怡 (4/20)	 李皓鈞 (4/20)

	 	 廖紫婷 (4/20)	 梁彩燕 (4/20)	 戴淑惠 (4/20)	 夏雲霞 (4/7)	 楊蕎伊 (4/7)	 王錦松 (4/7)	 黃嘉國全家 (4/7)	 林秀絹 (4/7)

	 	 吳憲政 (4/7)	 趙珮均 (4/20)	 黃士權 (4/15)	 林昇暐 (4/8)	 周永清 (4/8)	 郭世崇 (4/8)	 黃馨儀 (4/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6)	 陳雅如 (4/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	 黃庭侑 (4/30)	 江婉愉 (4/30)	 劉宇珊 (4/30)

	 	 卲芝穎 (4/1)	 林亞築 (4/1)	 魏貴應 (4/1)	 鄒文妍 (4/1)	 張庭宇 (4/1)	 昱銓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4/1)	 林書億 (4/1)	 吳劍進 (4/1)

	 	 陳玉棠 (4/1)	 廖祥傑 (4/1)	 卲仲平 (4/1)	 高詩惟	(4/14)	 陳佳彥 (4/14)	 高振傑 (4/14)	 高詩雅 (4/14)	 陳佳綺 (4/14)	 李佳慧 (4/14)

	 	 劉文文 (4/19)	 陳羅彩雲	陳靜文	陳炏明	陳逸樺	陳星儀 (4/19)	 郭羽庭 (4/19)	 林冠亨 (4/19)	 莊文宗 (4/19)	 吳侑樺 (4/29)	 吳文平 (4/29)

	 	 梅元光 (4/29)	 郭以婷 (4/29)	 陳怡嘉 (4/29)	 林玉幼 (4/29)	 李書丞 (4/29)	 黃建政 (4/29)	 陳琡云 (4/29)	 呂詩婷 (4/29)	 郭秋美 (4/29)

	 	 廖昱叡 (4/29)	 趙怡如 (4/29)	 洪銘傳 (4/29)	 盧朝傳 (4/17)	 楊月勤 (4/29)	 王雅諄 (4/27)	 張榮村 (4/27)	 劉錦華 (4/19)	 林吳玲香 (4/20)

	 	 郭寬福 (4/19)	 OKGO 捐款 (4/7)	 OKGO 捐款 (4/8)	 OKGO 捐款 (4/11)	 胡祐維 (4/20)	 陳偉杰 (4/20)

	 	 林忠信 (4/20)	 善心人士 (4/24)	林定疄 (4/21)	 呂欣	呂佳 (4/20)	 林淑惠 (4/20)	 莊順程 (4/20)	 早日康復 (4/22)	張庭嘉 (4/21)

	 	 許素香 (4/22)	 游竣逵 (4/22)	 游亞詩 (4/22)	 黃英雄	江麗華 (4/21)	 謝菊蓁 (4/21)	 游興隆 (4/22)	 游凌軒 (4/22)	 劉育珍 (4/22)

	 	 葉艷屏 (4/30)	 洪德美 (4/21)	 游雅芳 (4/22)	 游博丞 (4/22)	 曾啟鈞 (4/22)	 李有連 (4/22)	 李玉環 (4/23)	 劉映廷 (4/23)	 蔡依綸 (4/22)

	 	 陳桂子 (4/26)	 溫憲堂 (4/26)	 林栛伃 (4/26)	 李秉諭 (4/26)	 陳春津	陳盈君	陳宏傑	陳維婷 (4/23)	 林洧谹 (4/23)	 洪靜純 (4/23)

	 	 宋渂薽 (4/24)	 林麗珠 (4/26)	 王文卿 (4/24)	 陳美月 (4/26)	 溫承勳 (4/26)	 陳敬標 (4/26)	 李晉坪 (4/26)	 張軒誠 (4/26)	 李盈諭 (4/26)

	 	 朱虔儀 (4/26)	 藍艽琳 (4/22)	 周昆宜 (4/22)	 曹永朝 (4/22)	 劉霽穎 (4/23)	 洪侯月 (4/23)	 許新昌 (4/23)	 劉映岑 (4/23)	 李奕其 (4/26)

	 	 吳明節 (4/24)	 張翊庭 (4/26)	 李昌諭 (4/26)	 彭俊傑 (4/25)	 彭俊傑 (4/18)	 林小玉 (4/14)	 羅貞玲 (4/14)	 陳正隆 (4/14)	 郭式雄 (4/14)

	 	 張秀芳 (4/14)	 朱國良 (4/14)	 潘麗雅 (4/14)	 黃翠萍 (4/14)	 李秋冬 (4/14)	 林家禾 (4/14)	 陳宗銓 (4/14)	 陳雋安 (4/14)	 李依玲 (4/14)

	 	 蘇麗珍 (4/14)	 吳淑玉 (4/14)	 曾姿玉 (4/14)	 陳樂沁 (4/14)	 陳幸足 (4/14)	 游福英 (4/14)	 陳章輝 (4/14)	 陳君肇 (4/14)	 郎亞玲 (4/14)

	 	 林佑寯 (4/14)	 黃雅祺 (4/14)	 黃宏達 (4/14)	 鄭莉芸 (4/14)	 盧奕辰 (4/14)	 莊佳穎 (4/14)	 周佾廷 (4/1)	 周婉麗 (4/1)	 莊瑞賓 (4/1)

	 	 葉威廷 (4/1)	 謝有貴 (4/1)	 沈莉媛 (4/1)	 莊孟育 (4/1)	 廖家瑩 (4/1)	 紀翠華 (4/6)	 陳亭吟 (4/15)	 梁素香 (4/15)	 曾敏智 (4/15)

	 	 傅丰筠 (4/15)	 蔡昕澐 (4/15)	 陳秉沅 (4/6)	 善心人士 (4/6)	 陳隨明 (4/6)	 鄧慈慧 (4/6)	 許麗君 (4/6)	 邱靖富 (4/6)	 李文華 (4/6)

	 	 吳昕玹 (4/6)	 葉人豪 (4/6)	 陳俊宇 (4/6)	 鍾治蘇 (4/6)	 無名氏 ( 共用 )(4/15)	 吳慶隆 (4/15)	 洪瑋蔆 (4/15)	 許馨予 (4/15)

	 	 洪萩美 (4/15)	 林說花 (4/8)	 邱于庭 (4/8)	 蕭柏凱 (4/8)	 陳明桂 (4/8)	 沈文堅 (4/8)	 陳冠宇 (4/9)	 劉華添 (4/9)	 蔡嘉瑋 (4/9)

	 	 芮常順	芮孟鎂 (4/9)	 李淑貞 (4/9)	 李文揚 (4/9)	 李子成 (4/9)	 張富美 (4/9)	 黃戀淑 (4/8)	 陳秋蘭	吳宜恩 (4/8)

	 	 楊燁 (4/9)	 趙貫廷 (4/9)	 趙彤筠 (4/9)	 李維甯 (4/9)	 趙齊昂 (4/9)	 邱芳姿	郭家偉 (4/9)	 郭素貞 (4/9)	 陳一仁 (4/9)

	 	 楊雯惠 (4/9)	 葉郭麗華 (4/9)	 林峻寬 (4/9)	 艾可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4/9)	 葉昱婷 (4/9)	 黃麗蕙 (4/9)	 高德箐 (4/9)	 蕭雪如 (4/9)

	 	 劉士加 (4/9)	 呂祐昇 (4/9)	 李宗倫 (4/9)	 政昌汽修廠	葉奕甫 (4/9)	 陳玟伶 (4/9)	 詹達明 (4/22)	 葉建邦 (4/22)	 莊育聖 (4/22)

	 	 陳祈勳 (4/22)	 陳金英 (4/22)	 魏宗崙 (4/22)	 吳美金 (4/22)	 宋浩淵 (4/22)	 林亭妤 (4/10)	 簡楷哲	簡楷倫	簡廷穎	簡茂松	翁淑惠 (4/10)

	 	 高惠堄 (4/22)	 王允生 (4/21)	 翁廷瑋 (4/21)	 吳芳順	林凌閠	林宛蓁	吳紀潔	吳宥燊	吳妍霖	張維玲	吳蕓 (4/12)	 林祐民 (4/10)

	 	 廖英智 (4/12)	 黃麗珠 (4/12)	 張育銓 (4/12)	 江庭瑄 (4/12)	 康世堅 (4/12)	 李明端 (4/12)	 許淑美 (4/12)	 張春蘭 (4/22)	 楊玉華 (4/12)

	 	 江日章 (4/12)	 張迺庭 (4/12)	 張柏松 (4/22)	 梁靜安 (4/22)	 梁乃文 (4/22)	 顏富美 (4/12)	 許玉珠 (4/12)	 施欽閔 (4/22)	 陳帟綸 (4/22)

	 	 陳澎璇 (4/22)	 陳志宏 (4/22)	 林彥辰 (4/22)	 陳信威 (4/22)	 陳楀潼 (4/22)	 巫宥慈 (4/22)	 高群報關有限公司 (4/22)	 張倫戩 (4/22)

	 	 吳建彤 (4/22)	 高苡琁 (4/22)	 吳芊妤 (4/22)	 王永哉 (4/22)	 林妍姿 (4/22)	 張新龍 (4/22)	 鄒秋錦 (4/22)	 莊凱茵 (4/22)	 陳健字 (4/22)

	 	 黃馨諄 (4/22)	 陳和慶 (4/22)	 林怡欣 (4/22)	 王麒祐 (4/22)	 李芝芸 (4/22)	 陳瀚元 (4/22)	 林陳美惠 (4/22)	王淑惠 (4/22)	 林劉來葉 (4/22)

	 	 邱文沖 (4/22)	 曾旭平 (4/22)	 曾千芬 (4/22)	 游煥霓 (4/22)	 黃哲錦 (4/22)	 范姜又荷 (4/22)	蔡玲娟	(4/22)	 蔡立言 (4/22)	 林筱臻 (4/22)

	 	 古恬禎 (4/22)	 許智涵 (4/22)	 蔣振華 (4/22)	 麥凱傑 (4/22)	 莊惠如 (4/22)	 劉倫欣 (4/22)	 洪素珠 (4/22)	 陳品靜 (4/22)	 張雅鳳 (4/22)

	 	 朱瑞月	(4/22)	 高淵清 (4/22)	 陳建慶	周淑儀	陳清晏	陳琬瑜 (4/22)	 楊雅茜 (4/22)	 陳碧霞 (4/10)	 顏忠義 (4/12)	 張育銘 (4/12)

	 	 林欽泉 (4/12)	 沈子合 (4/12)	 許堯卿 (4/12)	 楊凱閔 (4/12)	 胡素貞 (4/12)	 蔡宛娟 (4/23)	 黃廷緯 (4/13)	 黃秉豐 (4/13)	 劉俊民 (4/13)

	 	 鍾麗君 (4/13)	 林孟珍	莊嫚雯	莊靖雯	莊新昌 (4/13)	 彭美惠 (4/14)	 劉子豪 (4/13)	 蕭永義 (4/13)	 黃唯甯 (4/27)	 涂莉婷 (4/13)

	 	 陳麗慧 (4/14)	 任君勝企業有限公司 (4/14)	 梁容禎 (4/14)	 黃文俊 (4/14)	 江正義 (4/14)	 邱涔鈞 (4/14)	 江楊淑慧 (4/14)	陳永慶 (4/14)

	 	 李美玉 (4/14)	 林慧彣 (4/14)	 江虹垣 (4/14)	 余宏平 (4/14)	 張語翰 (4/28)	 王孝文 (4/28)	 林翠娟 (4/28)	 邱小玲 (4/28)	 楊正安 (4/20)

	 	 張綱融 (4/20)	 吳雅雯 (4/28)	 蕭煥璋 (4/28)	 鄭詩諭 (4/26)	 李柔蒂 (4/26)	 薛家昇 (4/25)	 蔡天才 (4/25)	 王藝親 (4/24)	 葉正圭 (4/24)

	 	 王俊憲 (4/23)	 黃向盟 (4/23)	 黃欣乙 (4/22)	 呂冠華 (4/22)	 王宥晴 (4/22)	 陳紅月 (4/21)	 胡元耀 (4/21)	 葉軒辰 (4/20)	 陳君銘 (4/20)

	 	 莊宜珊 (4/20)	 崔倬豪 (4/20)	 周雅鳳 (4/19)	 陳怡蓉 (4/19)	 李柔蒂 (4/19)	 sandy(4/18)	 王思云 (4/27)	 王映方 (4/27)	 楊錦喜 (4/27)

	 	 蕭岳聰 (4/27)	 許荏媗 (4/18)	 李世欽 (4/18)	 陳冠羽 (4/18)	 許嚴夫 (4/17)	 李玉如 (4/6)	 郭榮瑞 (4/6)	 竹林寺觀音菩薩 (4/6)

	 	 林俊毅 (4/17)	 溫怡婷 (4/16)	 陳雅琪 (4/16)	 正一 (4/16)	 陳莛升 (4/15)	 王洪桂露 (4/15)	黃耀德 (4/14)	 liang(4/13)	 李盛琦 (4/13)

	 	 邱詩婕 (4/13)	 王明盛 (4/12)	 蕭惠華 (4/12)	 潘聖甫 (4/12)	 黃涵 (4/12)	 凃鈺心 (4/11)	 葉葉 (4/11)	 蘇品豪 (4/11)	 洪晨翔 (4/11)

	 	 林佩君 (4/11)	 葉孟芸 (4/9)	 李典倫 (4/9)	 秋蘭簡 (4/9)	 劉芮慈 (4/9)	 李建府 (4/8)	 楊益芯 (4/8)	 余毓敏 (4/29)	 龔金顧 (4/30)

	 	 黃源福 (4/30)	 林文雄 (4/30)	 張凱晟	張純瑄 (4/29)	 聶佐燁 (4/30)	 郭秀梅 (4/30)	 郭石坤 (4/30)	 郭輝陽 (4/30)	 許銘浚 (4/24)

	 	 許銘浚 (4/14)	 許銘浚 (4/6)	 鍾承佑 (4/22)	 林惠瑛 (4/19)	 江聆希 (4/7)	 潘松緯 (4/7)	 蔡好菜 (4/25)	 蔡好菜 (4/24)	 林建輝 (4/29)

	 	 何曉惠 (4/29)	 洪宗賢 (4/30)	 楊巧如	楊弘達 (4/29)	 楊正安 (4/8)	 邱馨誼 (4/7)	 詹雅筑 (4/7)	 徐宥珍 (4/6)	 簡伯丞 (4/5)

	 	 李志騰 (4/4)	 文評 (4/4)	 何怡婷 (4/4)	 鄭美對 (4/4)	 張勝傑 (4/4)	 林孟嫻 (4/27)	 周金德 (4/27)	 陳佳雯 (4/29)	 紀明和 (4/29)

	 	 彭蕙玲黃馥蓉黃馥茗 (4/3)	 李忠壕 / 林羽芹 (4/2)	 郭鎮岳 (4/6)	 胡妤蓁 (4/6)	 吳啟鈴 (4/15)	 謝明憲 (4/15)	 陳子平 (4/15)

	 	 蔡宜珊 (4/6)	 蔡博儒 (4/7)	 王貴霞 (4/10)	 顏彣卉 (4/10)	 葉福全王雪卿 (4/10)	 詹昇寰 (4/2)	 蔡怡文 (4/1)	 陳今啟 (4/14)

	 	 黃冠儒 (4/14)	 吳明獻 (4/15)	 無名氏 (4/15)	 邱柏銘 (4/15)	 林正淇 (4/28)	 溫智翔 (4/19)	 柯博軒 (4/29)	 蔡語彤 (4/29)	 劉欣潔 (4/29)

	 	 王哲雄 (4/29)	 陳奇聰 (4/29)	 郭于涵 (4/27)	 吳華宗 (4/28)	 林麗珍 (4/20)	 郭虹君 (4/7)	 王惠民 (4/7)	 林煒哲 (4/7)	 陳俞妏 (4/7)

	 	 林煌	林鄭靜瑞	林萬水 (4/7)	 施夙芬	郭昱岑 (4/20)	 王淑靜 (4/20)	 曾嘉祥 (4/8)	 吳佩蓮 (4/8)	 兒癌基金會 (4/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5)	 陳其森 (4/30)	 呂奕穎 (4/1)	 楊美玲 (4/1)	 陸湘鍺	陸昶源 (4/1)

	 	 王雲寶 (4/19)	 林濬智 (4/21)	 溫麗華 (4/22)	 廖庭鈺 (4/26)	 白華幼	黃煌釧 (4/23)	 彭湘凌 (4/23)	 林思佑 (4/22)	 康振達 (4/23)

	 	 郭家維 (4/26)	 李慧敏 (4/14)	 吳美連 (4/14)	 陳澤愷 (4/1)	 周寶賢 (4/1)	 郭文發 (4/15)	 張芷瑄 (4/9)	 姚委武 (4/12)	 陳瑞玉 (4/22)

	 	 蔡依雯	(4/22)	 吳禹潔 (4/22)	 黃群凱 (4/22)	 蔡函諭 (4/22)	 馮岑岑	鄭啓東 (4/22)	 吳身潤 (4/22)	 黃瑞菊 (4/22)	 黃國輝 (4/22)

	 	 李慧貞 (4/22)	 許安其 (4/22)	 蘇國維 (4/22)	 林敬凱	陳美玉 (4/12)	 羅秀珍 (4/12)	 林婷如 (4/13)	 吳鴻文 (4/14)	 黃旭辰 (4/14)

	 	 陳雅玲 (4/13)	 善心人士 (4/28)	李明修 (4/26)	 林于喬 (4/23)	 林于翔 (4/23)	 林奕鋒 (4/22)	 吳家綺 (4/21)	 許文翰 (4/27)	 林軒進 (4/6)

	 	 陳薇兆 (4/16)	 陳盟淇 (4/15)	 陳政杰 (4/14)	 何友丞 (4/13)	 張郁翎 (4/30)	 莊佳綺 (4/25)	 莊佳瑄 (4/7)	 鄭家如 (4/29)	 張芷瑄 (4/29)

	 	 陳進興 (4/17)	 陳玟靜 (4/3)	 無名 (4/23)

	 560	 吳昱萱 (4/29)

	 555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4/22)

	 550	 柯儒穎	全家福 (4/6)	 OKGO 捐款 (4/18)

	 521	 李宇雯 (4/23)

	 520	 洪子晴 (4/8)	 簡苡釩 (4/1)	 李沛晨 (4/14)

	 508	 鄞秉松 (4/9)

	 500	 魏貴聰 (4/1)	 張朱白雪 (4/1)	 楊碧玉 (4/1)	 張庭瑋 (4/1)	 曹立中 (4/1)	 顧英珍 (4/1)	 廖仁君	廖思諭	吳美滿 (4/1)	 林淑惠 (4/1)

	 	 曲妍璇 (4/1)	 張玉伶 (4/1)	 張永萱 (4/1)	 洪正昌 (4/14)	 蔡馨儀 (4/14)	 陳勁宇 (4/14)	 陳博元 (4/14)	 陳諺 (4/14)	 林睿勝 (4/14)

	 	 康錦綉 (4/14)	 黎秀妍 (4/14)	 賴玉婷 (4/14)	 楊銘昭	(4/14)	 李品琪 (4/14)	 湯儒彥 (4/14)	 潘國柱 (4/14)	 周宥慧 (4/14)	 鄭又祥 (4/14)

	 	 黃國慶 (4/14)	 蔡雅恩 (4/14)	 范姜親美 (4/1)	 卲麒維 (4/1)	 黃唯甯 (4/15)	 黃菀瑜 (4/15)	 官伯釗 (4/15)	 施淑月 (4/19)	 鄭安婷 (4/19)

	 	 蔡進利 (4/18)	 高熏蔚 (4/17)	 顏慧儀 (4/16)	 關中穎 (4/6)	 吳宗翰 (4/6)	 陳聖文 (4/6)	 陳宥帆 (4/6)	 柯虹伶 (4/15)	 曾怡欣 (4/15)

	 	 賴立偉 (4/15)	 邱毓芳 (4/15)	 蘇敏慧 (4/15)	 無名氏 (4/15)	 林心筠 (4/15)	 李宇豪 (4/15)	 曾芷柔 (4/15)	 許文貞 (4/15)	 游永德 (4/15)

	 	 李東哲 (4/8)	 楊淳米 (4/8)	 沈軒 (4/8)	 蕭羽秀 (4/8)	 蕭亦汝 (4/8)	 林美伶 (4/8)	 趙美惠 (4/8)	 楊芷琁	楊允瑭 (4/8)

	 	 魏聖洲 (4/8)	 陳俊諺 (4/3)	 林玉梅 (4/8)	 郭又誠 (4/8)	 洪王燕如 (4/8)	 陳奎彰 (4/8)	 林素瑱 (4/8)	 李婕妘 (4/8)	 許葆晴 (4/8)

	 	 陳保穎 (4/8)	 黃金藏 (4/8)	 李冠廷 (4/8)	 李冠德 (4/8)	 高亦萱	張耕輔	張語岑 (4/8)	 楊于嫺 (4/8)	 林心筠 (4/8)	 韓璧雲 (4/8)

	 	 陳蕙珍 (4/8)	 汪祐任 (4/8)	 王政惟 (4/8)	 謝宜軒 (4/8)	 謝沅哲 (4/8)	 黃翠芳 (4/8)	 黃昱仁 (4/8)	 王昭旺 (4/8)	 王示是吟 (4/8)

	 	 郭芬玲 (4/8)	 林姝羽 (4/8)	 林詩雅 (4/8)	 張哲維 (4/8)	 游珍菁 (4/8)	 謝政育 (4/8)	 盧垠城 (4/8)	 陳月嬌 (4/8)	 林映君 (4/8)

	 	 李佳珍 (4/8)	 謝憶惠 (4/8)	 陳維中 (4/8)	 楊思倫 (4/8)	 許淑綺 (4/8)	 鄭雅文 (4/8)	 張瑞文 (4/8)	 張秀娟 (4/8)	 王辛翠 (4/8)

	 	 楊惟智 (4/8)	 黃玉櫻 (4/8)	 鄧東杰 (4/5)	 無名氏 (4/10)	 葉秋萍 (4/10)	 張晏禔 (4/7)	 彭光華 (4/6)	 黃汶霞 (4/20)	 王咏雪 (4/20)

	 	 陳金精	蕭國賀	蕭宏宇	蕭加珈	蕭瑩螢	許倍瑜	蕭愃樂	蕭可 (4/6)	李俐潔 (4/20)	 蔡昇勳 (4/20)	 邱宗瑋 (4/20)	 徐毅宸 (4/20)	 陳秋香 (4/20)

	 	 無名氏 (4/20)	 張君亦 (4/20)	 楊友香 (4/20)	 王晨珮 (4/1)	 馬維欣 (4/5)	 許宜臻 (4/3)	 汪麗娟 (4/1)	 朱馮佑 (4/1)	 楊嘉齊 (4/1)

	 	 李順源 (4/1)	 林子嘉 (4/1)	 林駿典 (4/1)	 鄭幸宜 (4/1)	 鄭喬芳 (4/1)	 簡華霖 (4/1)	 高炳凱 (4/1)	 任艷君 (4/1)	 蔡宗明 (4/1)

	 	 吳淑敏 (4/1)	 陳志勇 (4/1)	 葉明珠 (4/1)	 彭天榮 (4/1)	 李麗玉 (4/1)	 林福海 (4/1)	 林志學 (4/1)	 林志鴻 (4/1)	 陳意文 (4/1)

	 	 楊文凱 (4/1)	 王得中	(4/1)	 王郁雯 (4/1)	 王郁茜 (4/1)	 蔡儀勳 (4/1)	 蔡儀潔 (4/1)	 陳建志 (4/1)	 潘杏昀 (4/1)	 許瓊玟 (4/1)

	 	 郭智軒 (4/1)	 洪瑱齋 (4/1)	 張歆苡 (4/1)	 呂神柱 (4/1)	 簡君倫 (4/1)	 楊菀甄 (4/1)	 劉美琪 (4/1)	 黃韋嘉 (4/1)	 葉素余 (4/1)

	 	 陳柏安 (4/1)	 陳桂緣 (4/1)	 李菲菲 (4/1)	 宏展通訊行 (4/1)	 陳忠佑 (4/1)	 高健誠 (4/1)	 顏志蕙 (4/1)	 李子晴 (4/1)

	 	 慧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4/1)	 黃雅菁 (4/1)	 劉穎儒 (4/1)	 吳譿軒 (4/1)	 李曼駖 (4/1)	 李曜廷 (4/1)	 林皇燁 (4/1)	 陳逸君 (4/1)

	 	 王俊凱 (4/1)	 汪嘉琪 (4/1)	 陳睿茂 (4/1)	 鄭永吉 (4/1)	 陳信秀 (4/1)	 廖婉喻 (4/1)	 莊璧霞 (4/1)	 黃秀姬 (4/1)	 金煜恩 (4/1)

	 	 黃莉玲 (4/1)	 黃湘婷 (4/1)	 呂振榮 (4/1)	 顏守駿 (4/1)	 陳麗英 (4/1)	 陳淑薇 (4/1)	 吳添群 (4/22)	 李豐宇 (4/21)	 黃靖翔 (4/20)

	 	 羅珮瑄 (4/19)	 溫琦雯 (4/19)	 楊昌泰 (4/14)	 柯冠仲 (4/14)	 林栴緦 (4/13)	 鄭孟峰 (4/13)	 孫淑娟 (4/13)	 李勇勳 (4/13)	 朱芯慧 (4/12)

	 	 羅銘傑 (4/3)	 郭信國 (4/3)	 楊承達 (4/2)	 金寶珠 (4/15)	 游銘棟 (4/6)	 巫穎翰 (4/6)	 劉威廷 (4/6)	 陳玉珍 (4/6)	 張家禎 (4/6)

	 	 無名氏 (4/15)	 王耀昇 (4/15)	 張凌芝 (4/15)	 倪金蓁 (4/15)	 王瑋琳 (4/15)	 吳素寬 (4/15)	 劉千翡 (4/15)	 陳晴惠 (4/15)	 林科瑋 (4/15)

	 	 廖麗華 (4/15)	 無名氏 (4/15)	 黃馨儀 (4/15)	 傅玉燕 (4/15)	 邱榮澄 (4/15)	 陳桂美 (4/15)	 楊志仁 (4/15)	 無名氏 (4/15)	 鄭朱惠文 (4/15)

	 	 孫晨沂 (4/15)	 劉珮璋 / 李淑韻 / 李淑瀛 / 劉肇昀 (4/15)	 陳畇蓁 (4/15)	 廖禾豐 (4/15)	 蔡逢原 (4/15)	 呂佳玲 (4/15)	 黃妍綾 (4/15)

	 	 曾睿偉 (4/15)	 張維真 (4/15)	 張凱綸 (4/15)	 陳思翰 (4/15)	 李允婕 (4/15)	 李堉伸 (4/15)	 鄭佩怡 (4/15)	 林莉萍 (4/15)	 無名氏 (4/15)

	 	 蔡濬謙 (4/15)	 蔡濬澤 (4/15)	 蔡政峯 (4/15)	 吳姿穎 (4/15)	 詹淑華 (4/15)	 葉人瑋 (4/6)	 黃俊穎 (4/6)	 紀彣欣 (4/6)	 黃韋碩 (4/6)

	 	 紀美踧 (4/6)	 曾英彥	林玫英	曾仁志	曾紹哲	曾韋皓 (4/6)	 賴漢聲 (4/6)	 林彩翎 (4/6)	 賴暄頤 (4/6)	 藍若慈 (4/6)	 柯宏偉 (4/6)

	 	 張淑惠 (4/6)	 紀耀宗 (4/6)	 洪慧敏 (4/6)	 蔡麗蘭 (4/6)	 劉建文 (4/6)	 詹德界	張玉紗	詹國瑞	詹士慶	詹文婷 (4/6)	 許瑞文 (4/6)

	 	 顏朝發 (4/6)	 賴韋霖 (4/6)	 黃伯鈞 (4/6)	 楊文雄 (4/6)	 吳亞臻 (4/6)	 王慶財 (4/6)	 賴愛華 (4/11)	 陳乙溱 (4/11)	 施泓邑 (4/11)

	 	 李碧珊 (4/11)	 曹雅鈞 (4/10)	 趙雅屏 (4/9)	 江語倬 (4/9)	 謝豪逸	謝雅亦	謝翔聿	謝喬亦	王顗婷 (4/9)	 鄭家惠 (4/8)	 蔡沂峰 (4/8)

	 	 陳靜儒 (4/8)	 吳岳叡 (4/8)	 陳佳欣 (4/8)	 王秋桂 (4/7)	 李仕源 (4/7)	 楊金全 (4/7)	 劉美月 (4/7)	 吳韋呈 (4/7)	 沈峻輝 (4/1)

	 	 臺北市忠孝國小五年乙班 (4/1)	 梁敏惠 (4/1)	 賴雅玲 (4/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30)	 王懷慶 (4/13)	 蔡伯鴻	蔡伯隴 (4/13)

	 	 范英毅 (4/14)	 余展慶 (4/14)	 江虹瀅 (4/14)	 邱宜嫻 (4/14)	 余心妤 (4/14)	 劉春玲 (4/14)	 徐瑄毅 (4/24)	 陳麗聰 (4/14)	 蔡史琪 (4/14)

	 	 胥傳鑫 (4/14)	 廖婉婷 (4/14)	 盧麗鳳 (4/14)	 邱繼威 (4/14)	 徐雅梅 (4/14)	 陳群益 (4/14)	 侯宗熙 (4/14)	 高偉翔 (4/14)	 陳天祐 (4/14)

	 	 張熒珊 (4/14)	 蔡英玟 (4/14)	 呂亦凡 (4/15)	 盧致佑 (4/15)	 黃志成 (4/15)	 蕭倬任 (4/28)	 無名氏 (4/28)	 許舒涵 (4/15)	 何雪珍 (4/15)

	 	 張哲維 (4/29)	 薛富騰 (4/19)	 紀華妮 (4/15)	 林寶珠 (4/15)	 蔡秉舜 (4/15)	 張進益 (4/15)	 曾美蓮	呂慶安 (4/15)	 張純瑛 (4/15)

	 	 王俊程 (4/15)	 孫維均 (4/15)	 林雅敏	蔡典元	蔡克培	蔡克梵 (4/29)	 李焌瑛 (4/29)	 蔡櫻桃 (4/15)	 黃正良	呂曉芬 (4/15)

	 	 王妙真 (4/29)	 李依潔 (4/29)	 王智勇	王柏翔 (4/29)	 劉國偉 (4/29)	 賴采俞 (4/29)	 朱杏花 (4/29)	 魏玉宏 (4/29)	 孫浿瑄 (4/15)

	 	 徐筱涵 (4/29)	 林巧敏 (4/29)	 黃琮勝 (4/29)	 張琇涵 (4/29)	 楊淮 (4/29)	 劉志雄 (4/29)	 張麗美 (4/29)	 周碧霞 (4/29)	 柯瑋宸 (4/29)

	 	 陳爾杰 (4/29)	 林啟祥 (4/29)	 詹景惠 (4/29)	 林靜怡 (4/29)	 黃靖恩 (4/29)	 顏秀蓉 (4/29)	 許文怡 (4/29)	 張黛珊 (4/29)	 趙永崴 (4/29)

	 	 林錦慧 (4/29)	 吳泓治 (4/29)	 無名氏 (4/29)	 余欣宸 (4/29)	 黃炳憲 (4/29)	 葉姿君 (4/29)	 許偉儀 (4/16)	 莊淑芬 (4/27)	 黃昌川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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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4/01~2021/04/30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4/01~2021/04/30

	 	 李先居 (4/22)	 謝金菊 (4/22)	 陳立群	郭幸如	陳紫瑜 (4/22)	 黃奕勤 (4/22)	 陳怡臻 (4/22)	 黃品頤 (4/22)	 黃品恩 (4/22)	 張晉榮 (4/22)

	 	 善心人士 (4/22)	尤雅玲 (4/22)	 李怡婷 (4/22)	 王裕超 (4/22)	 李立帆 (4/22)	 鄭惟庭 (4/22)	 湯和喜 (4/22)	 劉莉莉 (4/22)	 楊信桂 (4/22)

	 	 郭奕瓊	宋沛帆 (4/22)	 施淑芬 (4/22)	 黃芃甄 (4/22)	 李澤翔 (4/22)	 林凌閏 (4/12)	 吳紀潔 (4/12)	 陳子祥 (4/13)	 潘品伃 (4/13)

	 	 周金英 (4/12)	 陳輝 (4/12)	 黃燕源	黃顗達	黃勝玉 (4/12)	 張美珠 (4/12)	 陳柏憲 (4/13)	 李阿珠 (4/13)	 宋肇文	宋肇恩 (4/13)

	 	 林添盛	李寶雪 (4/13)	 吳宥甄 (4/13)	 張燕玲 (4/13)	 張宏裕 (4/13)	 葛柏緯	李羿錡 (4/14)	 張汶菁 (4/20)	 余勝揚 (4/28)

	 	 林家同 (4/26)	 四面佛 (4/24)	 蘇郭秀梅 (4/22)	高晋國 (4/21)	 林偉俊 (4/20)	 沈怡萱 (4/20)	 陳鵬宇 (4/18)	 徐婷萱 (4/18)	 林思伃 (4/6)

	 	 游麗燕 (4/6)	 黃柏凱 (4/6)	 蔡雅青 (4/6)	 林家倩 (4/17)	 朱竣廷 (4/16)	 陳姵妤 (4/16)	 游于蓁 (4/15)	 楊茗澤 (4/13)	 張雅婷 (4/12)

	 	 王勁惟 (4/12)	 蕭麗絲 (4/11)	 陳紅月 (4/10)	 陳專元 (4/10)	 林麗琴 (4/29)	 种懿真 (4/29)	 鄭乃瑜 (4/29)	 蔡國祥 (4/29)	 袁三梅 (4/30)

	 	 周欣怡	吳佩芬 (4/30)	 劉彥琳 (4/26)	 黃曉莉 (4/29)	 黃曉莉 (4/13)	 蔡哲軒 (4/7)	 carry(4/7)	 蔡婉君 (4/7)	 倪旭昇 (4/7)

	 	 邱雅貞 (4/6)	 林佳諭 (4/6)	 黃千榕 (4/5)	 蔡好菜 (4/5)	 林駿騰 (4/4)	 吳明城 (4/29)	 dr 珠寶 (4/2)	 蔣宇平 (4/2)	 吳品慧 (4/1)

	 	 allen(4/1)	 洪順成 (4/28)	 黃盈韶 (4/28)	 曾絲淇 (4/28)	 蘇子棋 (4/27)	 蔡昌炫 (4/30)	 胡文昌 (4/30)	 康丞東 (4/18)	 吳如山 (4/16)

	 	 蔡東和 (4/15)	 賴郁璇 (4/6)	 鐘素蘭 (4/6)	 薛美華 (4/5)	 蔡岳軒 (4/4)	 岩王秀枝 (4/23)

	 277	 許珮格 (4/22)

	 26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5)

	 250	 呂浩維 (4/14)	 楊嬿鈴 (4/8)	 林敬傑 (4/20)	 劉德隆 (4/23)	 頤綸企業有限公司 (4/21)	 林義翔 (4/20)	 周佳樺 (4/6)	 施育憲 (4/1)

	 	 陳韋翰 (4/16)	 鄭維雄 (4/7)	 林家歆 (4/7)	 林金玲 (4/7)	 王泠樺 (4/21)	 張美蘭 (4/1)	 蔡錫坤 (4/1)	 林宛靜 (4/6)	 林佑聰 (4/6)

	 	 林韋彤 (4/6)	 李羿萱	李柏翰 (4/8)	 蔡宗旻 (4/9)	 蔡妍儀 (4/9)	 姚友善 (4/12)	 姚慈善 (4/12)	 姚子真 (4/12)	 陳育琮 (4/22)

	 	 李豐昌 (4/22)	 謝秀玲 (4/12)	 涂良憲 (4/13)	 張詠珺 (4/9)	 施育憲 (4/4)	 瑞穗國小 (4/6)	 羅吉華 (4/5)	 善心人士 (4/18)

	 229	 戚鼎榮 (4/15)

	 222	 蘇文芊 (4/14)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4/22)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4/22)

	 220	 無名氏 ( 共用 )(4/15)

	 217	 陸軍專科學校 (4/26)

	 200	 林進星 (4/1)	 梁斐伊 (4/14)	 邱王寶月 (4/1)	 許志瑋	吳亭儀 (4/1)	 陳得君 (4/1)	 謝昀諺 (4/14)	 蕭少宏 (4/14)	 湯湘華 (4/14)

	 	 顧啟輝 (4/1)	 陳正紋 (4/15)	 曾慧婷 (4/15)	 賴佩怡 (4/6)	 陳仲昕 (4/15)	 陳仲侑 (4/15)	 謝金蘭 (4/15)	 賴靜瑜	林志南	林翰呈 (4/8)

	 	 吳柏燁 (4/8)	 曾慧貞 (4/8)	 幫助低收入者 (4/5)	 王照雲 (4/8)	 盧宜利 (4/8)	 邱玉萍 (4/8)	 林煌期 (4/8)	 林昇諒 (4/8)

	 	 林宥廷 (4/8)	 卓浩瑋 (4/8)	 陳秀限 (4/8)	 楊蕙瑀 (4/8)	 林椀華 (4/8)	 邱金昌 (4/8)	 賴姵璇 (4/8)	 汪宗賢 (4/8)	 江芷琳 (4/8)

	 	 汪知萱 (4/8)	 汪知霆 (4/8)	 賴湘穎 (4/8)	 廖品淵 (4/8)	 廖云安 (4/8)	 郭冉純 (4/8)	 廖翌竣 (4/8)	 白昭容 (4/8)	 郭莉庭 (4/8)

	 	 鄧宇皓 (4/8)	 鄧宇軒 (4/8)	 林德勝 (4/5)	 郭國楓 (4/12)	 簡靖晏 (4/6)	 林義忠 (4/6)	 李啟瑞 (4/6)	 吳佳瑼 (4/6)	 韓有綱 (4/6)

	 	 吳育耆 (4/6)	 吳承軒 (4/6)	 無名氏 (4/6)	 鄭財華 (4/6)	 任真 (4/6)	 林寶蓮 (4/6)	 葉安琦 (4/6)	 翁文陽 (4/6)	 吳育儒 (4/6)

	 	 郭達賢 (4/6)	 張珈婕 (4/6)	 曲淑芳 (4/6)	 曲大中 (4/6)	 許峯瑞 (4/20)	 連金輝	李阿葉 (4/6)	 陳美雪 (4/6)	 黃憲智 (4/20)

	 	 邱淑菡 (4/20)	 林莉莎 (4/20)	 周宇祥 (4/20)	 黃建樺	蕭愛務 (4/20)	 吳慧燕 (4/1)	 洪油山 (4/1)	 沈佳萱 (4/1)	 何榮賜 (4/1)

	 	 陳沛涔 (4/1)	 江林碧桃 (4/1)	 李淑玲 (4/1)	 張靜智 (4/1)	 林慧君 (4/1)	 戴春蘭 (4/1)	 沈明摑 (4/1)	 許雅華 (4/1)	 林奕呈 (4/1)

	 	 蔡宜秀 (4/1)	 何撒拉 (4/1)	 林牛牛 (4/22)	 何昭輝 (4/21)	 邱智明 (4/21)	 呂淑梅 (4/20)	 綿籽著衣 (4/14)	蔡曜隆 (4/14)	 陳科宏 (4/13)

	 	 賴逸倫 (4/12)	 林靜宜 (4/12)	 黃郁誠 (4/3)	 黃重輝 (4/15)	 無名氏 (4/15)	 陳芎羽 (4/15)	 林禀程 (4/15)	 潘美鳳 (4/15)	 莊宜璇 (4/15)

	 	 陳宥伊 (4/15)	 鄭佳玲 (4/15)	 張心雅 (4/15)	 葉迎熙 (4/15)	 莊以樂 (4/15)	 顏林沛瀠 (4/15)	洪瑩真 (4/15)	 謝佳蓉 (4/15)	 無名氏 (4/15)

	 	 周葦綺 (4/15)	 楊晏萍 (4/15)	 陳昱澍 (4/6)	 葉楚涵 (4/6)	 陳慧菁 (4/6)	 郭翠鈴 (4/6)	 徐品蕙 (4/6)	 許民瑄 (4/6)	 許丰蘅 (4/6)

	 	 徐誠鴻 (4/6)	 曲許秋引 (4/6)	 洪明財 (4/6)	 陳姿文 (4/2)	 吳孟錚	吳語柔 (4/2)	 吳政為 (4/2)	 黃特樹 (4/11)	 王碧樺 (4/29)

	 	 王乙涵 (4/29)	 陳淯謙 (4/11)	 許舒閔 (4/11)	 潘楷衡 (4/10)	 朱宗浩 (4/10)	 蔡紫婷 (4/9)	 徐川盛 (4/9)	 何雅惠 (4/9)	 陳名倫 (4/9)

	 	 林芳羭 (4/9)	 何桐福 (4/9)	 潘宜君 (4/8)	 林秋如 (4/8)	 林進宇 (4/8)	 李佩縈 (4/8)	 楊均叡 (4/8)	 李品賢 (4/7)	 杜秉男 (4/7)

	 	 彭婉婷 (4/7)	 張原瑞 (4/7)	 姜凱勛 (4/6)	 林函怡 (4/28)	 邱建華 (4/2)	 張延國 (4/1)	 農氏水 (4/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30)	 劉香汝 (4/14)	 陳治國 (4/14)	 呂瑞津 (4/13)	 蔡曉涵 (4/26)	 張奕琦 (4/14)	 陳福文 (4/14)	 吳俊德 (4/14)

	 	 洪志賢 (4/14)	 楊士寬 (4/27)	 洪柏睿 (4/14)	 謝舒宇 (4/14)	 吳素赺 (4/14)	 陳威誌 (4/14)	 蔡佩蓁 (4/14)	 陳崴煬 (4/14)	 鄒明勳 (4/14)

	 	 陳柳櫻 (4/14)	 姚永地 (4/14)	 林書亘 (4/16)	 林庚辛 (4/16)	 林宛靜 (4/19)	 林韋彤 (4/19)	 林昭岑 (4/16)	 周佳樺 (4/19)	 史濟能 (4/29)

	 	 簡建忠	楊素蘭 (4/15)	 顏政倫 (4/29)	 許一峰 (4/29)	 陳麗淑 (4/15)	 蔡向懿 (4/29)	 洪佩珊 (4/29)	 黃美媛 (4/29)	 王凌容 (4/29)

	 	 方建福 (4/29)	 林順升 (4/16)	 林威呈 (4/16)	 黃馨誼 (4/29)	 吳承徽 (4/29)	 李招員 (4/16)	 林書賢 (4/16)	 無名氏 (4/29)	 伍冠樺 (4/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8)	 林俊廷	林文琳 (4/27)	 張佳慈 (4/28)	 陳姵錡 (4/27)	 李佳諭 (4/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1)	 王蓁儀 (4/20)	 李美瑤 (4/20)	 陳台彬 (4/20)	 陳一誠 (4/7)	 陳靜美 (4/7)

	 	 吳縫三 (4/7)	 利聖輝 (4/20)	 徐玟庭 (4/20)	 蔡啟聰 (4/20)	 徐瑋傑 (4/20)	 唐美雲 (4/20)	 廖羿囷 (4/20)	 周芷菥 (4/20)	 周如婉 (4/20)

	 	 賴伊屏 (4/20)	 葉韋豪 (4/7)	 葉韋廷 (4/7)	 楊鎮遠 (4/7)	 張鈞哲 (4/20)	 吳俊杰 (4/20)	 郭孟君 (4/20)	 郭孟真 (4/20)	 蔡永晟 (4/20)

	 	 林燕 (4/20)	 黃楷元 (4/20)	 王郁芬 (4/20)	 張聖明 (4/20)	 許芊莎 (4/20)	 曾云柔 (4/20)	 洪宥稜 (4/20)	 張少宏 (4/20)	 林玉茹 (4/20)

	 	 郭長盛 (4/20)	 江美春 (4/7)	 許翠娥	陳清鑑 (4/7)	 陳美蓮 (4/20)	 陳品纓 (4/7)	 許淵宏 (4/20)	 周朱英梅 (4/20)	陳宥程 (4/20)

	 	 鄒宗諺 (4/20)	 涂英惠 (4/20)	 張凱崴 (4/20)	 謝喆宇 (4/20)	 侯燕昭 (4/20)	 侯品菁 (4/20)	 林柏清 (4/7)	 周紋綺 (4/7)	 梁菽茹 (4/7)

	 	 梁傢鳳 (4/7)	 方琮彬 (4/7)	 黃璿霖 (4/7)	 洪素珠 (4/7)	 周奉毅 (4/7)	 楊姍儒 (4/7)	 廖賀閔 (4/7)	 蕭語喬 (4/7)	 歐清富 (4/11)

	 	 鄧玉梅 (4/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7)	 陳迺旭 (4/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	 蔡明江 (4/30)	 許慶文 (4/30)	 曾雯惠 (4/30)	 林立軒 (4/1)	 林子熙 (4/1)

	 	 李筱珊	李秉諭 (4/1)	 林曉青 (4/1)	 楊關安 (4/1)	 呂嘉益 (4/16)	 林佑聰 (4/19)	 陳新妮 (4/29)	 鄭雅玫 (4/29)	 劉杏枝 (4/29)

	 	 連國閔 (4/29)	 卜建威 (4/29)	 郭秀玲 (4/29)	 張嘉霖 (4/29)	 李淑煖 (4/29)	 黃淳意 (4/29)	 劉佩儒 (4/29)	 李健平 (4/16)	 梁家萍 (4/16)

	 	 黃靖旆 (4/16)	 蘇筱筑 (4/29)	 無名氏 (4/29)	 謝鈞翔	羅麗珠 (4/20)	 善心人士 (4/23)	廖秋萍 (4/20)	 吳素貞 (4/19)	 林志玩 (4/20)

	 	 林晉豪 (4/20)	 林文一 (4/20)	 林晉維 (4/20)	 鄭淑貞 (4/20)	 謝炎農	謝茹涵 (4/20)	 呂明秀 (4/20)	 姚秉忠 (4/20)	 胡禮玲 (4/20)

	 	 林美娟 (4/20)	 林渟涵 (4/20)	 宋回祐 (4/21)	 徐甄伶 (4/26)	 張兆傑	張兆翔	張秀葉	賴淑芬 (4/21)	 張瑜軒 (4/21)	 方世惠 (4/21)

	 	 顏灼巧 (4/21)	 張雅純 (4/23)	 楊宗杰 (4/29)	 廖柏豪 (4/23)	 陳靜怡	陳澐儀	陳蔚萱	王彬丞 (4/29)	 郭睿緁 (4/29)	 柯美珠 (4/29)

	 	 宋紫嫣 (4/29)	 柯怡如 (4/29)	 張進慧 (4/26)	 林宛靜 (4/26)	 林佑聰 (4/26)	 善心人士 (4/29)	劉立麗 (4/29)	 林金秀 (4/29)	 林韋彤 (4/26)

	 	 吳明璋	吳佩璇 (4/26)	 李幸霖 (4/26)	 李季蓉 (4/26)	 無名氏 (4/26)	 阮毓翔 (4/22)	 蔡馨怡 (4/22)	 陳筱玲 (4/23)	 善心人士 (4/29)

	 	 陳立翰 (4/29)	 張嘉芸 (4/3)	 吳明諺 (4/3)	 徐梓甯 (4/2)	 徐偉誠 (4/2)	 鄭茜妮 (4/2)	 范可芯 (4/1)	 黃柏翔 (4/1)	 歐昌婕 (4/19)

	 	 黃柏綱 (4/27)	 蔣秀蘭 (4/27)	 陳昭宜 (4/28)	 陳玉棠 (4/28)	 楊和基 (4/28)	 詹前煌 (4/29)	 張家華 (4/29)	 曾敏涵 (4/28)	 楊瓊雅 (4/28)

	 	 陳坤源 (4/29)	 周美珍 (4/28)	 蔡佩妤 (4/28)	 楊美惠 (4/28)	 卓心婷 (4/27)	 陳昶霖 (4/27)	 潘靜儀 (4/27)	 杜瑀安 (4/26)	 米弟 (4/26)

	 	 吳桂蓉 (4/26)	 王琳謄 (4/25)	 王秀菁 (4/25)	 鋮大 (4/25)	 莊永裕 (4/12)	 鄧怡欣 (4/12)	 蔡進利 (4/25)	 林重義 (4/25)	 林淂暵 (4/25)

	 	 張愉真 (4/24)	 江弘偉 (4/24)	 林閔聰 (4/24)	 江盈靜 (4/18)	 傅瑄瑄 (4/17)	 羅伊茜 (4/16)	 李明諺彭凱伊 (4/15)	 楊雅淨 (4/15)

	 	 莊玉允 (4/15)	 陳紫鈴 (4/28)	 賴品諾 (4/27)	 蘇文寶 (4/4)	 楊勝邦 (4/24)	 曾智旻 (4/23)	 張詩芳 (4/23)	 許哲維 (4/5)	 陳詠淇 (4/5)

	 	 劉林添 (4/4)

	 499	 陳威光 (4/6)	 陳翰廷 (4/6)

	 416	 高宥縈 (4/14)

	 400	 林妮嬅	楊秉豪	楊建霖	楊雅琳 (4/14)	 陳彥伶 (4/15)	 楊世民	楊承翰	楊采于	鄭夙玲 (4/8)	 陳哲憲 (4/1)	 許敬忠 (4/1)

	 	 黃麗燕 (4/1)	 劉振貴	孫月桃	劉家穎	劉睿豐 (4/1)	 周李秀華 (4/22)	戴智子	林瑞哲 (4/6)	 陳偉成 (4/7)	 洪美惠 (4/30)

	 	 周純芳之子 (4/28)	 周純芳之子 (4/28)	 鄧學梅	林瑄珮	周塏庭	周麟瑋 (4/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7)	 黃凱靖	黃凱羚 (4/1)	 OKGO 捐款 (4/12)	 OKGO 捐款 (4/23)	 陳瑞宗 (4/21)

	 	 OKGO 捐款 (4/24)	 周玉雲 (4/21)	 鐘玉娟 (4/23)	 潘樹凰 (4/26)	 羿町顧客捐贈 (4/29)	 劉素琴 (4/29)	 張家愷 (4/27)

	 	 馬浚赫	馬浚碩	馬健凱	賴安愉 (4/29)	 張愷芯 (4/27)	 張國揚 (4/27)	 張愷芳 (4/27)	 無名氏 ( 共用 )(4/15)	 魏楷矜 (4/8)

	 	 劉龍珠 (4/9)	 翁玉樺 (4/9)	 翁玉靜 (4/9)	 翁進添 (4/9)	 徐孟光	周金葉 (4/9)	 黃俊盛 (4/22)	 王瑜 (4/22)	 馮光維 (4/13)

	 	 李家興 (4/15)	 張杜淳美 (4/27)	盧秋帆 (4/1)	 郭子綺 (4/30)	 盧嬿竹 (4/18)	 陳柏均周姸廷陳宥心陳薇安 (4/5)

	 380	 黃婕恩 (4/4)

	 360	 陳秀琳 (4/14)

	 35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30)

	 350	 陳玨瑞 (4/7)	 楊美棻 (4/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8)	 陳奕霏 (4/7)	 陳俞瑾 (4/7)	 溫惠燕 (4/7)	 黃品絃 (4/8)	 劉俊宏 (4/24)

	 	 尤永寧 . 尤嗣方 . 劉仲仁 . 劉柏廷 (4/26)

	 334	 倪睿妤 (4/7)	 倪崧恩 (4/7)

	 333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4/22)

	 332	 倪沅錩 (4/7)

	 315	 游秋敏 (4/6)	 林文昌 (4/13)

	 310	 林侑叡 (4/9)	 黃恩希 (4/30)

	 300	 鍾秋美 (4/1)	 施阿淑 (4/1)	 張弘毅 (4/14)	 周定澤 (4/14)	 余昌勳 (4/14)	 葉恩愷 (4/14)	 黃世昌 (4/14)	 林于靖 (4/14)	 吳基全 (4/14)

	 	 林謙佑 (4/14)	 李素秋 (4/14)	 李緯吟 (4/14)	 林采儀 (4/14)	 袁三梅 (4/1)	 林心瀅 (4/15)	 周葦綺 (4/14)	 李嘉娜 (4/15)	 菰玉雲 (4/15)

	 	 無名氏 (4/15)	 無名氏 (4/15)	 紀佩汾 (4/6)	 紀龍年 (4/6)	 許皎慧 (4/15)	 梁聖亞 (4/8)	 古文進 (4/8)	 李珮榕 (4/6)	 王重明 (4/8)

	 	 鍾家貽 (4/8)	 廖惠萱 (4/8)	 黃怡庭 (4/8)	 曾文佐 (4/8)	 陳世欽 (4/8)	 温誌群 (4/8)	 温灝騰 (4/8)	 張可妡 (4/8)	 詹鳳美 (4/8)

	 	 白佩玉 (4/8)	 吳華銳 (4/8)	 賴建行 (4/8)	 陳嘉妮 (4/8)	 王婷柔 (4/8)	 鄭琇霞 (4/8)	 安後得 (4/8)	 蕭羽珊	蕭偉倫 (4/1)

	 	 林宥竹 (4/5)	 每月兒癌捐款 (4/8)	 李淑雯 (4/9)	 李美琴 (4/6)	 陳建利 (4/6)	 林志南 (4/20)	 何彥勳 (4/6)	 高育筑 (4/6)

	 	 曲妤庭 (4/6)	 林彥廷 (4/6)	 楊舒媛 (4/20)	 程怡華 (4/20)	 王端勇 (4/1)	 蔡睿璟 (4/1)	 謝育臻 (4/1)	 陳又菱 (4/1)	 陳姿文 (4/1)

	 	 陳沛歆 (4/1)	 陳偉俊 (4/1)	 孫旻穗 (4/1)	 葉子嘉 (4/1)	 葉俊廷 (4/1)	 章玲琪 (4/1)	 吳品樺 (4/1)	 高毓婷 (4/1)	 陳國課 (4/1)

	 	 胡嘉俊 (4/1)	 趙俞芳 (4/1)	 郭金玉 (4/1)	 謝昀橙 (4/1)	 謝禾軒 (4/1)	 施宥歆 (4/1)	 黃子軒 (4/21)	 潘念穎 (4/21)	 江妍德 (4/21)

	 	 徐琦淓 (4/21)	 陳怡伶 (4/20)	 張詠偵 (4/19)	 沈詩涵 (4/14)	 楊澔昕 (4/13)	 黃舜娥 (4/13)	 陳影秋 (4/13)	 紀良育 (4/6)	 賴羿錦 (4/15)

	 	 何恩 (4/15)	 何戎 (4/15)	 黃鈺惠 (4/15)	 魏崧宏 (4/15)	 魏沛汝 (4/15)	 蔡丞勛 (4/15)	 黃淑鈴 (4/15)	 黃千玳 (4/15)	 簡佑丞 (4/15)

	 	 吳翊寧 (4/15)	 方子瑜 (4/15)	 方馨榆 (4/15)	 方龍偉 (4/15)	 郭又菁 (4/15)	 林鈺庭 (4/6)	 陳萬益 (4/6)	 呂坤城	呂佩玲	楊瑤玲 (4/6)

	 	 高育筑 (4/6)	 蕭信良 (4/6)	 孫益僑 (4/6)	 林重佑 (4/6)	 黃俊銘 (4/6)	 徐雅莉 (4/6)	 官毅弘 (4/2)	 紀雅婷 (4/29)	 莊諭璇 (4/29)

	 	 陳武威 (4/11)	 許瀞云 (4/11)	 黃寬宏 (4/10)	 庸鳳 (4/9)	 黃淑華 (4/8)	 王靜瑜 (4/8)	 曾信鈜 (4/7)	 林群凱 (4/6)	 周毓滿 (4/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9)	 曾晴筠 (4/14)	 呂美君 (4/14)	 陳添財	陳芝蓮 (4/14)	 施書涵 (4/14)	 洪若庭 (4/14)	 張子宸 (4/16)

	 	 羅文杰 (4/15)	 蕭長沛 (4/19)	 呂銘輝 (4/19)	 呂淑娟 (4/19)	 莊昭賢 (4/19)	 蘇桂滿 (4/19)	 林泓志	陳宛玲	林晨宇 (4/15)	 何遂裕 (4/29)

	 	 張喬茵 (4/29)	 嚴智馨 (4/29)	 黃健銘 (4/29)	 程怡婷 (4/29)	 余秉芮 (4/29)	 崔立潔 (4/29)	 簡麗鳳 (4/29)	 蔡孟娟 (4/29)	 吳淑芬 (4/29)

	 	 吳志隆 (4/29)	 顏文忠 (4/29)	 鄭淇庭 (4/29)	 賴怡蓉 (4/29)	 陳萱倚 (4/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0)	 徐振唐 (4/20)	 徐崇凱 (4/20)	 呂瑞惠	張哲維	張哲豪 (4/7)	 林裕和	許美琇 (4/7)	 簡石庚 (4/20)

	 	 馬星妤 (4/20)	 林淑華 (4/20)	 周忠富 (4/20)	 周椿騰 (4/20)	 陳慧頤 (4/20)	 邱美雪 (4/20)	 謝丞皓 (4/20)	 林燦宇 (4/20)	 周宜汝 (4/7)

	 	 劉伃倫 (4/7)	 陳鋒蒔 (4/7)	 蘇秋蘭 (4/7)	 呂姿慧 (4/7)	 蕭仲庭 (4/20)	 蕭仲庭 (4/20)	 柯文朱 (4/20)	 蕭靖澂 (4/20)	 馮惠娩 (4/20)

	 	 周欣怡	吳佩芬 (4/7)	 侯秉科 (4/7)	 善心人士 (4/7)	 馬萬青 (4/20)	 顏秀芬 (4/20)	 張小芬 (4/20)	 陳柏蓉 (4/20)	 楊祺生 (4/20)

	 	 楊采婕 (4/20)	 楊莞筠 (4/20)	 許家逢 (4/20)	 許詠程 (4/20)	 曾玉雯 (4/20)	 詹鴻慧	謝銘燦	謝宛庭 (4/7)	 張錦秀	張瀞仁 (4/7)

	 	 李育如	江長宸	黃素美 (4/7)	 林重元	陳向娟 (4/7)	 洪保羅 (4/7)	 楊承翰 (4/7)	 蔡語敏	吳姿儀 (4/7)	 吳永舒 (4/7)

	 	 善心人士 (4/16)	甘育濬 (4/8)	 趙順強 (4/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4)

	 	 謝昕玲 (4/30)	 馮靖怡 (4/30)	 peter	chen(4/29)	江宓怡 (4/1)	 王魯發	洪妙玲	王佳心 (4/14)	 陳莉穎 (4/29)	 吳信樟 (4/29)	 陳柏融 (4/29)

	 	 高宜姍 (4/29)	 吳政翰 (4/29)	 劉美嬌 (4/29)	 曾碧姿 (4/29)	 曹國榮 (4/29)	 黃珮雯 (4/29)	 翁書傑 (4/29)	 郭江月娥 (4/29)	劉高志 (4/29)

	 	 李依瑾	蔡伊蓉	伏鶯 (4/17)	 陳美鳳 (4/29)	 OKGO 捐款 (4/4)	 OKGO 捐款 (4/28)	 OKGO 捐款 (4/30)

	 	 吳沛璇 (4/19)	 李俊憲 (4/20)	 善心人士 (4/25)	王毓昶 (4/20)	 王寶英 (4/21)	 吳麗芬 (4/23)	 葉軒甫	葉晏廷 (4/21)	 藍玉霞 (4/22)

	 	 林駿騰 (4/22)	 林金鳳 (4/23)	 黃德馨 (4/23)	 梁家萍 (4/23)	 許淑芬 (4/23)	 陳和源 (4/26)	 柯玉玲	柯玉惠	魏心恬 (4/26)	 劉月鳳 (4/26)

	 	 謝永彬 (4/22)	 林聖富 (4/26)	 鄭華文 (4/26)	 李裕國 (4/26)	 陳宏慈 (4/26)	 陳彥均 (4/14)	 范煜明 (4/14)	 黃羿惠 (4/14)	 林珈妙 (4/14)

	 	 姜麗幸 (4/14)	 徐婕麗 (4/14)	 徐子晴 (4/14)	 徐丞皜 (4/14)	 王春桃 (4/14)	 陳慧美 (4/14)	 張嘉文 (4/14)	 葉紓妘 (4/14)	 倪惠軒 (4/1)

	 	 張騰元 (4/1)	 曾慧愉 (4/1)	 呂奇恩 (4/15)	 羅紋慈 (4/8)	 唐文斌 (4/8)	 沈啟文 (4/8)	 俞雲 (4/8)	 無名氏 (4/8)	 閻秋燕 (4/8)

	 	 林俊廷 ( 全家 )(4/8)	 黃吟菁 (4/8)	 鍾郁美 (4/9)	 倪瓊鴻 (4/9)	 姜玉蓮 (4/9)	 鄒鴻政 (4/9)	 鄭乃瑜 (4/9)	 溫俊溢 (4/9)

	 	 陳顏腰 (4/9)	 陳保林 (4/9)	 王文良 (4/9)	 吳亮吟 (4/22)	 卓金星 (4/22)	 潘瑩憶 (4/22)	 鄭玉琦 (4/22)	 吳宥燊 (4/12)	 吳翊綸 (4/12)

	 	 顏志誠 (4/12)	 吳維玲 (4/12)	 鄒淇安 (4/10)	 吳妍霖 (4/12)	 林順 (4/22)	 陳泓甫 (4/22)	 林宛蓁 (4/12)	 育大林工坊 (4/12)

	 	 陳萬三 (4/12)	 張家華	張家甄	張家郡 (4/12)	 駱秉序 (4/22)	 曲幼蓁 (4/10)	 吳蕓安 (4/12)	 高睿晨 (4/22)	 歐陽雅玲 (4/22)	陳良演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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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4/01~2021/04/30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4/01~2021/04/30

	 	 楊孟娟 (4/29)	 黃筱瑜 (4/29)	 洪繡美 (4/29)	 李賢德 (4/26)	 吳典嶧	吳宜蓁 (4/29)	 蔡心綾	廖舒安	廖若湘 (4/29)	 沈燡鋕 (4/29)

	 	 小麥家烘焙坊 (4/29)	 零度 C 冷飲 (4/29)	 李金欄 (4/24)	 周佳樺 (4/26)	 蘇裕勝 (4/26)	 蘇品瑄 (4/26)	 蕭佳慧 (4/20)

	 	 沈月琴 (4/20)	 張慧珠 (4/22)	 張慧珠 (4/13)	 林泓毅 (4/14)	 廖文龍 (4/14)	 林曉君 (4/14)	 曾俊冠 (4/14)	 黃薇傑 (4/14)	 邱文賢 (4/14)

	 	 邱王寶月 (4/1)	 江冠勛 (4/1)	 江科論 (4/1)	 林玟廷 (4/1)	 陳彥霖 (4/1)	 陳裕承 (4/1)	 曲淑君 (4/1)	 林中仁 (4/1)	 楊佳鳳 (4/1)

	 	 賴佑承 (4/6)	 賴佩佳 (4/6)	 賴佩君 (4/6)	 陳彥州 (4/1)	 林家萱 (4/1)	 無名氏 ( 共用 )(4/15)	 謝依伶 (4/15)	 詹唐威 (4/15)

	 	 林彥丞 (4/1)	 陳紀諳 (4/6)	 廖韋綸 (4/1)	 林貽仁 (4/1)	 張博俊 (4/15)	 王怡云 (4/15)	 賴秀禎 (4/15)	 李湘蓉 (4/15)	 李妍薰 (4/15)

	 	 閻秋月 (4/8)	 無名氏 (4/8)	 黃楨琇 (4/9)	 林順意 (4/9)	 林亮宇 (4/8)	 林亮均 (4/8)	 林浩正 (4/8)	 張晏寧 (4/8)	 陳英華 (4/8)

	 	 趙英卉 (4/8)	 鄭郁潔 (4/9)	 李炘諺 (4/8)	 簡靖晏 (4/8)	 袁照晴 (4/8)	 林哲勤 (4/9)	 林倩儀 (4/9)	 尤怡婷 (4/9)	 楊湧泉 (4/9)

	 	 林兹榮 (4/9)	 王孝瑀 (4/9)	 江慧萍	(4/22)	 許子豫 (4/22)	 許晏綾 (4/22)	 尤榮圳 (4/9)	 陳冠竹 (4/9)	 呂嬋娟 (4/9)	 侯沛玲 (4/9)

	 	 周秀蓁 (4/9)	 歐陽榮宗 (4/9)	 周俐妘 (4/22)	 蔡宣羽 (4/10)	 張智泓 (4/10)	 胡權耀 / 張惠筑 / 胡琍淇 / 胡妤亘 / 胡永吉 (4/23)

	 	 楊若羚 (4/22)	 賴彥君 (4/10)	 蕭博豪 (4/12)	 吳宇君 (4/12)	 張有朋 (4/10)	 蕭睿廷 (4/12)	 林其煜 (4/12)	 蕭毓玲 (4/12)	 林其莉 (4/12)

	 	 侯志賢 (4/12)	 蕭木榮 (4/12)	 林美惠 (4/12)	 蕭睿辰 (4/12)	 林韋彤 (4/12)	 周佳樺 (4/12)	 林宛靜 (4/12)	 李淑怡 (4/12)	 尤亭又 (4/12)

	 	 李品妤 (4/12)	 陳威州 (4/12)	 程芳芝 (4/10)	 蕭凱駿 (4/12)	 陳祥茗 (4/22)	 游明祥 (4/22)	 江怡慧 (4/22)	 周俞汎 (4/22)	 李采家 (4/22)

	 	 吳雅惠 (4/22)	 田麗霞 (4/22)	 郭奕瓊	宋沛帆 (4/22)	 陳業儒 (4/22)	 魏凰妃 (4/22)	 陳玉真 (4/22)	 朱恩廷 (4/22)	 朱清顯 (4/22)

	 	 朱烈興 (4/22)	 賴琮棋 (4/10)	 蔡秀琴 (4/12)	 侯宜彤 (4/12)	 林守民 (4/12)	 侯冠佑 (4/12)	 林佑聰 (4/12)	 簡小雯 (4/12)	 無名氏 (4/12)

	 	 胡天旗 (4/12)	 尤新雅 (4/12)	 黃雅苓 (4/13)	 江世豪 (4/13)	 劉乙萱 (4/13)	 鄭嘉妤 (4/13)	 陳雅慧 (4/14)	 許鴻斌	詹佳慧	許人尹 (4/14)

	 	 陳俊宏 (4/14)	 劉玉華 (4/14)	 陳禹豪 (4/14)	 陳建洲 (4/14)	 張育祥 (4/28)	 許華軒 (4/20)	 陳慧嫺 (4/19)	 林恒旻 (4/28)	 林意恩 (4/27)

	 	 謝絜蕓 (4/26)	 袁梅瑛 (4/26)	 陳慧嫺 (4/26)	 康雅筑 (4/26)	 宋柔靚 (4/25)	 黃思容 (4/24)	 蔡孟耿 (4/24)	 洪美惠 (4/23)	 林佳慧 (4/22)

	 	 馮瑋真 (4/22)	 善心人士 (4/22)	陳弘哲 (4/22)	 張心怡 (4/21)	 林月桂 (4/21)	 林月桂 (4/21)	 蕭閤邑 (4/20)	 張珈訢 (4/19)	 洪美惠 (4/19)

	 	 李育君 (4/19)	 葉佳修 (4/18)	 蔡松曄 (4/18)	 郭郭 (4/18)	 鄭開	鄭郭阿銀 (4/27)	 姜玉蓮 (4/27)	 洪美惠 (4/17)	 林惠茹 (4/17)

	 	 蔡瓊芬 (4/16)	 林傑程 (4/16)	 李恩睿 (4/16)	 胡傳邦 (4/15)	 謝智瑛 (4/15)	 june(4/14)	 蔡惟翔 (4/13)	 王彩雲 (4/13)	 陳惠貞 (4/12)

	 	 施宜君 (4/12)	 莊日春 (4/12)	 黃資翔 (4/12)	 陳慧嫺 (4/12)	 李恩睿 (4/11)	 張璨鵬 (4/11)	 駱盈潔 (4/11)	 呂聯壽	呂季炘	呂昀融 (4/10)

	 	 林侑芯 (4/10)	 張先生 (4/9)	 詹聖緯 (4/9)	 蔡雅近 (4/29)	 溫明忠	楊玉屏 (4/29)	 陳得君 (4/30)	 李皓仟	小朋友 (4/29)

	 	 江冠勛 (4/30)	 鄭靖諭 (4/30)	 江科論 (4/30)	 陳錦慧 (4/26)	 柯江阿柑 (4/26)	陳祺霖 (4/26)	 陳立岷 (4/14)	 志鵬全家善 (4/25)

	 	 感謝志鵬 (4/2)	 林郁展 (4/2)	 林郁錦 (4/2)	 林彩卿 (4/2)	 廖忠語 (4/2)	 黃敏雯 (4/2)	 林瑞祺 (4/2)	 林衍伶 (4/30)	 陳依珮 (4/29)

	 	 林雅萱 (4/8)	 吳青芳 (4/7)	 鄭詩穎 (4/7)	 蔡美蓮 (4/7)	 黃梓瑋 (4/6)	 藍之里 (4/6)	 陳慧嫺 (4/6)	 林以婷 (4/5)	 李育翔 (4/4)

	 	 zhangjiahua(4/3)	黃梓瑋 (4/3)	 李桂儀 (4/2)	 lee(4/2)	 陳惠貞 (4/2)	 卓其賢 (4/2)	 林清慈 (4/2)	 王勁惟 (4/2)	 謝宜蓁 (4/2)

	 	 張傳章 (4/2)	 卓叡娸 (4/1)	 盧昀妮 (4/1)	 陳姿伶 (4/1)	 羅仕欽 (4/1)	 鄭欽文 (4/27)	 陳謙祐 (4/28)	 吳葉 (4/28)	 許秀蘭 (4/28)

	 	 伍耕弘 (4/26)	 許承琳 (4/26)	 黃宸勳 (4/28)	 邱秀玲 (4/18)	 許家銘 (4/17)	 王宜臻 (4/16)	 蔡奇宏 (4/28)	 林昱程 (4/16)	 鄭有惠 (4/16)

	 	 周芷姍 (4/15)	 陳明雯 (4/15)	 劉月珠 (4/15)	 曾承惠 (4/5)	 黃嘉慶 (4/5)	 莊聖薇 (4/4)	 廖珮雯 (4/23)	 張心盈 (4/4)

	 180	 楊安琪潘玉菁潘偉凡潘偉君潘仕鋒許曉萍 (4/21)

	 168	 陳福昌 (4/8)

	 150	 陳宥霖 (4/15)	 陳宥綸 (4/15)	 陳建學 (4/30)	 柯玉玲	柯玉惠	魏心恬 (4/21)	 戴浚洺 (4/1)	 戴昱欽 (4/1)	 戴軒丞 (4/1)	 林思妤 (4/22)

	 	 林恩瑝 (4/22)	 張綜哲 (4/22)	 李沛潔 (4/25)	 溫寶 (4/23)	 陳佩君	陳姿樺	許曉豪	許晉苙	黃英雀 (4/21)	 黃羽彤 (4/3)

	 125	 徐秀娥 (4/22)	 錢萱蓉 (4/22)	 錢樂蓉 (4/22)	 錢惟忠 (4/22)

	 124	 李至偉 (4/23)

	 120	 沈明興 (4/1)	 林祐進 (4/10)	 王昱翔 (4/14)

	 115	 李昇龍 (4/8)

	 110	 李沛臻 (4/29)

	 109	 吳建生 (4/14)	 簡恬馨 (4/29)	 吳禹申 (4/29)

	 100	 邱郁善 (4/14)	 賴開方 (4/14)	 郭勇成 (4/14)	 許博洋 (4/14)	 林軒妤 (4/14)	 許洧銘 (4/14)	 許庭銨 (4/14)	 林晉妃 (4/1)	 賴思如 (4/19)

	 	 劉祈汎 (4/17)	 無名氏 (4/15)	 王瑞芬 (4/8)	 楊莉羚 (4/8)	 柯威誌 (4/8)	 柯家蓁 (4/8)	 柯睿承 (4/8)	 鍾芳怡 (4/8)	 鄭文昇 (4/8)

	 	 梁淑惠 (4/8)	 李瑞英 (4/8)	 梁志忠 (4/8)	 劉佩欣 (4/8)	 鄭妤萱 (4/8)	 郭佑訓 (4/8)	 郭佑哲 (4/8)	 康喬智 (4/8)	 黃智璱 (4/8)

	 	 蘇素美 (4/8)	 吳玟靜 (4/8)	 謝佳妤 (4/8)	 林素櫻 (4/8)	 方鳳祺 (4/8)	 鄭國慶 (4/8)	 郭佑峯 (4/8)	 曾泳芸 (4/8)	 林瑞真 (4/8)

	 	 陳簡成 (4/8)	 陳郁翔 (4/8)	 陳郁舜 (4/8)	 陳郁翰 (4/8)	 鄧庭蓁 (4/5)	 鄧宛榛 (4/5)	 王美雲 (4/11)	 無名氏 (4/4)	 張定沂 (4/6)

	 	 曹素敏 (4/6)	 孫湧竣 (4/6)	 魏國輝 (4/6)	 吳秀真 (4/20)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4/6)	 陳佳聖 (4/6)	 陳德明 (4/20)	 陳宥諶 (4/20)

	 	 楊雅珺 (4/20)	 陳品妘 (4/20)	 林美束 (4/20)	 石博翔 (4/20)	 楊宗杰 (4/20)	 徐秋如 (4/1)	 汪子淇 (4/1)	 呂侑恩 (4/1)	 邱麗安 (4/1)

	 	 邱政雄 (4/1)	 黃阿月 (4/1)	 陳又禎 (4/1)	 陳元皓 (4/1)	 呂梓瑄 (4/1)	 張籽和 (4/1)	 張謹品 (4/1)	 洪啟景 (4/1)	 黃昱翔 (4/1)

	 	 莊莉萍 (4/1)	 陳玉姿 (4/1)	 蘇虹燕 (4/21)	 謝佑芳 (4/21)	 楊淑芳 (4/19)	 陳彥希 (4/19)	 陳姿廷 (4/18)	 張禎祐 (4/14)	 陳美靜 (4/13)

	 	 吳亮儀 (4/13)	 曾昱昕 (4/13)	 楊媃媁 (4/12)	 謝亞倫 (4/3)	 馮琪茵 (4/15)	 詹易叡 (4/15)	 高睿宜 (4/15)	 黃筱晴 (4/15)	 黃宣瑄 (4/15)

	 	 林淑惠 (4/15)	 卓育忻 (4/15)	 楊佩頤 (4/15)	 陳王秋蘭 (4/15)	陳錦蓉 (4/15)	 呂瑞敏 (4/15)	 黃香齊 (4/15)	 劉惠玲 (4/15)	 高睿宜 (4/15)

	 	 高睿廷 (4/15)	 張芯瑜 (4/15)	 許棠琦 (4/15)	 賴枚儀 (4/15)	 黃采慧 (4/6)	 張立蓁 (4/6)	 陳佳慧 (4/6)	 陳轀才 (4/6)	 鄭婕妤 (4/6)

	 	 羅支儀 (4/6)	 邱財得 (4/6)	 邱健桓 (4/6)	 張瑛珍 (4/6)	 陳佳恩 (4/6)	 鄭安妤 (4/6)	 邱顯量 (4/6)	 彭淑美 (4/6)	 李東璋 (4/2)

	 	 陳新福 (4/2)	 妙音 (4/29)	 陳寶雲 (4/11)	 謝艾妘 (4/11)	 李秉粲 (4/10)	 徐培庭 (4/10)	 李文庭 (4/10)	 張子羚 (4/10)	 張德志 (4/9)

	 	 曾東亮 (4/8)	 王秀娟 (4/8)	 后糖門市 (4/8)	 楊朝中 (4/8)	 林朋澔 (4/7)	 陳绣琴 (4/7)	 王英哲 (4/6)	 熊素芳 (4/6)	 江珮璇 (4/6)

	 	 王翊潔 (4/2)	 何靜芬 (4/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9)	 黃薇 (4/14)

	 	 張廷強 (4/14)	 歐芷芸 (4/14)	 藍可馨 (4/14)	 唐子婷 (4/14)	 顏俊雄 (4/14)	 王智稜 (4/14)	 曾煒宸 (4/14)	 黃智偉 (4/14)	 謝玉真 (4/14)

	 	 廖季香 (4/14)	 曾郁婷 (4/14)	 劉祐廷 (4/14)	 王美雲 (4/27)	 許文耀 (4/15)	 任修正 (4/14)	 謝金儒 (4/14)	 藍瑀岑 (4/14)	 歐芷函 (4/14)

	 	 許殷銘 (4/15)	 李昇龍 (4/16)	 林珉良 (4/16)	 陳天賜 (4/15)	 張靜宜 (4/29)	 馬烱修 (4/29)	 盧奕文 (4/29)	 王震瑜 (4/29)	 許珮純 (4/29)

	 	 吳泉忠 (4/29)	 廖芯玄 (4/29)	 吳昊泓 (4/29)	 李昆翰 (4/29)	 無名氏 (4/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8)	 陳昱汶 (4/28)	 陳怡如 (4/28)

	 	 徐韻婷 (4/28)	 徐韻雯 (4/28)	 李昇龍 (4/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8)	 黃素惠 (4/20)	 陳言禕 (4/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6)	 陳易霈 (4/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4)	 郭兆權 (4/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2)	 江青貞 (4/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0)	 簡慧玲 (4/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0)	 羅金漢 (4/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7)	 梅哲卓也 (4/20)

	 	 鄭連清 (4/20)	 鄒佳宏 (4/20)	 周湘慧 (4/20)	 鄭詠馨 (4/20)	 何沛洵 (4/20)	 何振禔 (4/20)	 洪千雯 (4/7)	 黃月霞 (4/7)	 蔡皓旭 (4/20)

	 	 潘麗美 (4/20)	 楊智鈞 (4/20)	 楊博詠 (4/20)	 張簡志霖 (4/20)	江桓旭 (4/20)	 蔡政廷 (4/20)	 邱薰誼 (4/20)	 曾竣蔚 (4/20)	 李哲凱 (4/20)

	 	 胡家為 (4/20)	 周秋香 (4/20)	 蔡永康 (4/20)	 鄭君茹 (4/20)	 陳亞音 (4/20)	 柯佩宜 (4/20)	 張伉佑 (4/20)	 黃素貞 (4/7)	 田九光 (4/7)

	 	 林宜潔 (4/7)	 林建豐 (4/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5)	 林宇晟 (4/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2)	 劉淑淳 (4/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9)	 胡玉奇 (4/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4)	 張瑞能 (4/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	 陳品蓁 (4/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4/1)	 kao(4/30)	 顧家維 (4/1)	 翁韶榕 (4/29)	 葉家宏 (4/16)	 陳躍珮 (4/29)	 羅珮菁 (4/29)	 楊三賢 (4/29)

	 	 謝鈺苓 (4/29)	 黃馨慧 (4/29)	 周依潔 (4/29)	 李家禎 (4/20)	 謝雯琪 (4/20)	 黃少榆 (4/20)	 謝宗錡 (4/20)	 黃睿君 (4/20)	 劉勳國 (4/20)

	 	 詹怡萍 (4/20)	 黃晴	黃新 (4/19)	 邱采穎 (4/19)	 陳婉如 (4/20)	 謝宥訢 (4/20)	 黃紫婕 (4/20)	 陳肇彬 (4/20)	 葉春美 (4/20)

	 	 楊森帆 (4/21)	 宋秀穎 (4/21)	 蔡振偉 (4/21)	 楊黃玉花 (4/21)	柯江阿柑 (4/21)	無名氏 (4/21)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4/22)	蔡明足 (4/26)

	 	 羿町顧客捐贈 (4/29)	 簡曉郁 (4/22)	 謝在湘 (4/26)	 謝甘秀蓉 (4/26)	張雯婷 (4/26)	 蔡明莉 (4/26)	 江朝瑞 (4/23)	 曾裕清 (4/8)

	 	 春安柑仔店顧客捐贈 (4/29)	 羿町顧客捐贈 (4/29)	 曾毓茹 (4/8)	 羅靖雯 (4/8)	 林育生 (4/28)	 林右豐 (4/28)	 林員 (4/20)

	 	 林佳淑 (4/28)	 林佳淑 (4/2)	 柯振堂 (4/14)	 劉文良 (4/14)	 張芷榕 (4/14)	 陳玟靜 (4/14)	 黃郁凱 (4/14)	 黃柏羲 (4/14)	 潘映允 (4/14)

	 	 王晨祐	王偉峻 (4/14)	 顧維恩 (4/1)	 張琍 (4/1)	 田仲成 (4/1)	 彰基兒癌病房 (4/16)	 陳竑翰 (4/1)	 邱賢禮 (4/15)

	 	 陳廷昌 (4/1)	 無名氏 ( 共用 )(4/15)	 林益呈 (4/15)	 劉紫縈 (4/8)	 劉家榆 (4/8)	 劉瀅強 (4/8)	 江幸真	江彥儀 (4/8)

	 	 陳家福 (4/8)	 楊婉華 (4/8)	 陳怡如 (4/8)	 鄭凱謙 (4/8)	 黃律綺 (4/8)	 陳秋妤	江俊傑 (4/8)	 陳麗華 (4/8)	 陳正橋 (4/8)

	 	 陳俞妏 (4/8)	 李承家 (4/9)	 郭秉立 (4/9)	 郭睿心 (4/9)	 王建詒 (4/9)	 陳慧瑾 (4/9)	 陳憶雯 (4/9)	 陳榕萱 (4/9)	 陳佑任 (4/9)

	 	 陳建明 (4/9)	 陳威翰 (4/9)	 林洧禾 (4/10)	 黃湫眉 (4/22)	 黃宇禪 (4/22)	 簡麗美 (4/12)	 施崇恩 (4/12)	 施玫青 (4/12)	 陳茂雄 (4/12)

	 	 林東達 (4/12)	 林詹秀蘭 (4/12)	陳品妤 (4/12)	 施鈺旋 (4/12)	 吳玟靜 (4/12)	 高世杰 (4/22)	 陳黃英華 (4/12)	金裕 (4/12)	 鄭聖耀 (4/12)

	 	 林佑恩 (4/12)	 林恩宇 (4/12)	 吳雅玲 (4/22)	 陳鼎昊 (4/22)	 陳鼎愷 (4/22)	 陳怡妏 (4/22)	 江雅慧 (4/22)	 江安琪 (4/22)	 萬奕霆	(4/22)

	 	 萬宥霆 (4/22)	 吳蕎絹 (4/22)	 毛沛緹 (4/22)	 毛珮絮 (4/22)	 陳珮淇 (4/22)	 陳慶坤	陳黃再香	陳祈翰 (4/22)	周美蓮 (4/22)	 蘇郁誠 (4/22)

	 	 蘇姿允 (4/22)	 藍雅婷 (4/22)	 黃若瑀 (4/22)	 林亮亮 (4/10)	 施巧玲 (4/12)	 施品佑 (4/12)	 地基主 (4/12)	 地基主 (4/12)	 林日勇 (4/12)

	 	 吳讚書 (4/12)	 林聖恩 (4/12)	 黃宥榛 (4/12)	 林恩平 (4/12)	 陳彥榤 (4/13)	 張艾琳 (4/14)	 無名氏 (4/26)	 任家聖 (4/14)	 陳宏瑞 (4/14)

	 	 張瑜容 (4/14)	 丁翰升 (4/29)	 劉偉中 (4/29)	 蔡嘉清 (4/28)	 康昱文 (4/20)	 林江不 (4/20)	 丁翰升 ` 丁英傑 (4/20)	 鄭宇潔 (4/28)

	 	 陳映羽 (4/28)	 林筱薇 (4/27)	 謝宗誠 (4/27)	 林秋菊 (4/27)	 林宥蕎 (4/27)	 紀頤涵 (4/26)	 張雅婷 (4/26)	 謝焜脩 (4/26)	 黃敬棋 (4/25)

	 	 廖志勇 (4/25)	 鍾美玉 (4/25)	 李孟學 (4/25)	 王一 (4/25)	 林顥原 (4/24)	 陳昱愷 (4/24)	 林家安 (4/24)	 施宏輝 (4/24)	 李佩靜 (4/24)

	 	 施曉如 (4/24)	 施永興 (4/24)	 施晨竣 (4/24)	 蘇瑩菁 (4/24)	 李正幃 (4/23)	 謝宗誠 (4/23)	 陳中平 (4/23)	 Kamei	Kang(4/23)

	 	 張蒼瑋廖貴興廖朱雀菊廖銘傳 (4/22)	 趙修逸黃月嬌趙怡絜 (4/22)	 馮嵩翔 (4/22)	 張家鴻 (4/22)	 丁翰升 ` 丁英傑 (4/22)

	 	 楊秀珍 (4/21)	 tseng(4/21)	 劉庭安 (4/21)	 洪倫雅 (4/21)	 洪麗雪 (4/21)	 邱立業 (4/20)	 余坤興 (4/20)	 詹壬儀平安健康 (4/20)

	 	 鄭婷云 (4/20)	 劉宥妡 (4/20)	 徐淑娟 (4/19)	 善心人士 (4/18)	劉勳國 (4/27)	 Rinsky(4/18)	 陳燕錫 (4/18)	 Jesse	Chen(4/17)

	 	 劉庭安 (4/17)	 蔡景承之女 (4/6)	 黃柏棋 (4/17)	 eric(4/17)	 王淨怡 (4/16)	 033383388(4/16)	 林丹桐 (4/16)

	 	 陳淑玲 (4/15)	 Lau	Ho	San(4/15)	 林宥蕎 (4/15)	 蔡思怡 (4/14)	 林顥原 (4/14)	 周福壽 (4/13)	 羅巧蓁 (4/13)	 謝文傑 (4/12)

	 	 吳俞憓 (4/12)	 劉宥婕 (4/11)	 劉銘鈺 (4/11)	 Rinsky(4/11)	 顏家天上聖母 (4/11)	 顏逸豪 (4/11)	 吳小姐 (4/10)	 傅皓俊 (4/9)

	 	 鄧麗君大甲媽 (4/10)	 丁翰升 ` 丁英傑 (4/9)	 陳奕文 (4/9)	 陳玥 (4/29)	 范偉龍 (4/29)	 張舜凱 (4/29)	 張羽萱 (4/29)

	 	 蔡金玫 (4/29)	 劉伃珊 (4/30)	 石欣卉 (4/30)	 陳若欣 (4/30)	 劉育光 (4/30)	 江幸娟 (4/30)	 陳長昇 (4/30)	 陳立杰 (4/30)	 蔡李靜江 (4/26)

	 	 蔡水祥 (4/26)	 施育憲 (4/29)	 鄭武洸 (4/29)	 鄭武洸 (4/28)	 鄭武洸 (4/27)	 鄭武洸 (4/26)	 黃千佩 (4/29)	 吳岸	吳蔡麗珠	蔡麗珠 (4/8)

	 	 施家傑 (4/8)	 賴偉源 (4/8)	 張琳雅 (4/8)	 林家麒 (4/8)	 余宗晏 (4/7)	 葉君茹 (4/7)	 周佳慧 (4/7)	 鍾珮玲 (4/6)	 劉庭安 (4/6)

	 	 賴偉源 (4/6)	 吳仁凱 (4/6)	 蔡好菜 (4/6)	 余 (4/4)	 一切眾生供養迴向十法界莊嚴西方極樂世界 (4/4)	 淨宗學會 (4/4)

	 	 金泰姬 (4/4)	 王幸如 (4/3)	 黃家駿 (4/2)	 謝宏杰 (4/2)	 塗彥和 (4/2)	 未來佛 (4/2)	 丁翰升 ` 丁英傑 (4/2)	 張唐偉 (4/1)

	 	 王辰瑋 (4/1)	 陳靖蓉 (4/5)	 邱志中 (4/3)	 徐韻惠 (4/28)	 江文漳 (4/30)	 江黃清月 (4/30)	江亭延 (4/30)	 鄭武洸 (4/23)	 鄭慧錦 (4/28)

	 	 許嘉瑋 (4/28)	 陳美靜 (4/16)	 黃惠慈 (4/27)	 陳美靜 (4/15)	 陳美靜 (4/14)	 邱湙鈞 (4/25)	 葉上軍 (4/25)	 陳美靜 (4/12)	 周佳穎 (4/30)

	 	 陳美靜 (4/11)	 陳美靜 (4/10)	 蘇珮誼 (4/25)	 吳志強 (4/17)	 陳碧鳳 (4/16)	 王淑芳 (4/16)	 李厚德 (4/16)	 陳錦滿 (4/28)	 林驛榛 (4/27)

	 	 鄭武洸 (4/24)	 傅欐婷 (4/5)	 楊鵬薰 (4/4)	 王英哲 (4/3)	 邱亭毓 (4/3)	 梁翊漩 (4/23)	 陳新福 (4/5)	 巧瀁餐廳 (4/4)

	 88	 邱美玲 (4/20)	 邱翊珊 (4/20)	 王柏權 (4/20)	 李宥宏 (4/20)	 謝涵如 (4/20)	 張雅涵 (4/20)	 曾立傑 (4/20)	 楊文斌 (4/20)	 孫嘉蔚 (4/20)

	 	 鐘子涵 (4/20)

	 60	 蔡涵倪 (4/20)

	 50	 陳正輝 (4/14)	 盧昱尹 (4/1)	 劉蓁霓 (4/13)	 陳廷瑋 (4/29)	 陳妤瑄 (4/29)	 涂宸祐 (4/20)	 許倍瑜 (4/20)	 涂盈文 (4/20)	 涂宸翰 (4/20)

	 	 簡永昇 (4/22)	 李彩玉 (4/22)	 簡沁睿 (4/22)	 簡家豪 (4/22)	 劉建志 (4/13)	 郭秀滿 (4/13)	 郭迫和 (4/13)	 劉忠穎 (4/13)	 劉吳良珠 (4/13)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5/01~2021/05/31

	 666,000	 David	Hammer(5/3)

	 121,000	 無名氏 (5/5)

	 100,000	 曼迪傳播有限公司 (5/3)	 沈佳賢 (5/6)	 曼迪傳播有限公司 (5/31)

	 52,700	 朱玫錚 (5/27)

	 50,000	 沈婷 (5/13)	 鄭裕欽建築師事務所 (5/13)

	 39,000	 全力專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15)

	 20,000	 十字貿易有限公司 (5/18)	 社團法人傅弘寬熱心服務慈善會 (5/20)	 施玉峰 (5/8)	 李中一 (5/19)

	 15,000	 張國俊 (5/4)	 黃一峰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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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5/01~2021/05/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5/01~2021/05/31

	 	 莊如芳 (5/26)	 黃明熙 (5/26)	 葉炳男 (5/26)	 傅美慧 (5/26)	 黃勝燦 (5/11)	 鐘志鴻 (5/11)	 趙雲蓉 (5/11)	 謝宜妹 (5/6)	 劉秀英 (5/6)

	 	 王建宏 (5/6)	 杜苡瑄 (5/6)	 唐豪局	張惠雅 (5/6)	 蔡湧信 (5/6)	 楊佳麟 (5/6)	 吳育美	陳元麒	陳元魁	陳平山 (5/6)

	 	 姚嘉音 (5/7)	 黃安陽 (5/7)	 嘉鏵生技醫療股分有限公司 (5/7)	 曲翊瑄 (5/8)	 陳慧玲	林曉亭 (5/8)	 朱李翊 (5/8)

	 	 謝翔宇 (5/10)	 楊哲榮 (5/10)	 陳淑芬 (5/10)	 黃惠美 (5/10)	 陳麗珍 (5/10)	 周志誠 (5/10)	 莊茜琦 (5/20)	 李勇達 (5/31)	 林栛伃 (5/25)

	 	 友展企業有限公司 (5/20)	 翁杏君 (5/31)	 蘇立緯 (5/24)	 吳永盛 (5/25)	 杜苡瑄 (5/27)	 楊賢泰 (5/28)	 洪上程 (5/28)	 藍敬 (5/28)

	 	 蟲友義賣捐款 (5/5)	 鍾伊婷 (5/11)	 王靜宣 (5/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	 徐賢良 (5/27)

	 	 陳慧嫺 (5/24)	 程裕權 (5/24)	 洪文鎧 (5/24)	 伊二三 (5/18)	 陳彥錡 (5/14)	 陳清花 (5/12)	 郭益豪 (5/10)	 人虢 (5/8)	 丁建中 (5/7)

	 	 柳沛佑 (5/6)	 曾永銘 (5/6)	 游笠品 (5/5)	 南山烘爐地土地公 (5/3)	 羅婉儀 (5/13)	 黃徐秀枝 (5/5)	 祝煒勁 (5/6)	 項智昕 (5/2)

	 	 吳孟千 (5/6)	 陳重伝 (5/29)	 廖映婷 (5/6)	 曾郁婷 (5/6)	 林俊吉 (5/1)	 陳林玉娥 (5/3)	 鼎正有限公司 (5/28)	 王義仲 (5/28)

	 	 楊凱鈞 (5/31)	 大輪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5/31)

	 1,985	 肯岳亞股份有限公司 (5/20)

	 1,800	 台北市私立菁英幼兒園 (5/18)	 吳新鈞 (5/4)	 張巧琳 (5/4)

	 1,688	 廖峻威 (5/27)

	 1,650	 謝瓊瑤 (5/18)

	 1,600	 曾柏凱 (5/15)	 吳書慧 (5/12)

	 1,500	 邱奕達	邱王哖	邱進任 (5/31)	 孔姵心 (5/17)	 何淑滿 (5/17)	 菖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4)	 菖鴻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5/4)	 楊于萱 (5/20)

	 	 姜銀和 (5/17)	 林倩憶 (5/4)	 張軒綺 (5/18)	 張庭萱 (5/10)	 潘柔諭 (5/10)	 大器聯合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統編 27524542(5/10)

	 	 張鈁捷 (5/4)	 享樂中壇元帥 (5/10)	 菖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5/3)	 李明易 (5/3)	 呂佩純	呂依璇	呂翊綺 (5/3)	 吳永清 (5/3)

	 	 吳家威 (5/3)	 吳雅萍 (5/31)	 潘羿博 (5/31)	 彭文芳 (5/20)	 陳憲霆 (5/11)	 羅欽賢 (5/26)	 侯麗梅 (5/26)	 連千惠	連宇璋	連建洲 (5/5)

	 	 王喬鈺 (5/6)	 鄭丞勛 (5/7)	 鄭卉芸 (5/7)	 張良玉 (5/20)	 菖源股份有限公司 (5/10)	 施崴勝 (5/31)

	 1,300	 劉夏欣 (5/10)	 郭欣悅 (5/14)	 李卉滎 (5/18)	 賴佳渝 (5/11)

	 1,250	 程雅卿 (5/29)

	 1,200	 無名氏 (5/10)	 鄒年恩	賴瑞蓮	鄒永隆	鄒鳳蘭	黃俊瑋 (5/4)	 賴佑承 (5/4)	 楊迪華 (5/18)	 邱光平 (5/18)	 姚昱伶 (5/10)	 盧霽千 (5/10)

	 	 羅國基 (5/10)	 林淑娟 (5/4)	 林杏林 (5/26)	 韓寶珠	趙芯誼	趙于薇	趙翊筑	趙明龍	趙馥儒 (5/6)	 曾仁德 (5/7)	 郭振山 (5/19)

	 	 OKGO 捐款 (5/19)	 高健峰 (5/27)	 胡富元 (5/26)	 李畇寬 (5/9)	 張允銓 (5/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8)

	 1,130	 郭山河等 10 人 (5/13)

	 1,100	 董惠如 (5/20)	 OKGO 捐款 (5/6)	 OKGO 捐款 (5/3)	 吳弘偉 (5/2)	 王靜宣 (5/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9)

	 1,020	 劉洺賢 (5/24)	 蔡惠菁 (5/21)

	 1,015	 蔡苾珞 (5/3)	 潘德旗 (5/3)

	 1,010	 張綺恩	張中昱 (5/17)	 張中昱 (5/17)

	 1,000	 郭柏瀚 (5/10)	 郭柏承 (5/10)	 于秉辰 (5/10)	 唐佐幸 (5/10)	 劉育吟 (5/10)	 劉澤滄 (5/10)	 高惠玲 (5/12)	 吳欣洳 (5/11)	 孫詩遠 (5/11)

	 	 曾瑀涵 (5/10)	 陳慧珊 (5/31)	 鄒宇松 (5/31)	 唐培恩	(5/31)	 唐詩涵 (5/31)	 陳品宏 (5/31)	 戴家琦 (5/31)	 黃莉彥 (5/31)	 陳珉 (5/31)

	 	 趙哲逸 (5/31)	 王心佳 (5/31)	 陳毓宣	張國樑 (5/31)	 黃碧霞 (5/31)	 許日桂 (5/31)	 梁瑜芮 (5/31)	 李百齡 (5/31)	 陳宥勳 (5/31)

	 	 張耀中 (5/31)	 黃淑為 (5/26)	 蔡宏祥 (5/26)	 吳建璜 (5/26)	 李淑蘭 (5/26)	 江隆昇 (5/26)	 鄒開鑄 (5/26)	 蘇立菁 (5/26)	 劉俊亨 (5/26)

	 	 虞邦心 (5/26)	 王玲 (5/26)	 林佩燁 (5/26)	 胡信哲 (5/26)	 江學瀅 (5/20)	 鐘美玲 (5/20)	 簡文通 (5/20)	 簡麗姑 (5/20)	 鍾蓁誼 (5/11)

	 	 李亞諭 (5/11)	 徐振誠	徐振中 (5/11)	 鄭楷軒	蔡淑芬	鄭明輝	(5/17)	 江志隆 (5/17)	 謝宥如 (5/17)	 蔡依菱 (5/17)	 黃玉英 (5/17)

	 	 林美慧 (5/17)	 張勝杰 (5/17)	 范瑋庭 (5/4)	 邱美惠 (5/4)	 李信毅 (5/4)	 王君豪 (5/4)	 張保雄 (5/4)	 陳廷寬 (5/4)	 無名氏 (5/14)

	 	 沈于琋 (5/6)	 陳彥甫 (5/17)	 陳孟宏 (5/17)	 柯秀婷 (5/17)	 蘇秀里 (5/20)	 林瓊汝 (5/26)	 呂侑萱 (5/20)	 鄭姝羚 (5/20)	 張嘉珍 (5/20)

	 	 黃玉苹 (5/20)	 陳姵羚 (5/20)	 唐兆漢 (5/20)	 陳建成 (5/20)	 劉俊芬 (5/20)	 劉惠滿 (5/20)	 游玉敦 (5/20)	 陳家億 (5/17)	 吳育賢 (5/17)

	 	 謝鳳玉 (5/17)	 謝秀足 (5/17)	 黃昱皓 (5/17)	 陳裕盛 (5/17)	 劉柏敏 (5/17)	 簡慈怡 (5/17)	 胡秀萍 (5/17)	 陳怡安 (5/17)	 陳燕芳 (5/17)

	 	 吳慶隆 (5/17)	 江元宏 (5/17)	 簡忠盛 (5/17)	 陳俊仰 (5/17)	 柯炳松 (5/17)	 歐陽儀 (5/17)	 無名氏 (5/17)	 無名氏 (5/17)	 無名氏 (5/17)

	 	 高長慶 (5/4)	 林禮慧 (5/4)	 劉柏陞 (5/4)	 陳達彥 (5/4)	 潘宗淵 (5/4)	 張碧如 (5/4)	 邱金玉 (5/4)	 崔明貴 (5/18)	 傅秀雅 (5/18)

	 	 李政模 (5/18)	 許維晏 (5/5)	 高保珍 (5/5)	 陳正達 (5/5)	 黃淑苑 (5/18)	 朱成棟	朱王春于 (5/18)	 莊大億 (5/18)	 莊子歆 (5/18)

	 	 辛珮琪 (5/18)	 張瓊文 (5/18)	 陳維堉 (5/18)	 張永聖 (5/18)	 田家瑄 (5/18)	 田乃云 (5/18)	 徐舒眉 (5/5)	 莊詠甯 (5/5)	 賴亭蓁 (5/18)

	 	 世貿海運承攬運送股份有限公司 (5/5)	 陳威銘 (5/18)	 謝玲玲 (5/18)	 李貴蓮 (5/18)	 陳維憲 (5/18)	 黃晟硯 (5/18)	 洪淑瑩 (5/18)

	 	 宋弘軒 (5/18)	 楊宏基 (5/18)	 曾兆慶 (5/18)	 黃麗秋 (5/18)	 蕭昭雄 (5/18)	 黃鈺婷	邱伊辰	邱聖翔	邱奕祺	孫錦堂 (5/18)	 蔡馨儀 (5/18)

	 	 黃浩耕 (5/18)	 高治圻 (5/18)	 江惠瑜 (5/18)	 孫永安 (5/18)	 黃靖雅 (5/18)	 陳冠至	陳妏菱	林秀盈 (5/5)	 金湘齡	黃仲生 (5/5)

	 	 高文賀 (5/19)	 高鈺軒	高鈺旂 (5/7)	 彭江玉英 (5/19)	張彧睿 (5/7)	 簡妙憙 (5/2)	 張雅惠 (5/1)	 何東澤 (5/1)	 張睿允 (5/3)

	 	 龔怡夙 (5/4)	 蕭璽彧 (5/1)	 陳徵平 (5/4)	 鄭色孟 (5/4)	 曾鈺珈 (5/3)	 蘇雅琪 (5/4)	 顏維志 (5/4)	 李淑蓉 (5/4)	 莊桂惠 (5/4)

	 	 葉上菁 (5/4)	 林芳至 (5/4)	 林淵欽 (5/4)	 張鈞維 (5/4)	 陳盈州 (5/4)	 張淑儀 (5/4)	 蘇怡頤 (5/4)	 方文波 (5/4)	 郭佩怡 (5/4)

	 	 郭品祐 (5/4)	 高美祝 (5/4)	 統宇電研股份有限公司 (5/4)	 孫婕祐 (5/4)	 朱彥堯 (5/4)	 余美玲 (5/4)	 林明宜 (5/4)	 江沛峰 (5/4)

	 	 洪西彬 (5/4)	 王宥崴 (5/4)	 林欣歡 (5/4)	 曾奕霏 (5/4)	 林金龍 (5/4)	 沈依欣 (5/4)	 楊美雲 (5/4)	 梅登富 (5/4)	 黃子馨 (5/4)

	 	 倪庭恩 (5/4)	 林享億 (5/4)	 倪正杰 (5/4)	 詹益能 (5/4)	 詹世明 (5/4)	 李璦均 (5/4)	 李日農 (5/4)	 劉俞旻 (5/4)	 張盈甄 (5/4)

	 	 潘明慧 (5/4)	 鄭芝昀 (5/4)	 柯凱文 (5/4)	 紀銘祥 (5/4)	 張素秋 (5/4)	 陳雪青 (5/4)	 謝惠珍 (5/4)	 朱美惠 (5/4)	 蔡超塵 (5/4)

	 	 陳志維 (5/4)	 古文銘 (5/4)	 陳昭菁	(5/4)	 毛良慶 (5/4)	 洪曉珊 (5/20)	 鍾政緯	黃羽溱 (5/20)	 童國誠 (5/20)	 李美莉 (5/20)

	 	 廖清俊 (5/20)	 羅嘉寧 (5/20)	 楊兆平 (5/20)	 陳秋茹 (5/20)	 林瓊華 (5/20)	 劉宜榛 (5/20)	 蘇淑英 (5/20)	 吳心硯	(5/20)	 吳心畫 (5/20)

	 	 黃傳叡 (5/20)	 陳秀洳 (5/20)	 謝忠謀 (5/20)	 蘇士詠 (5/20)	 殷子倫 (5/20)	 鍾瀚滬 (5/20)	 賴婕庭 (5/20)	 吳思宇 (5/26)	 林美智 (5/31)

	 	 劉瑞珍 (5/31)	 王文雄 (5/31)	 曾兆訢 (5/31)	 葉國暉 (5/31)	 李錫智 (5/31)	 胡德寬 (5/31)	 呂姿瑩 (5/31)	 鄭東義 (5/31)	 楊忠明 (5/10)

	 	 王禹蓉	王榕萱	王仟鋒 (5/17)	 廖容岑 (5/10)	 陳于毅 (5/10)	 張怡婷 (5/10)	 洪于絜 (5/10)	 文宗麟 (5/10)	 劉書合 (5/10)	 林淑慧 (5/10)

	 	 劉志信 (5/10)	 林谷裕 (5/10)	 楊宗恩 (5/10)	 游慧敏 (5/10)	 黃培誠 (5/10)	 陳錦鐘 (5/10)	 歐陽貞穎 (5/10)	楊子陞 (5/10)	 龔雙慶 (5/10)

	 	 許珮雯 (5/10)	 麥家豪 (5/10)	 麥維倫 (5/10)	 黃雪梅 (5/10)	 簡苑倩 (5/10)	 林永宸 (5/10)	 林雅姿 (5/10)	 郭原宏 (5/10)	 黃玫陵	(5/10)

	 	 陳媚綺 (5/10)	 莊子頤 (5/10)	 林永重 (5/10)	 沈昭仁 (5/10)	 羅宜紋 (5/10)	 鄭安恬 (5/4)	 李柏霖 (5/5)	 隨喜福慧 (5/8)	 張瓊方 (5/9)

	 10,000	 方復璠 (5/17)	 蔡明皓 (5/10)	 大興實業有限公司 (5/4)	 蕭義睿 (5/6)	 鍾瑋芸 (5/3)	 沈格祥 (5/9)	 台灣索馬龍股分有限公司 (5/31)

	 	 卓彥廷 (5/14)	 葉守益 (5/4)	 陳宜嫆 (5/17)	 林素如（牧謙媽媽）(5/25)	 台灣恩慈股份有限公司	(5/26)	 慶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5/6)

	 	 翁呈昊 (5/7)	 游楹祿 (5/19)	 周卓依	曾盈富	戴瑞恩	戴承恩 (5/10)	 邱進任	邱王哖 (5/26)	 陳澄霞 (5/26)	 陳冠綸 (5/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5)	 善心人士 (5/9)	 黃崇博 (5/11)	 蔡承希 (5/26)	 許菀育 (5/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1)

	 8,520	 杜富國 (5/18)

	 8,000	 黃瑞揚	陳奕君	黃妍霏	黃笠愷 (5/10)	 趙國慶 (5/3)

	 7,000	 林凱華 (5/3)

	 6,300	 澎科大流行舞蹈社 (5/3)

	 6,200	 真豪紀精饌鍋物 (5/6)

	 6,000	 林建仁	林銀象	林蔡雅惠 (5/1)	 謝文雅 (5/10)	 陳彤 (5/8)	 黃柏穎 (5/10)	 張進豐 (5/3)	 張進豐 (5/10)	 陳淑真 (5/3)	 曹碧珠 (5/13)

	 	 李秦朝	李瑞豪 (5/10)	 蔡尚哲	蔡尚文 (5/10)	 潘清章 (5/17)	 善心人士 (5/3)	 葉瑞民	高瑞芬 (5/7)	 劉家良 (5/11)

	 	 石鴻隆 (5/1)

	 5,000	 煌茂水產有限公司 (5/25)	 牛仰堯 (5/17)	 謝如珊 (5/16)	 林于禎 (5/16)	 吳智萍 (5/17)	 耿俊閎 (5/17)	 李佳盈 (5/4)	 陳進財 (5/5)

	 	 茂舜科技有限公司 (5/18)	 黃秋芬 (5/10)	 薛敦仁 (5/4)	 李明昌 (5/4)	 李順景 (5/4)	 劉美惠 (5/31)	 余品嫻 (5/10)	 楊秀夫 (5/10)

	 	 陳榮鍠 (5/3)	 善心人士 (5/4)	 采盟股份有限公司 (5/7)	 李枝祝	李萬得	李吳綉連 (5/3)	 蔡莉莉 (5/3)	 伍宣丞 (5/3)	 林錦松 (5/3)

	 	 無名氏 (5/6)	 陳水旺 (5/19)	 陳錫土 (5/19)	 李秋慧 (5/24)	 善心人士 (5/24)	周進有 (5/14)	 繆祝波 (5/31)	 薛慧美 (5/31)	 謝偉邦 (5/31)

	 	 曾師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20)	謙成有限公司 (5/20)	 于培倫 (5/20)	 無名氏 (5/26)	 蔡靚 (5/26)	 郭家琦 (5/26)	 賴敬明 (5/5)

	 	 高炳澤 (5/6)	 林芝汎 (5/6)	 吳季娟 (5/6)	 莊文啟 (5/6)	 陳昱帆 (5/7)	 林秉輝 (5/7)	 陳許梅 (5/19)	 陳李勤 (5/19)	 康英德 (5/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4)	 劉家良 (5/7)	 陳清祥 (5/31)

	 4,700	 黃上銓 (5/5)

	 4,500	 陳碧珠 (5/25)

	 4,000	 鄒凭晏 (5/10)	 無名氏 (5/4)	 吳柏鴻 (5/6)	 歸仁區 (5/29)	 吳冠宜 (5/17)

	 3,800	 陳嬋娟 (5/20)	 張合舜 (5/26)

	 3,700	 有愛小天使 (5/8)

	 3,600	 胡乃勻 (5/17)	 王詩函 (5/5)	 陳桂美 (5/5)	 OKGO 捐款 (5/1)	 簡茂昌 (5/5)	 張芸溱 (5/4)

	 3,500	 蔡馨瑩 (5/2)	 林科宇 (5/4)	 許竣棠 (5/1)

	 3,366	 杜晶瑩 (5/6)

	 3,300	 董景德 (5/11)

	 3,200	 古點食堂 (5/20)

	 3,030	 趙仁毅 (5/14)

	 3,000	 有心人 (5/18)	 黃淑玲 (5/31)	 無名氏 (5/17)	 劉律霆 (5/18)	 蔡玲珍 (5/19)	 林曼美 (5/10)	 林鴻琦	林宥彤	楊心吟	林以寧 (5/10)

	 	 蕭貞文 (5/10)	 張怡正 (5/1)	 邱瑛瑛 (5/4)	 翁甄禧 (5/4)	 林森建材行 (5/20)	 陳湘銘 (5/26)	 王文中 (5/26)	 王惠雪 (5/10)

	 	 李揚 (5/10)	 小熊森林教育機構 (5/6)	 張良玉 (5/12)	 黃芳 (5/8)	 嚴麗珠 (5/12)	 賴麗純 (5/12)	 吳依穗 (5/13)	 魏淑真 (5/13)

	 	 李元瑞	王元瑩 (5/14)	 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 (5/20)	 無名氏 (5/25)	 杜富國 (5/11)	 關家莉 (5/26)	 顏御安 (5/26)	 吳耑穎 (5/26)

	 	 鍾侑容 (5/11)	 林錫癸 (5/5)	 吳衍德	吳柏成 (5/6)	 吳演興	陳翠琳 (5/6)	 林志鵬	唐詠婷	林孟諴 (5/6)	 無名氏 (5/21)

	 	 姚曉光 (5/7)	 蘇美月 (5/7)	 劉夏豪	劉寬	劉瑄	陳淑如 (5/20)	張巧昀 (5/21)	 王文慶 (5/26)	 謝春猛 (5/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4)	 陳冠仲 (5/25)	 林雲龍 (5/14)	 胡敏 (5/11)	 林婉筠 (5/9)	 謝汪翔 (5/6)	 林凱華 (5/4)	 林士晉 (5/4)

	 	 七位大哥 (5/1)	 陳威名 (5/11)	 高熙凱 (5/26)	 林國慶 (5/26)	 自由娛樂城 (5/1)	 彭碩山 (5/9)	 張峻瑋 (5/20)	 王智軍 (5/9)

	 	 王雅榛 (5/28)	 莊青朋 (5/31)	 陳爸爸	媽媽	哥哥	妹妹 (5/31)

	 2,800	 鄭美玲 (5/1)

	 2,600	 OKGO 捐款 (5/9)

	 2,580	 杜富國 (5/18)

	 2,500	 傅旭正 (5/31)	 張皪元 / 張崴程 (5/17)	 闕玉娟 (5/19)	 劉成舉 (5/18)	 李善堯	任怡蕙	李為仁	李為文	李為元 (5/7)	 陳淑美 (5/31)

	 	 蕭湧麒	廖美玲	蕭幃翰	蕭柔暄	蕭姿宸 (5/3)	 善心人士 (5/3)	 陳冠仲 (5/23)	 陳威宇 (5/14)	 蕭紋耀 (5/6)

	 2,272	 陳依茹 (5/29)

	 2,200	 王祥宇 (5/2)	 陳慧婉 (5/29)

	 2,160	 陳筱橋 (5/6)

	 2,100	 孫瑞佑 (5/16)	 OKGO 捐款 (5/5)

	 2,000	 陳建宇 (5/12)	 台北市私立微舒喜技藝短期補習班 (5/10)	 李建民 (5/31)	 鄧名珊 (5/31)	 王凱芬 (5/31)	 賴映秀 (5/26)	 陳信瑋 (5/26)

	 	 王秀蘭 (5/11)	 善心人士 (5/20)	鍾明錦 (5/17)	 鄭凱懌 (5/17)	 王歆絜 (5/4)	 華益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5/4)	 蘇微惠 (5/26)	 江麗蘭 (5/20)

	 	 蔡玉娟 (5/20)	 黃博麒 (5/17)	 王瀛屏 (5/17)	 無名氏 (5/17)	 林育甯 (5/17)	 李淑婉 (5/17)	 柯朋昌 (5/4)	 許秀穎 (5/18)	 黃錦美 (5/5)

	 	 東北當鋪 (5/5)	 張睿芯	張偉杰 (5/5)	 何學禮 (5/5)	 楊志偉 (5/18)	 卜祥琨 (5/18)	 高宗永 (5/18)	 胡珮瑩 (5/18)	 高靜華 (5/18)

	 	 洪曉蘭 (5/18)	 黃憲宗 (5/7)	 張庭愷 (5/10)	 黃宥惟 (5/3)	 無名氏 (5/3)	 張振宗 (5/4)	 洪光熙	陳靜珠 (5/4)	 黃錫成 (5/4)

	 	 簡辰光 (5/4)	 黃恆逸 (5/4)	 謝惠珠 (5/4)	 洪淑媛 (5/4)	 鍾景煬 (5/4)	 張哲明 (5/4)	 蔡耀裕 (5/4)	 吳佳玲 (5/4)	 林侑瑩 (5/4)

	 	 許晏琳 (5/5)	 洪閩萱 (5/5)	 楊孋芸 (5/20)	 王心瀚 (5/20)	 余南興 (5/20)	 廖施景 (5/20)	 林昱廷 (5/20)	 林昱嘉 (5/20)	 周銘慶 (5/20)

	 	 冠鼎工業有限公司 (5/20)	 黃譯葶 (5/20)	 鄒靖楠 (5/20)	 遠祥國際有限公司 (5/20)	 勝興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5/17)

	 	 蕭碧真 (5/10)	 英甲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5/10)	 鄭家洧 (5/10)	 善心人士 (5/5)	 賴嘉偉 (5/8)	 李勇達 (5/3)	 善心人士 (5/10)

	 	 皇廣鑄造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5/5)	 董騏綾 (5/13)	 鼎正有限公司 (5/3)	 孫綾子 (5/3)	 陳巧芯 (5/3)	 邱高寶鳳 (5/3)

	 	 李振德 (5/3)	 吳尚恆 (5/3)	 牟慧萍 (5/5)	 廖淑絹 (5/18)	 陳夜合 (5/7)	 陳夜合 (5/7)	 郭秀娟 (5/6)	 萬太企業有限公司 (5/21)

	 	 洪金來 (5/24)	 善心人士 (5/15)	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20)	 吳昱慧 (5/21)	 邱秉媛 (5/12)	 吳麗文 (5/12)	 林建興 (5/13)	 洪素貞 (5/13)

	 	 嚴麗珠 (5/12)	 陳憲璋 (5/12)	 奇磊股份有限公司 (5/13)	 胡翊祺 (5/14)	 朱秀娟 (5/14)	 侯怡珊 (5/14)	 漢翔公司慈光社 (5/15)

	 	 林妤庭 (5/15)	 林宜靜 (5/14)	 覃昭銘 (5/17)	 蔡淑靜 (5/18)	 孫菀若 (5/17)	 張瑋玲	張景翔 (5/31)	 董佩怡 (5/31)	 江禹葳 (5/31)

	 	 鄭素芬 (5/17)	 無名氏 ( 共用 )(5/17)	 鄭靜雯 (5/17)	 鴻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5/20)	 張彥筠 (5/8)	 許芳慈 (5/26)	 王德勳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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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5/01~2021/05/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5/01~2021/05/31

	 	 蕭嘉甫 (5/13)	 廖雪伶 (5/12)	 許筑筌 (5/3)	 譚林春美 (5/3)	 楊翔任	楊淞壹	楊品寬 (5/3)	 盛貿藝品有限公司 (5/3)	 黃弘任 (5/3)

	 	 鄭葉密	鄭正義	鄧如珍	鄭如惠	蔡鎮成	鄭吉盛	蔡宗翰 (5/3)	 楊子藝	楊紹然	余碧雲 (5/3)	 李振宇	李家毓	李榮政	羅密君 (5/3)

	 	 林清榮 (5/3)	 呂信君 (5/3)	 陳名川 (5/3)	 李文富 (5/3)	 謝文鳳 (5/3)	 鑫艷酒店 (5/3)	 李美慧 (5/3)	 金大腳養生館 (5/3)

	 	 連朝仁 (5/3)	 劉白江	莊玉娥 (5/3)	 王釋庸 (5/3)	 吳美玲 (5/3)	 劉燕玉 (5/5)	 鄭文義 (5/3)	 許保民等六人 (5/18)

	 	 江昭瑩 (5/18)	 鄒美蘭全家 (5/4)	 楊仲鉅 (5/4)	 賴慧蓉 (5/18)	 李秀嬌 (5/9)	 劉子欣 (5/9)	 張清華 (5/8)	 王學正 (5/8)

	 	 無名氏 (5/7)	 蘇偉蕾 (5/7)	 張隆洲 (5/7)	 陳姻秀 (5/7)	 張舒涵 (5/7)	 賴卉溱 (5/7)	 王君豪 (5/7)	 張晏禔 (5/5)	 張珈瑀 (5/5)

	 	 曾雅萱 (5/18)	 王秀婷 (5/18)	 傅玉寶 (5/20)	 善心人士 (5/29)	王雋琳 (5/20)	 高宇威 (5/19)	 徐春美 (5/20)	 余立萬 (5/24)	 陳永添 (5/24)

	 	 郭冠穎 (5/19)	 高紀芬	謝傢璘	謝傢政 (5/19)	 王東三 (5/24)	 許哲源 (5/11)	 林淑芬 (5/21)	 黃建勇 (5/12)	 龍德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5/12)

	 	 蔡枚芬 (5/13)	 詹淑幸 (5/12)	 蔡碧瑜 (5/12)	 楊坤山 (5/12)	 吳淵源 (5/12)	 曾國忠 (5/12)	 張維庭 (5/13)	 張宇森 (5/13)	 吳青榆 (5/13)

	 	 彭增陵	林淑珍 (5/13)	 程紗闔家 (5/13)	吳駿彬 (5/13)	 王秋榮 (5/13)	 張嫌 (5/14)	 劉祐君 (5/14)	 曾祥玟 (5/14)	 劉子綝 (5/14)

	 	 孫積儀 (5/14)	 蔡聖麒 (5/14)	 陳賜國 (5/14)	 陳忻言 (5/31)	 劉春秀 (5/31)	 陳秋蓁 (5/31)	 張莘瑜 (5/14)	 蕭如玲 (5/14)	 沈智平 (5/14)

	 	 夏平 (5/14)	 陳培德 (5/17)	 楊安庭 (5/17)	 許林美枝 (5/17)	林定積 (5/17)	 胡銘顯 (5/18)	 康守花 (5/15)	 許筑筌 (5/17)	 蕭伊雯 (5/17)

	 	 曾安裕 (5/18)	 陳秋恭 (5/31)	 蔡淑茹 (5/30)	 劉燕儒 (5/27)	 尹俐文 (5/31)	 張宇璿 (5/31)	 江弘海 (5/18)	 柯若妍 (5/31)	 周畇奇 (5/31)

	 	 黃麗蓉 (5/31)	 黃劉美 (5/31)	 黃麗鈴 (5/31)	 黃冕 (5/17)	 王宗升 (5/17)	 無名氏 ( 共用 )(5/17)	 無名氏 ( 共用 )(5/17)

	 	 曾安民 (5/4)	 林函蓁	馬運芳	馬德華 (5/4)	 黃貴香 (5/18)	 曹珮雯 (5/17)	 黃士軒 (5/17)	 劉旆希 (5/17)	 蔣慧鈴 (5/17)	 周文瀚 (5/17)

	 	 李東穎 (5/17)	 曾心怡 (5/17)	 蔡昇豪 (5/17)	 吳玉印 (5/17)	 吳家寬 (5/17)	 陳怡君 (5/17)	 無名氏 (5/17)	 謝芊驊 (5/20)	 侯嘉穎 (5/20)

	 	 邱重嘉 (5/20)	 林素雯 (5/20)	 張皓宇 (5/20)	 王振哲 (5/20)	 王振益	(5/20)	 許詠涵 (5/20)	 林孟潔 (5/20)	 陳陞泓 (5/20)	 陳彥斌 (5/20)

	 	 鄭楀澄 (5/20)	 唐慧珍 (5/20)	 廖敏辰 (5/20)	 易威廷 (5/20)	 鍾昊辰 (5/11)	 吳美佐 (5/11)	 華威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5/14)

	 	 鍾婷翎 (5/11)	 善心人士 (5/13)	詹子慶 (5/26)	 王兆年 (5/26)	 陳昭輝 (5/26)	 許嘉峻 (5/25)	 林青蓉 (5/25)	 黃義宏 (5/11)	 善心人士 (5/19)

	 	 柳淑秋 (5/4)	 善心人士 (5/18)	江韻如 (5/26)	 蕭清洲 (5/26)	 余淑杏 (5/26)	 鍾明宏 (5/26)	 林秉森 (5/26)	 葉文圭 (5/26)	 陳玉書 (5/26)

	 	 曾于恩 (5/26)	 呂雨澄 (5/26)	 邱志玄 (5/26)	 劉立麗 (5/26)	 陳靚 (5/26)	 陳求宏	林翠貞	陳薏婷	陳顗翔	陳顗喆 (5/26)	 張婧淳 (5/26)

	 	 曹雨萱 (5/26)	 陳昱翔 (5/26)	 陳怡縉 (5/26)	 陳昱誠 (5/26)	 温雅茹 (5/26)	 盧廷煜 (5/26)	 鄭偉仕 (5/26)	 楊啟靖 (5/26)	 沈詩芸 (5/26)

	 	 林冠伶 (5/26)	 周昱翔 (5/26)	 魏志強 (5/26)	 邱玉環 (5/26)	 魏宏霖 (5/26)	 陳慧娟 (5/26)	 康錦豐 (5/26)	 黃琦絜 (5/26)	 羅慧明 (5/26)

	 	 呂美珠 (5/26)	 施絢欽 (5/26)	 葉榮洋 (5/26)	 林佑羚 (5/26)	 甲渥國際建材有限公司 (5/26)	 林柏穎 (5/26)	 高敏卿 (5/26)	 侯孟芬 (5/26)

	 	 蕭欣羽 (5/26)	 劉丹 (5/26)	 吳邱淑慧 (5/5)	 世貿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 (5/5)	 黃冕 (5/5)	 何致晴 (5/6)	 丁春桃 (5/6)

	 	 羅崧祐 (5/6)	 胡采翎 (5/6)	 林錦城 (5/6)	 蘇苡晴 (5/6)	 陳溥楨 (5/6)	 林憲仁 (5/6)	 林以堅 (5/6)	 李文雄 (5/6)	 闕汀瑩 (5/24)

	 	 師路	Troad(5/24)	 陳泰宇 (5/6)	 江玉玲 (5/6)	 李培金	李林依金 (5/7)	 林瓊君 (5/7)	 李雪紅 (5/7)	 劉怡君 (5/22)

	 	 張珮慈 (5/20)	 林振興 (5/7)	 陳玉珠 (5/7)	 簡大閎	簡大盛	簡伯育	簡唯霓	簡孝安 (5/7)	 牟江榮子 (5/7)	 皇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7)

	 	 陳恆中 (5/7)	 郭茂猷 (5/7)	 吳振豐 (5/7)	 詹春花 (5/7)	 鍾淑芳 (5/7)	 林宣吟 (5/8)	 吳福仁	周卓穎	吳政遠 (5/10)	 黃桂橋 (5/10)

	 	 周卓霖	吳菀榆 (5/10)	 陳世恩 (5/10)	 顏英菊 (5/10)	 梁羽彤 (5/10)	 陳良權 (5/10)	 趙莉萍 (5/10)	 戴雀華 (5/10)	 沈文堅 (5/10)

	 	 莊麗惠 (5/20)	 周長平 (5/20)	 高筱涵 (5/19)	 王仁煌 (5/21)	 高嵩博 (5/19)	 郭庭妤 (5/19)	 高宇呈 (5/19)	 羅會深 (5/19)	 徐錦鳳 (5/20)

	 	 OKGO 捐款 (5/24)	 黃玖美 (5/20)	 施皓婷 (5/30)	 許淑慧 (5/21)	 劉容淨 (5/25)	 高菁敏 (5/25)	 謝舉泉 (5/25)	 平敏虎 (5/25)

	 	 黃證維 (5/25)	 善心人士 (5/26)	林春梅 (5/26)	 甜甜圈幼兒園 (5/26)	 鮑世濟 (5/25)	 樓雅萍 (5/26)	 杜諺穎 (5/27)	 林瑛佩 (5/27)

	 	 林怡萱 (5/27)	 許維晏 (5/28)	 王葦伶 (5/28)	 陳淑真 (5/25)	 張兆棠 (5/25)	 黎心慈	蔡昆諺 (5/28)	 黃玉鳳 (5/28)	 邱莉惠 (5/28)

	 	 郭俊宏 (5/25)	 石振輝 (5/25)	 蕭燕芬 (5/27)	 黃唐淑清 (5/27)	陳有財 (5/28)	 高瑋 (5/27)	 鄭翠琴 (5/28)	 何美津 (5/29)	 陳慧嫺 (5/3)

	 	 程裕權 (5/3)	 陳蓉靖 (5/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4)	 林書玄 (5/2)

	 	 蕭采芳 (5/2)	 yang(5/2)	 李吉隆 (5/2)	 張芝羽 (5/2)	 邁卿允 (5/10)	 王俐媛	網購訂購朋友 (5/4)	 廖婉真 (5/5)	 林芳妤 (5/17)

	 	 黃恬盷 (5/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8)	 陳福龍 (5/2)	 王藝霖 (5/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3)	 陳慧嫺 (5/31)	 程裕權 (5/31)	 姚佐旻 (5/26)

	 	 賴婉綾 (5/25)	 陳顗光 (5/24)	 善心人士 (5/21)	簡佑 (5/20)	 謝先生 (5/20)	 吳怡芬 (5/19)	 陳慧嫺 (5/17)	 程裕權 (5/17)	 蔡承順 (5/16)

	 	 宋秉洋 (5/15)	 林國良 (5/14)	 謝孟珊 (5/14)	 林彥良 (5/13)	 龔于弘 (5/12)	 謝絜蕓 (5/12)	 簡依恩 (5/12)	 蔣正凱 (5/11)	 烏龜超人 (5/10)

	 	 王志文 (5/10)	 陳慧嫺 (5/10)	 程裕權 (5/10)	 張佑詳 (5/10)	 吳原安 (5/8)	 林明慶 (5/8)	 張慧真 (5/8)	 廖晟智 (5/7)	 湯翊沛 (5/7)

	 	 紀子儀 (5/7)	 王學穎 (5/6)	 林哲宇 (5/6)	 洪小姐 (5/6)	 李文有 (5/6)	 李志駿 (5/6)	 曾山肇仁 (5/5)	 廖峻宏 (5/5)	 劉子維 (5/5)

	 	 陳建成 (5/5)	 義晟商行 (5/5)	 林挺婷 (5/4)	 施明慶 (5/4)	 吳少杰 (5/3)	 陳宏生 (5/11)	 唐小娟 (5/26)	 葉珮姍 (5/1)	 黃國豪 (5/8)

	 	 徐國仁 (5/7)	 李明琴 (5/1)	 楊焜銘 (5/26)	 楊焜銘 (5/20)	 楊焜銘 (5/18)	 楊焜銘 (5/7)	 施育憲 (5/4)	 陳雅婷 (5/1)	 廖宏俊 (5/28)

	 	 柳沛佑 (5/1)	 簡燿弘 (5/6)	 群森戶外有限公司 (5/15)	 石玉芬 (5/8)	 劉逸宏 (5/18)	 陳曉慧 (5/4)	 陳清松 (5/2)	 柯良玉 (5/2)

	 	 詹益銘 (5/7)	 鄭詠之 (5/26)	 陳建源 (5/28)	 陳柏隆 (5/29)	 陳智萍之子 (5/11)	 許博豪 (5/1)	 陳淑婷 (5/4)	 黃開元 (5/19)

	 	 黃瓘傑 (5/6)	 徐慧珍 (5/5)	 洪秉成 (5/16)	 楊沛甄 (5/6)	 張婉柔 (5/11)	 陳怡誠 (5/6)	 邱川哲 (5/11)	 游家軒 (5/7)	 呂致鴻 (5/12)

	 	 林怡君 (5/8)	 張維 (5/27)	 王柏喻 (5/25)	 林詰恩 (5/24)	 黎高興	黎儀萱 (5/28)	 呂宗育 (5/28)	 茹毅紅 (5/31)	 羅成基 (5/31)

	 	 王潔 (5/31)	 蕭鎮豪 (5/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4)	 許竣傑 (5/31)	 張淑慧 (5/31)	 葉芹舫 (5/31)	 黃唐淑清 (5/31)

	 	 徐達順	徐田秀英	徐鳳珠	廖傑安	徐其運 (5/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1)

	 990	 黃武永 (5/31)

	 954	 陳紫寧 (5/4)

	 934	 許家慈 (5/4)

	 900	 呂柏彥 (5/24)	 林家佑 (5/12)	 潘宜榛 (5/14)	 莊祿昌 (5/14)	 王高秀錦 (5/5)	 張語宸 (5/7)	 張綱融 (5/10)	 吳麗美 (5/27)	 蔡璇如 (5/28)

	 890	 劉昆昇 (5/12)

	 888	 陳映涵 (5/17)	 陳映瑄 (5/17)	 林照貴 (5/17)

	 800	 陳誼桓 (5/31)	 林保仁 (5/20)	 金晴有限公司 (5/26)	 蔣若涵 (5/26)	 高豪志 (5/17)	 許維倫 (5/5)	 張怡清 (5/5)	 王逸嫻 (5/18)

	 	 蔡淑真 (5/18)	 張暘佑 (5/7)	 鄭美如 (5/10)	 蔡淑隆 (5/10)	 蘇政泓 (5/10)	 黃群凱 (5/10)	 陳哲憲 (5/10)	 謝雅雯 (5/24)	 沈韻蘋 (5/12)

	 	 邱靖貽 (5/27)	 陳翊庭 (5/11)	 林怡君 (5/26)	 劉東慶 (5/26)	 蔡佳軒 (5/7)	 謝儒瑩 (5/21)	 陳宥棠 (5/20)	 江宜庭 (5/24)	 許維倫 (5/28)

	 	 張怡清 (5/28)	 鄒永煒 (5/3)	 吳家綺 (5/24)	 張喬雯 (5/13)	 徐維男 (5/12)	 鄒佳宏 (5/18)	 戴震 (5/8)

	 750	 陳澄霞 (5/20)	 林宗模 (5/20)

	 721	 吳堉帆 (5/18)

	 700	 洪綺鴻 (5/17)	 陳君涵 (5/20)	 黃義盛 (5/7)	 張綉春 (5/4)	 江宜梅 (5/4)	 廖姻斐 (5/4)	 小魚兒服飾	鄭雅芳 (5/19)	 林楷健 (5/6)

	 	 張清泉	褚麗卿 (5/11)	 陳蓁葦 (5/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4)	 吳意如 (5/19)

	 688	 陳俊諺 (5/1)

	 660	 周秉濂 (5/20)	 周承葦 (5/20)

	 619	 林瑞鵬 (5/11)

	 600	 周祐榆 (5/10)	 劉欣潔 (5/31)	 王哲雄 (5/31)	 陳奇聰 (5/31)	 簡溢宏 (5/17)	 吳啟鈴 (5/17)	 黃麗華 (5/4)	 黃翊宸 (5/4)	 謝明憲 (5/17)

	 	 施夙芬	郭昱岑 (5/20)	 王淑靜 (5/20)	 莊涵雯 (5/20)	 陳子平 (5/17)	 黎恩睿	黎恩廷	黎宥希 (5/17)	 陳俞妏 (5/4)	 李慧敏 (5/18)

	 	 許庭維 (5/5)	 吳美連 (5/18)	 林勳爵 (5/18)	 陳銀英 (5/18)	 曹馨心 (5/18)	 江毅生 (5/4)	 張維真 (5/4)	 廖宸毅 (5/4)	 謝佳妤 (5/4)

	 	 葉耿華 (5/4)	 盧茗蓁 (5/4)	 白昇永	施淑芬	白育慈	白芳瑜 (5/4)	 林麗珍 (5/20)	 林郁軒 (5/10)	 鄭雅君 (5/10)	 張玉明	(5/10)

	 	 李期陽 (5/10)	 陳梅雪 (5/10)	 李奕德 (5/10)	 黃怡馨 (5/10)	 儲玉媛 (5/10)	 楊淑媛 (5/10)	 吳欣曈 (5/10)	 黃禹霏 (5/10)	 吳淑靜 (5/10)

	 	 佘芮蓁 (5/10)	 正鑫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5/10)	 范菁崧 (5/6)	 張采如	張慧如 (5/3)	 周寶賢 (5/3)	 林煌	林鄭靜瑞	林萬水 (5/3)

	 	 呂欣泰 (5/3)	 陳澤愷 (5/3)	 呂奕穎 (5/3)	 蔡博儒 (5/3)	 OKGO 捐款 (5/8)	 李俞蓁 (5/13)	 張郁翎 (5/14)	 柯博軒 (5/31)

	 	 蔡語彤 (5/31)	 陳澤愷 (5/31)	 蔡宜珊 (5/4)	 郭文發 (5/17)	 陳瑞玉 (5/26)	 蔡依雯	(5/26)	 吳禹潔 (5/26)	 蔡函諭 (5/26)

	 	 馮岑岑	鄭啓東 (5/26)	 吳身潤 (5/26)	 黃瑞菊 (5/26)	 黃國輝 (5/26)	 李慧貞 (5/26)	 許安其 (5/26)	 蘇國維 (5/26)	 林婷如 (5/5)

	 	 曾嘉祥 (5/5)	 王惠民 (5/7)	 姚委武 (5/10)	 陳雅玲 (5/10)	 OKGO 捐款 (5/7)	 OKGO 捐款 (5/18)	 羅秀珍 (5/20)

	 	 OKGO 捐款 (5/23)	 彭湘凌 (5/26)	 郭家維 (5/25)	 陳威州 (5/28)	 林濬智 (5/25)	 溫麗華 (5/26)	 鄭明峰 (5/2)	 林彥良 (5/13)

	 	 善心人士 (5/26)	劉維倫 (5/22)	 李俞蓁 (5/12)	 何友丞 (5/7)	 楊雯華 (5/6)	 連万毅	彭榆晏 (5/5)	 高慈吟 (5/3)	 魏宜妤 (5/3)

	 	 李瑾玟 / 李豐旭 (5/1)	 廖昱翔 (5/31)	 簡英傑 (5/20)	 林捷茹 (5/15)	 天上聖母 (5/4)	 張柯碧蓮 (5/3)	 洪明甫 (5/6)	 曾信鈜 (5/1)

	 	 許庭維 (5/28)

	 588	 葉秀蓮 (5/11)

	 570	 han(5/26)

	 560	 吳昱萱 (5/31)

	 555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5/26)

	 550	 柯穎霖	孫紫綾	柯品辰 (5/4)	 陳羅彩雲	陳靜文	陳炏明	陳逸樺	陳星儀 (5/19)

	 525	 SHINee(5/24)

	 521	 李宇雯 (5/21)

	 520	 簡苡釩 (5/4)	 洪子晴 (5/10)	 康鑫五金公司 (5/18)

	 500	 沈軒 (5/10)	 張閔媛 (5/11)	 翁淑萍 (5/11)	 傅書賢 (5/10)	 簡麗香 (5/17)	 政昌汽修廠	葉奕甫 (5/17)	 陳爾杰 (5/31)	 林啟祥 (5/31)

	 	 詹景惠 (5/31)	 林靜怡 (5/31)	 黃靖恩 (5/31)	 顏秀蓉 (5/31)	 許文怡 (5/31)	 張黛珊 (5/31)	 趙永崴 (5/31)	 林錦慧 (5/31)	 吳泓治 (5/31)

	 	 葉姿君 (5/31)	 吳侑樺 (5/31)	 吳文平 (5/31)	 梅元光 (5/31)	 郭以婷 (5/31)	 陳怡嘉 (5/31)	 林玉幼 (5/31)	 李書丞 (5/31)	 陳琡云 (5/31)

	 	 呂詩婷 (5/31)	 郭秋美 (5/31)	 顏朝發 (5/10)	 劉玉珊 (5/10)	 詹達明 (5/26)	 葉建邦 (5/26)	 莊育聖 (5/26)	 陳祈勳 (5/26)	 曾月如 (5/20)

	 	 趙素娟 (5/20)	 翁禎言 (5/20)	 張春蘭 (5/26)	 張柏松 (5/26)	 梁靜安 (5/26)	 梁乃文 (5/26)	 趙彤筠 (5/11)	 黃千芮 (5/11)	 黃伯鈞 (5/11)

	 	 任君勝企業有限公司 (5/11)	 呂慧庭 (5/23)	 莊仁政 (5/20)	 莊文忠 (5/20)	 黃建鈞 (5/20)	 林春燕 (5/20)	 陳宛妤 (5/20)	 張寶珠 (5/20)

	 	 蘇敏慧 (5/17)	 無名氏 (5/17)	 林心筠 (5/17)	 李宇豪 (5/17)	 曾芷柔 (5/17)	 許文貞 (5/17)	 游永德 (5/17)	 金寶珠 (5/17)	 無名氏 (5/17)

	 	 王耀昇 (5/17)	 張凌芝 (5/17)	 倪金蓁 (5/17)	 卲麒維 (5/4)	 蕭柏凱 (5/4)	 吳明澤 (5/4)	 王慶財 (5/4)	 無名氏 (5/17)	 陳亭 (5/17)

	 	 陳政宇 (5/14)	 孫雪琪 (5/4)	 許家振 (5/4)	 王瑋琳 (5/17)	 吳素寬 (5/17)	 劉千翡 (5/17)	 陳晴惠 (5/17)	 林科瑋 (5/17)	 廖麗華 (5/17)

	 	 無名氏 (5/17)	 黃馨儀 (5/17)	 傅玉燕 (5/17)	 邱理甄 (5/20)	 莊惠雯 (5/20)	 林盈媺 (5/20)	 陳金英 (5/26)	 魏宗崙 (5/26)	 吳美金 (5/26)

	 	 宋浩淵 (5/26)	 林毅誠 (5/20)	 蕭潤祺 (5/20)	 黃姸心 (5/20)	 洪祖喨 (5/20)	 李佩珊 (5/20)	 施金賢 (5/20)	 翁慧鈴 (5/20)	 林麗芬 (5/20)

	 	 楊清源 (5/20)	 楊菫華 (5/20)	 洪嘉苡 (5/20)	 錢彥蓁 (5/20)	 林旂賢 (5/20)	 郭沐桓 (5/20)	 李欣怡 (5/20)	 李皓鈞 (5/20)	 廖紫婷 (5/20)

	 	 梁彩燕 (5/20)	 邱榮澄 (5/17)	 陳桂美 (5/17)	 楊志仁 (5/17)	 無名氏 (5/17)	 鄭朱惠文 (5/17)	孫晨沂 (5/17)	 陳畇蓁 (5/17)	 廖禾豐 (5/17)

	 	 劉珮璋 / 李淑韻 / 李淑瀛 / 劉肇昀 (5/17)	 蔡逢原 (5/17)	 呂佳玲 (5/17)	 黃妍綾 (5/17)	 曾睿偉 (5/17)	 張維真 (5/17)	 張凱綸 (5/17)

	 	 陳思翰 (5/17)	 李允婕 (5/17)	 李堉伸 (5/17)	 鄭佩怡 (5/17)	 林莉萍 (5/17)	 無名氏 (5/17)	 蔡濬謙 (5/17)	 蔡濬澤 (5/17)	 蔡政峯 (5/17)

	 	 吳姿穎 (5/17)	 詹淑華 (5/17)	 無名氏 (5/17)	 余欣宸 (5/17)	 張哲維 (5/17)	 黃炳憲 (5/17)	 劉淑寧 (5/17)	 卲仲平 (5/4)	 王清棋 (5/4)

	 	 梁容禎 (5/4)	 羅貞玲 (5/18)	 陳正隆 (5/18)	 郭式雄 (5/18)	 張秀芳 (5/18)	 朱國良 (5/18)	 李佳家 (5/4)	 吳宜錂 (5/4)	 洪慧敏 (5/4)

	 	 陸萱 (5/4)	 潘麗雅 (5/18)	 黃翠萍 (5/18)	 李秋冬 (5/18)	 林家禾 (5/18)	 陳宗銓 (5/18)	 陳雋安 (5/18)	 李依玲 (5/18)	 蘇麗珍 (5/18)

	 	 吳淑玉 (5/18)	 曾姿玉 (5/18)	 陳樂沁 (5/18)	 陳幸足 (5/18)	 連健佑 (5/5)	 游福英 (5/18)	 游銘棟 (5/4)	 李芮秦 (5/4)	 林文媛 (5/18)

	 	 劉政杰 (5/18)	 陳紀豪 (5/18)	 陳章輝 (5/18)	 陳君肇 (5/18)	 郎亞玲 (5/18)	 林佑寯 (5/18)	 黃雅祺 (5/18)	 黃宏達 (5/18)	 鄭莉芸 (5/18)

	 	 盧奕辰 (5/18)	 莊佳穎 (5/18)	 洪正昌 (5/18)	 蔡馨儀 (5/18)	 陳勁宇 (5/18)	 陳博元 (5/18)	 陳諺 (5/18)	 林睿勝 (5/18)	 康錦綉 (5/18)

	 	 黎秀妍 (5/18)	 賴玉婷 (5/18)	 楊銘昭	(5/18)	 李品琪 (5/18)	 湯儒彥 (5/18)	 潘國柱 (5/18)	 周宥慧 (5/18)	 鄭又祥 (5/18)	 黃國慶 (5/18)

	 	 蔡雅恩 (5/18)	 林禹瀞 (5/18)	 黃淑惠 (5/18)	 許敦翔 (5/4)	 李晉明 (5/4)	 黃踴昱 (5/7)	 魏貴聰 (5/7)	 陳王錦玉 (5/8)	 許育甄 (5/8)

	 	 葉秋萍 (5/19)	 倪睿妤 (5/7)	 倪崧恩 (5/7)	 鍾治蘇 (5/7)	 許堯卿 (5/7)	 林峻寬 (5/7)	 魏貴應 (5/7)	 許淑美 (5/7)	 葉靜瑜 (5/3)

	 	 王靜儀 (5/2)	 鄭逸倫 (5/2)	 金之華 (5/2)	 王晨珮 (5/4)	 汪麗娟 (5/4)	 朱馮佑 (5/4)	 楊嘉齊 (5/4)	 林子嘉 (5/4)	 林駿典 (5/4)

	 	 鄭幸宜 (5/4)	 鄭喬芳 (5/4)	 簡華霖 (5/4)	 高炳凱 (5/4)	 任艷君 (5/4)	 蔡宗明 (5/4)	 吳淑敏 (5/4)	 陳志勇 (5/4)	 葉明珠 (5/4)

	 	 彭天榮 (5/4)	 李麗玉 (5/4)	 林福海 (5/4)	 林志學 (5/4)	 林志鴻 (5/4)	 陳意文 (5/4)	 楊文凱 (5/4)	 王得中	(5/4)	 王郁雯 (5/4)

	 	 王郁茜 (5/4)	 蔡儀勳 (5/4)	 蔡儀潔 (5/4)	 陳建志 (5/4)	 潘杏昀 (5/4)	 林志奇 (5/5)	 許瓊玟 (5/4)	 郭智軒 (5/4)	 洪瑱齋 (5/4)

	 	 張歆苡 (5/4)	 呂神柱 (5/4)	 簡君倫 (5/4)	 楊菀甄 (5/4)	 劉美琪 (5/4)	 黃韋嘉 (5/4)	 葉素余 (5/4)	 陳柏安 (5/4)	 陳桂緣 (5/4)

	 	 李菲菲 (5/4)	 宏展通訊行 (5/4)	 陳忠佑 (5/4)	 高健誠 (5/4)	 顏志蕙 (5/4)	 慧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5/4)	 李子晴 (5/4)

	 	 黃雅菁 (5/4)	 劉穎儒 (5/4)	 吳譿軒 (5/4)	 李曼駖 (5/4)	 李曜廷 (5/4)	 陳逸君 (5/4)	 王俊凱 (5/4)	 汪嘉琪 (5/4)	 陳睿茂 (5/4)

	 	 鄭永吉 (5/4)	 陳信秀 (5/4)	 廖婉喻 (5/4)	 莊璧霞 (5/4)	 黃秀姬 (5/4)	 金煜恩 (5/4)	 黃莉玲 (5/4)	 黃湘婷 (5/4)	 呂振榮 (5/4)

	 	 顏守駿 (5/4)	 陳麗英 (5/4)	 陳淑薇 (5/4)	 洪國祐 (5/5)	 戴淑惠 (5/20)	 黃汶霞 (5/20)	 王咏雪 (5/20)	 蔡昇勳 (5/20)	 邱宗瑋 (5/20)

	 	 徐毅宸 (5/20)	 陳秋香 (5/20)	 張君亦 (5/20)	 楊友香 (5/20)	 張志安	黃意惠	張郁慈	張筠汝	張佑民 (5/20)	 林銘宏 (5/20)	 陳祐祥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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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5/01~2021/05/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5/01~2021/05/31

	 	 鐘雅雯 (5/5)	 王昱翔 (5/4)	 吳誠鎧 (5/3)	 車麗惠 (5/1)	 林子皓 (5/26)	 陳奕樵 (5/2)	 陳淳宜 (5/26)	 李玟泉 (5/27)	 張雅筑 (5/4)

	 	 洪乙榛 (5/8)	 皇國股份有限公司 (5/27)	 林峻丞 (5/13)	 林珉如 (5/5)	 皇國股份有限公司 (5/5)	 蔡進利 (5/6)	 蔡進利 (5/24)

	 	 蔡進利 (5/3)	 蔡進利 (5/8)	 傅雅嵐 (5/12)	 許鎧琳 (5/12)	 徐國仁 (5/11)	 黃梓瑋 (5/1)	 蔡進利 (5/16)	 陳瑀凡 (5/10)	 林連興 (5/6)

	 	 高絹汝大心蛋餅 (5/1)	 洪郁舜 (5/21)	 黃靖淳 (5/10)	 蔡明溪 (5/3)	 沈苑婷 (5/27)	 高彩榕 (5/1)	 吳宗翰 (5/3)	 鄭宇彤 (5/5)

	 	 朱芸妘 (5/2)	 楊勝邦 (5/10)	 楊景凱 (5/5)	 張育琦 (5/31)	 王志仁 (5/6)	 劉世淇 (5/4)	 林弘智 (5/15)	 張瑞麟 (5/2)	 張雅筑 (5/23)

	 	 李碧珊 (5/19)	 王星文 (5/1)	 黃湘筠 (5/11)	 張芳華 (5/25)	 陳韻如 (5/12)	 吳蔡飛英 (5/5)	 陳怡杏 (5/7)	 袁明政 (5/6)	 林永民 (5/23)

	 	 林栴緦 (5/11)	 葉倩廷 (5/29)	 董楊春花 (5/16)	林啓惠 (5/2)	 林晢民 (5/27)	 蔡竟淵 (5/5)	 吳玉味 (5/3)	 阮婉菁 (5/4)	 許秉洋 (5/31)

	 	 葉冠宏 (5/27)	 楊博淮 (5/2)	 李忠錦 (5/2)	 鄧麗珍 (5/9)	 卓冠綸 (5/3)	 林巧瑩 (5/11)	 林孟黎 (5/17)	 鄒孟辰 (5/4)	 郭岳峯 (5/3)

	 	 張嘉琦 (5/28)	 陳玟瑜 (5/11)	 白啟雋 (5/27)	 郭俊億 (5/11)	 余沛穎 (5/3)	 王冠喻 (5/4)	 莊光宏 (5/10)	 潘麗瑜 (5/5)	 江翊榕 (5/27)

	 	 周金德 (5/29)	 楊金桂 (5/31)	 李盈諭 (5/31)	 張凱晟	張純瑄 (5/31)	 林孟嫻 (5/31)	 陳美月 (5/31)	 朱虔儀 (5/31)	 龔金顧 (5/31)

	 	 吳芳順	林凌閠	林宛蓁	吳紀潔	吳宥燊	吳妍霖	張維玲	吳蕓 (5/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3)

	 499	 陳翰廷 (5/3)	 陳威光 (5/3)	 陳翰廷 (5/5)	 陳翰廷 (5/11)

	 480	 陳俊廷 (5/20)

	 457	 鄧瑞琴 (5/5)

	 450	 黃琬晴 (5/20)

	 420	 陳威州 (5/6)

	 416	 高宥縈 (5/18)

	 400	 紀佩汾 (5/4)	 紀龍年 (5/4)	 黃美綾 (5/4)	 沈盈吉 (5/4)	 黃凱靖	黃凱羚 (5/4)	 戴智子	林瑞哲 (5/4)	 許敬忠 (5/4)

	 	 林妮嬅	楊秉豪	楊建霖	楊雅琳 (5/18)	 黃麗燕 (5/4)	 劉振貴	孫月桃	劉家穎	劉睿豐 (5/4)	 胡莉玉 (5/3)	 李鈺泉 (5/3)

	 	 楊世民	楊承翰	楊采于	鄭夙玲 (5/10)	 李鈺仁 (5/3)	 李美紅 (5/20)	 OKGO 捐款 (5/11)	 陳阿女 (5/12)	 邱慶華 (5/14)

	 	 蔡伯鴻	蔡伯隴 (5/14)	 徐孟光	周金葉 (5/17)	 無名氏 ( 共用 )(5/17)	 紀良育 (5/4)	 陳彥伶 (5/17)	 周玉雲 (5/11)

	 	 黃俊盛 (5/26)	 王瑜 (5/26)	 魏楷矜 (5/5)	 李柔葶 (5/6)	 鄧學梅	林瑄珮	周塏庭	周麟瑋 (5/6)	 陳曉慧 (5/7)	 陳瑞宗 (5/24)

	 	 李子安	李健治 (5/10)	 OKGO 捐款 (5/13)	 OKGO 捐款 (5/28)	 OKGO 捐款 (5/29)	 鐘朝鵬 (5/24)

	 	 張惠敏	張文聰 (5/29)	 鐘梁榴 (5/24)	 龍宸浠 (5/16)	 sally(5/20)	 林羿丞 (5/12)	 陳宥任 (5/10)	 呂崇嘉 (5/7)	 李雅嫺 (5/6)

	 	 邱建凱 (5/1)	 謝雨霖 (5/1)	 立志拿獎金 (5/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31)

	 360	 陳秀琳 (5/18)	 陳冠廷 (5/21)	 廖昱翔 (5/27)

	 359	 陸軍專科學校	萊爾富 (5/12)

	 350	 陳俞瑾 (5/4)	 陳玨瑞 (5/4)	 陳奕霏 (5/4)	 溫惠燕 (5/4)	 楊美棻 (5/4)

	 333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5/26)

	 315	 游秋敏 (5/4)

	 300	 古文進 (5/10)	 崔立潔 (5/31)	 陳宏慈 (5/17)	 孫瑩筑 (5/17)	 吳沛璇 (5/17)	 簡麗鳳 (5/31)	 蔡孟娟 (5/31)	 吳淑芬 (5/31)	 吳志隆 (5/31)

	 	 顏文忠 (5/31)	 鄭淇庭 (5/31)	 賴怡蓉 (5/31)	 陳萱倚 (5/31)	 陳莉穎 (5/31)	 吳信樟 (5/31)	 陳柏融 (5/31)	 高宜姍 (5/31)	 吳政翰 (5/31)

	 	 劉美嬌 (5/31)	 曾碧姿 (5/31)	 曹國榮 (5/31)	 黃珮雯 (5/31)	 張宏裕 (5/10)	 吳亮吟 (5/26)	 卓金星 (5/26)	 潘瑩憶 (5/26)	 簡石庚 (5/20)

	 	 馬星妤 (5/20)	 林淑華 (5/20)	 林順 (5/26)	 唐文斌 (5/11)	 蕭仲庭 (5/20)	 蕭仲庭 (5/20)	 張家華	張家甄	張家郡 (5/11)	 許皎慧 (5/17)

	 	 賴羿錦 (5/17)	 何恩 (5/17)	 何戎 (5/17)	 蘇玩伶 (5/4)	 黃雅慈 (5/14)	 林純瑜 (5/14)	 朱慕根 (5/4)	 黃鈺惠 (5/17)	 魏崧宏 (5/17)

	 	 魏沛汝 (5/17)	 柯文朱 (5/20)	 鄭玉琦 (5/26)	 蕭靖澂 (5/20)	 馮惠娩 (5/20)	 馬萬青 (5/20)	 顏秀芬 (5/20)	 張小芬 (5/20)	 陳柏蓉 (5/20)

	 	 楊祺生 (5/20)	 楊采婕 (5/20)	 楊莞筠 (5/20)	 許家逢 (5/20)	 許詠程 (5/20)	 蔡丞勛 (5/17)	 黃淑鈴 (5/17)	 黃千玳 (5/17)	 簡佑丞 (5/17)

	 	 吳翊寧 (5/17)	 方子瑜 (5/17)	 方馨榆 (5/17)	 方龍偉 (5/17)	 郭又菁 (5/17)	 陳美鳳 (5/17)	 倪瓊鴻 (5/4)	 王文良 (5/4)	 侯秉科 (5/4)

	 	 林彥廷 (5/4)	 林重佑 (5/4)	 范煜明 (5/18)	 朱益志 (5/4)	 黃羿惠 (5/18)	 林珈妙 (5/18)	 姜麗幸 (5/18)	 徐婕麗 (5/18)	 徐子晴 (5/18)

	 	 徐丞皜 (5/18)	 鍾郁美 (5/4)	 朱芊綺 (5/4)	 楊承翰 (5/4)	 施阿淑 (5/4)	 朱芊芩 (5/4)	 王春桃 (5/18)	 張嘉文 (5/18)	 葉紓妘 (5/18)

	 	 張弘毅 (5/18)	 周定澤 (5/18)	 余昌勳 (5/18)	 葉恩愷 (5/18)	 黃世昌 (5/18)	 林于靖 (5/18)	 吳基全 (5/18)	 林謙佑 (5/18)	 李素秋 (5/18)

	 	 李緯吟 (5/18)	 林采儀 (5/18)	 温誌群 (5/18)	 郭美英 (5/18)	 蔡漢津 (5/4)	 黃燕源	黃顗達	黃勝玉 (5/8)	 周春美	王紹維	王姿云 (5/8)

	 	 林蘇秋蘭 (5/8)	 林怡君 (5/7)	 林品亦 (5/7)	 羅紋慈 (5/7)	 范承翔 (5/7)	 吳永舒 (5/7)	 張騰元 (5/7)	 林凌閏 (5/10)	 吳紀潔 (5/10)

	 	 吳妍霖 (5/10)	 張維玲 (5/10)	 嚴仟喻 (5/3)	 蕭羽珊	蕭偉倫 (5/1)	 王端勇 (5/4)	 蔡睿璟 (5/4)	 謝育臻 (5/4)	 陳又菱 (5/4)

	 	 陳姿文 (5/4)	 陳沛歆 (5/4)	 陳偉俊 (5/4)	 孫旻穗 (5/4)	 葉子嘉 (5/4)	 無名氏 (5/1)	 葉俊廷 (5/4)	 章玲琪 (5/4)	 吳品樺 (5/4)

	 	 高毓婷 (5/4)	 陳國課 (5/4)	 胡嘉俊 (5/4)	 趙俞芳 (5/4)	 郭金玉 (5/4)	 謝昀橙 (5/4)	 謝禾軒 (5/4)	 施宥歆 (5/4)	 李淑雯 (5/5)

	 	 楊舒媛 (5/20)	 程怡華 (5/20)	 徐振唐 (5/20)	 徐崇凱 (5/20)	 陳泓甫 (5/26)	 駱秉序 (5/26)	 高睿晨 (5/26)	 翁書傑 (5/31)	 郭江月娥 (5/31)

	 	 劉高志 (5/31)	 梁聖亞 (5/10)	 王重明 (5/10)	 鍾家貽 (5/10)	 廖惠萱 (5/10)	 黃怡庭 (5/10)	 曾文佐 (5/10)	 陳世欽 (5/10)	 温灝騰 (5/10)

	 	 張可妡 (5/10)	 詹鳳美 (5/10)	 白佩玉 (5/10)	 吳華銳 (5/10)	 賴建行 (5/10)	 陳嘉妮 (5/10)	 王婷柔 (5/10)	 鄭琇霞 (5/10)	 安後得 (5/10)

	 	 每月兒癌捐款 (5/8)	 陳惠真	邱冠芳	邱姝軒 (5/3)	 林素美 (5/3)	 曾慧愉 (5/3)	 鄒淇安 (5/3)	 張珮潔	彭于慈 (5/3)

	 	 陳聖鑫 (5/3)	 陳源榮 (5/3)	 陳彥均 (5/18)	 鍾秋美 (5/3)	 江宓怡 (5/3)	 林宥竹 (5/4)	 OKGO 捐款 (5/15)	 高月霞 (5/19)

	 	 OKGO 捐款 (5/2)	 OKGO 捐款 (5/17)	 王寶英 (5/21)	 洪保羅 (5/11)	 吳麗芬 (5/23)	 高月霞 (5/12)	 倪惠軒 (5/14)

	 	 林隆欽 (5/15)	 杜志宗 (5/17)	 邱鋒俊 (5/17)	 蔡國祥 (5/14)	 周毓滿 (5/14)	 蘇桂滿 (5/18)	 葉軒甫	葉晏廷 (5/18)	 何遂裕 (5/31)

	 	 張喬茵 (5/31)	 程怡婷 (5/31)	 余秉芮 (5/31)	 蔡慧姿 (5/31)	 李品誼 (5/31)	 呂奇恩 (5/17)	 王魯發	洪妙玲	王佳心 (5/18)	 李嘉娜 (5/17)

	 	 菰玉雲 (5/17)	 無名氏 (5/17)	 無名氏 (5/17)	 周忠富 (5/20)	 周椿騰 (5/20)	 陳盈朱 (5/20)	 陳慧頤 (5/20)	 邱美雪 (5/20)	 謝丞皓 (5/20)

	 	 林燦宇 (5/20)	 趙順強 (5/11)	 郭廷正 (5/11)	 廖英汝 (5/11)	 林秉億 (5/11)	 善心人士 (5/23)	歐陽雅玲 (5/26)	陳良演 (5/26)	 李先居 (5/26)

	 	 謝金菊 (5/26)	 陳立群	郭幸如	陳紫瑜 (5/26)	 黃奕勤 (5/26)	 陳怡臻 (5/26)	 黃品頤 (5/26)	 黃品恩 (5/26)	 張晉榮 (5/26)	 善心人士 (5/26)

	 	 尤雅玲 (5/26)	 李怡婷 (5/26)	 王裕超 (5/26)	 李立帆 (5/26)	 鄭惟庭 (5/26)	 湯和喜 (5/26)	 劉莉莉 (5/26)	 郭奕瓊	宋沛帆 (5/26)

	 	 楊信桂 (5/26)	 施淑芬 (5/26)	 黃芃甄 (5/26)	 李澤翔 (5/26)	 曲妤庭 (5/5)	 林鈺庭 (5/5)	 陳鋒蒔 (5/5)	 郭淑美 (5/5)	 孫益僑 (5/5)

	 	 余素秋 (5/5)	 呂坤城	呂佩玲	楊瑤玲 (5/5)	 陳宗健 (5/5)	 蕭信良 (5/5)	 李美琴 (5/5)	 潘品伃 (5/6)	 陳柏憲 (5/6)	 陳子祥 (5/6)

	 	 楊碧珠 (5/6)	 曲幼蓁 (5/6)	 何彥勳 (5/6)	 俞雲 (5/6)	 林宸漢 (5/7)	 林泓志	陳宛玲	林晨宇 (5/6)	 林世昌 (5/7)	 沈啟文 (5/7)

	 	 張維蓁 (5/20)	 林郭月 (5/20)	 楊蕎伊 (5/20)	 楊淑安 (5/20)	 施欽閔 (5/26)	 廖昱叡 (5/31)	 趙怡如 (5/31)	 洪銘傳 (5/31)	 周茂松 (5/17)

	 	 李東哲 (5/10)	 楊淳米 (5/10)	 蕭羽秀 (5/10)	 蕭亦汝 (5/10)	 林美伶 (5/10)	 趙美惠 (5/10)	 楊芷琁	楊允瑭 (5/10)	 魏聖洲 (5/10)

	 	 林玉梅 (5/10)	 郭又誠 (5/10)	 洪王燕如 (5/10)	陳奎彰 (5/10)	 林素瑱 (5/10)	 李婕妘 (5/10)	 許葆晴 (5/10)	 陳保穎 (5/10)	 黃金藏 (5/10)

	 	 李冠廷 (5/10)	 李冠德 (5/10)	 高亦萱	張耕輔	張語岑 (5/10)	 楊于嫺 (5/10)	 林心筠 (5/10)	 韓璧雲 (5/10)	 陳蕙珍 (5/10)	 汪祐任 (5/10)

	 	 王政惟 (5/10)	 謝宜軒 (5/10)	 謝沅哲 (5/10)	 黃翠芳 (5/10)	 黃昱仁 (5/10)	 王昭旺 (5/10)	 王示是吟 (5/10)	郭芬玲 (5/10)	 林詩雅 (5/10)

	 	 張哲維 (5/10)	 游珍菁 (5/10)	 謝政育 (5/10)	 盧垠城 (5/10)	 陳月嬌 (5/10)	 林映君 (5/10)	 李佳珍 (5/10)	 謝憶惠 (5/10)	 陳維中 (5/10)

	 	 陳林澤 (5/10)	 楊思倫 (5/10)	 許淑綺 (5/10)	 鄭雅文 (5/10)	 張瑞文 (5/10)	 張秀娟 (5/10)	 王辛翠 (5/10)	 楊惟智 (5/10)	 早日康復 (5/3)

	 	 徐瑋儷 (5/4)	 陳惠屏 (5/4)	 蘇筱茹 (5/4)	 莊庭榛 (5/3)	 簡美玲 (5/3)	 林亞築 (5/3)	 何雪珍 (5/3)	 賴漢聲 (5/3)	 紀翠華 (5/3)

	 	 黃芯珮	黃芯薇 (5/3)	 林祐鮮 (5/3)	 陳冠宇 (5/3)	 郭宜柔	郭奕翔 (5/3)	 屈文明 (5/3)	 蔡楚卉 (5/3)	 紀耀宗 (5/3)

	 	 陳元璟 (5/3)	 陳軍翰 (5/3)	 魏郁玲 (5/3)	 無名氏 (5/3)	 詹德界	張玉紗	詹國瑞	詹士慶	詹文婷 (5/3)	 卲芝穎 (5/4)	 蔡麗蘭 (5/4)

	 	 高琦龍 (5/4)	 廖士璿 (5/3)	 林書億 (5/3)	 莊孟育 (5/3)	 藍若慈 (5/3)	 林小玉 (5/18)	 紀美踧 (5/3)	 謝有貴 (5/3)	 柯宏偉 (5/4)

	 	 高詩惟 (5/18)	 陳佳彥 (5/18)	 高振傑 (5/18)	 陳穎蓁 (5/9)	 鄧東杰 (5/4)	 陳忠桂	張簡秀月 (5/18)	 曾啟鈞 (5/21)	 杜曉華 (5/21)

	 	 賴予晴 (5/21)	 OKGO 捐款 (5/14)	 OKGO 捐款 (5/16)	 呂欣	呂佳 (5/20)	 陳宥帆 (5/19)	 陳昭宜 (5/19)

	 	 林欽泉 (5/11)	 陳炳棋 (5/11)	 黃士權 (5/14)	 蔡逸靜 (5/11)	 陳峻宇 (5/11)	 黃秉豐 (5/11)	 涂莉婷 (5/11)	 陳映竹 (5/11)	 善心人士 (5/20)

	 	 游興隆 (5/12)	 許素香 (5/12)	 游雅芳 (5/12)	 高琦姝 (5/12)	 紀華妮 (5/12)	 游亞詩 (5/12)	 游凌軒 (5/12)	 劉育珍 (5/12)	 游竣逵 (5/12)

	 	 游博丞 (5/12)	 張富美 (5/12)	 蔡櫻桃 (5/12)	 顏富美 (5/12)	 顏忠義 (5/12)	 郭素貞 (5/12)	 蔡英玟 (5/12)	 鄭金婷 (5/12)	 蔡秉舜 (5/12)

	 	 蔡麗華 (5/12)	 賴冠璋 (5/12)	 林寶珠 (5/12)	 張永萱 (5/12)	 蕭岳聰 (5/13)	 薛富騰 (5/13)	 王懷慶 (5/13)	 黃麗蕙 (5/13)	 林柔辰 (5/13)

	 	 葉昱婷 (5/13)	 洪榆晴 (5/14)	 簡美玲 (5/14)	 屈文明 (5/14)	 林伶 (5/14)	 簡翎格 (5/14)	 楊燁 (5/14)	 邱靖富 (5/14)	 張純瑛 (5/14)

	 	 劉俊民 (5/14)	 胡素貞 (5/14)	 李焌瑛 (5/31)	 王妙真 (5/31)	 李依潔 (5/31)	 陳天祐 (5/14)	 劉子豪 (5/14)	 葉奕鴻 (5/17)	 葉郭麗華 (5/17)

	 	 詹前煌 (5/17)	 徐美蓮 (5/31)	 徐銘澤 (5/17)	 蘇家儀 (5/31)	 鄧宏義 (5/15)	 無名氏 (5/30)	 金之華 (5/29)	 黃郁紋 (5/18)	 劉國偉 (5/31)

	 	 林雅敏	蔡典元	蔡克培	蔡克梵 (5/31)	 王智勇	王柏翔 (5/31)	 賴采俞 (5/31)	 朱杏花 (5/31)	 魏玉宏 (5/31)	 徐筱涵 (5/31)

	 	 林巧敏 (5/31)	 張進益 (5/17)	 黃琮勝 (5/31)	 張琇涵 (5/31)	 楊淮 (5/31)	 劉志雄 (5/31)	 張麗美 (5/31)	 周碧霞 (5/31)	 柯瑋宸 (5/31)

	 	 翁文俊 (5/31)	 蔡孟蓉 (5/31)	 黃春景 (5/31)	 江昕儒 (5/31)	 林秀絹 (5/3)	 袁家珍 (5/3)	 廖俊喬 (5/3)	 昱銓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5/3)

	 	 葉威廷 (5/3)	 張莉筠 (5/3)	 張錦梅 (5/3)	 葉癸桃 (5/3)	 葉王愛 (5/3)	 吳劍進 (5/3)	 張家禎 (5/3)	 鄧皚蓮 (5/3)	 黃松柏 (5/3)

	 	 李牽治 (5/3)	 陳亭吟 (5/17)	 梁素香 (5/17)	 曾敏智 (5/17)	 傅丰筠 (5/17)	 蔡昕澐 (5/17)	 無名氏 ( 共用 )(5/17)	 吳慶隆 (5/17)

	 	 顧英珍 (5/4)	 鄭安婷	施淑月 (5/18)	 施淑月 (5/18)	 許敦堯 (5/4)	 高詩雅 (5/18)	 陳佳綺 (5/18)	 李佳慧 (5/18)	 洪瑋蔆 (5/17)

	 	 許馨予 (5/17)	 洪萩美 (5/17)	 黃唯甯 (5/17)	 黃菀瑜 (5/17)	 柯虹伶 (5/17)	 曾怡欣 (5/17)	 賴立偉 (5/17)	 邱毓芳 (5/17)	 周宗頡 (5/20)

	 	 方華生 (5/20)	 李宥蓁 (5/20)	 張晁阜 (5/20)	 王彥博 (5/20)	 蔡雅琳 (5/20)	 王玥媛 (5/20)	 劉孟杰 (5/20)	 何佳怡 (5/20)	 曾聖媛 (5/20)

	 	 黃惠美 (5/11)	 林煒哲 (5/11)	 善心人士 (5/18)	善心人士 (5/18)	趙齊昂 (5/11)	 葉靖妤 (5/26)	 官伯釗 (5/24)	 黃奕蓀 (5/11)	 沈子合 (5/11)

	 	 善心人士 (5/18)	善心人士 (5/18)	穎昌國際有限公司 (5/19)	 善心人士 (5/19)	陳帟綸 (5/26)	 陳澎璇 (5/26)	 李金珠 (5/24)	 陳瑾慧 (5/11)

	 	 黃廷緯 (5/11)	 陳志宏 (5/26)	 林彥辰 (5/26)	 陳信威 (5/26)	 巫宥慈 (5/26)	 高群報關有限公司 (5/26)	 張倫戩 (5/26)	 吳建彤 (5/26)

	 	 高苡琁 (5/26)	 吳芊妤 (5/26)	 王永哉 (5/26)	 林妍姿 (5/26)	 張新龍 (5/26)	 鄒秋錦 (5/26)	 莊凱茵 (5/26)	 陳健字 (5/26)	 黃馨諄 (5/26)

	 	 陳和慶 (5/26)	 林怡欣 (5/26)	 王麒祐 (5/26)	 李芝芸 (5/26)	 陳瀚元 (5/26)	 林陳美惠 (5/26)	王淑惠 (5/26)	 林劉來葉 (5/26)	邱文沖 (5/26)

	 	 曾旭平 (5/26)	 曾千芬 (5/26)	 游煥霓 (5/26)	 黃哲錦 (5/26)	 范姜又荷 (5/26)	蔡玲娟	(5/26)	 蔡立言 (5/26)	 林筱臻 (5/26)	 古恬禎 (5/26)

	 	 許智涵 (5/26)	 蔣振華 (5/26)	 麥凱傑 (5/26)	 莊惠如 (5/26)	 劉倫欣 (5/26)	 洪素珠 (5/26)	 陳品靜 (5/26)	 張雅鳳 (5/26)	 朱瑞月	(5/26)

	 	 高淵清 (5/26)	 黎惠玲	(5/26)	 湯泰山 (5/26)	 湯懿庭 (5/26)	 湯懿安 (5/26)	 陳建慶	周淑儀	陳清晏	陳琬瑜 (5/26)	 楊雅茜 (5/26)

	 	 趙貫廷 (5/11)	 楊錦喜 (5/5)	 楊碧玉 (5/5)	 林芳瑜 (5/5)	 巫穎翰 (5/5)	 蕭雪如 (5/5)	 鄒文妍 (5/5)	 吳素珍 (5/5)	 白靜麗 (5/5)

	 	 倪慶標闔家 (5/5)	 彭光華 (5/5)	 連健淳 (5/5)	 嚴振倫 (5/5)	 曲妍璇 (5/5)	 林哲綸 (5/5)	 黃千芳 (5/5)	 郭世崇 (5/5)

	 	 廖仁君	廖思諭	吳美滿 (5/5)	 張衍智合家 (5/5)	 黃添修	魏曉梅 (5/5)	 周佾廷 (5/5)	 黃嘉國全家 (5/5)

	 	 徐友亮 (5/5)	 黃戀淑 (5/5)	 謝正忠 (5/5)	 黃俊穎 (5/6)	 葉人瑋 (5/6)	 葉人豪 (5/6)	 黃韋碩 (5/6)	 吳宗翰 (5/6)	 關中穎 (5/6)

	 	 彭順怡 (5/6)	 張庭宇 (5/6)	 李子成 (5/6)	 廖英智 (5/6)	 紀彣欣 (5/6)	 鍾忻彤 (5/6)	 王錦松 (5/6)	 孫暟紷 (5/6)	 周永清 (5/6)

	 	 陳陽隆	陳柏瑋 (5/6)	 王偉禎 (5/6)	 曾英彥	林玫英	曾仁志	曾紹哲	曾韋皓 (5/6)	 陳哲仁 (5/6)	 許玉珠 (5/6)	 無名氏 (5/6)

	 	 劉鎵畇	劉品逸 (5/6)	 無名氏 (5/23)	 張庭瑋 (5/6)	 李美玉 (5/6)	 劉士加 (5/6)	 鍾采樂 (5/6)	 楊蕎伊 (5/6)	 李文華 (5/6)

	 	 許瑞文 (5/6)	 沈莉媛 (5/6)	 陳通城	楊雪鍾 (5/6)	 柯孟妏 (5/6)	 高庚鑽	徐怡玲 (5/6)	 無名氏 (5/23)	 邱千秦 (5/22)

	 	 無名氏 (5/22)	 劉雨潔 (5/20)	 林祐民 (5/8)	 夏雲霞 (5/7)	 無名氏 (5/7)	 潘宗呈 (5/7)	 劉湘琴 (5/7)	 王證瑋 (5/7)	 周婉麗 (5/7)

	 	 小飛象	手作 (5/7)	 陳碧霞 (5/8)	 吳芳順	林凌閠	林宛蓁	吳紀潔	吳宥燊	吳妍霖	張維玲	吳蕓 (5/10)	 無名氏 (5/10)

	 	 劉修宏 (5/10)	 劉建文 (5/10)	 賴奕廷 (5/10)	 陳玟伶 (5/10)	 陳玟伶 (5/10)	 許秀達 (5/10)	 楊凱閔 (5/10)	 劉汝南 (5/10)	 曾招治 (5/10)

	 	 劉威廷 (5/10)	 林冠亨 (5/10)	 陳素梅 (5/10)	 蔡金花 (5/10)	 林于恭	林于絹	林于敬 (5/10)	 林說花 (5/10)	 陳俊宇 (5/10)	 游月美 (5/10)

	 	 李美苓 (5/10)	 李維甯 (5/11)	 OKGO 捐款 (5/25)	 陳季鎂 (5/21)	 許偉儀 (5/24)	 張淑惠 (5/19)	 陳秉沅 (5/19)	 石志良 (5/19)

	 	 陳聖文 (5/19)	 OKGO 捐款 (5/12)	 早日康復 (5/29)	葉艷屏 (5/30)	 蔡婉婷 (5/31)	 謝佳憲 (5/21)	 王雪芳 (5/21)	 謝勝敏 (5/21)

	 	 陳敬聰 (5/25)	 張熒珊 (5/25)	 艾可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5/25)	 劉霽穎 (5/26)	 陳佳雯 (5/26)	 王思云 (5/24)	 莊瑞賓 (5/25)	 王映方 (5/24)

	 	 林文雄 (5/26)	 陳春津	陳盈君	陳宏傑	陳維婷 (5/24)	 邱鈺凱 (5/24)	 江華瀧 (5/27)	 江豐鈦 (5/27)	 江懿庭 (5/27)	 陳坤源 (5/27)

	 	 柯孟妏 (5/27)	 林淑惠 (5/25)	 郭羽庭 (5/25)	 楊子乂 (5/28)	 楊和基 (5/28)	 郭寬福 (5/28)	 邱于芾	邱瀚逸 (5/28)	 徐雯渟 (5/25)

	 	 陳立翰 (5/27)	 李有連 (5/28)	 邱聖珉 (5/28)	 吳明節 (5/29)	 李玉環 (5/26)	 侯博智 (5/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8)	 tim(5/2)

	 	 許呈展 (5/2)	 李濬安 (5/2)	 陳秀惠 (5/2)	 謝文傑 (5/1)	 黃靜湄 (5/31)	 楊峻奇 (5/3)	 陳紅月 (5/2)	 李羿函 (5/2)	 侯盈君 (5/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4)	 李 (5/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	 黃錦婷 (5/25)	 詹佳霖 (5/25)	 謝文傑 (5/24)	 林媺茹 (5/24)	 kihan(5/23)	 王俊憲 (5/22)	 鍾兆炎 (5/22)

	 	 陳淑敏 (5/22)	 廖文志 (5/21)	 楊芷妡 (5/21)	 林思瀚 (5/21)	 詹佳霖 (5/20)	 謝章成 (5/20)	 曾雯瑜 (5/18)	 陳延彰 (5/16)	 蘇鈺真 (5/16)

	 	 鄭冠言 (5/16)	 劉繼洋 (5/15)	 邱敏惠 (5/14)	 陳冠宇 (5/14)	 王勁惟 (5/14)	 劉彥良 (5/14)	 詹雅雯 (5/13)	 陳世釗 (5/13)	 陳鈺文 (5/12)

	 	 陳韋志 (5/12)	 呂尚謙 (5/12)	 簡秋蘭 (5/12)	 彭鼎傑 (5/12)	 鄭孟峰 (5/12)	 徐修榮 (5/12)	 李昱夆 (5/12)	 黃吳 (5/12)	 洪榮祺 (5/12)

	 	 賴怡怡君 (5/11)	張綱融 (5/11)	 詹勝惠 (5/11)	 高意晶 (5/11)	 陳彥羽 (5/10)	 陳怡蓉 (5/9)	 黃加鑫 (5/9)	 林昱嘉 (5/8)	 善心人士 (5/8)

	 	 邱盈瑞 (5/8)	 黃梓瑋 (5/8)	 詹富傑 (5/7)	 王勁惟 (5/7)	 陳櫻嘉 (5/7)	 黃梓瑋 (5/6)	 陳姵臻 (5/6)	 張綱融 (5/6)	 陳俊豪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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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5/01~2021/05/31

	 	 顏志誠 (5/10)	 吳翠幸 (5/8)	 吳宥燊 (5/10)	 吳翊綸 (5/10)	 林宛蓁 (5/10)	 吳蕓安 (5/10)	 閻秋燕 (5/10)	 呂淑娟 (5/10)	 簡浩鈞 (5/10)

	 	 溫俊溢 (5/10)	 陳顏腰 (5/10)	 簡暄芸 (5/10)	 陳保林 (5/10)	 林志南 (5/20)	 高育筑 (5/10)	 OKGO 捐款 (5/30)	 陳和源 (5/24)

	 	 蕭建華 (5/24)	 王秀禎 (5/24)	 蕭亦洛 (5/24)	 陳添財	陳芝蓮 (5/19)	 蕭靖洋 (5/24)	 OKGO 捐款 (5/4)	 韓佳耘 (5/30)

	 	 OKGO 捐款 (5/27)	 劉彥琳 (5/25)	 鄭名傑 (5/26)	 蕭長沛 (5/25)	 鄭華文 (5/24)	 楊玉枝 (5/26)	 張文聰 (5/28)	 張惠晴 (5/28)

	 	 廖秀鳳 (5/28)	 江宓怡 (5/26)	 蘇琇甄 (5/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5)	 吳品慧 (5/1)	 庸鳳 (5/9)

	 	 楊澔昕 (5/17)	 范淑甘 (5/21)	 鍾秉晃 . 謝辰宜 (5/6)	 邁卿允 (5/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	 謝俊祥 (5/31)	 郭宜學 (5/31)	 范庭瑜 (5/28)	 王俊傑 (5/27)	 李登泉 (5/26)

	 	 黃春鳳 (5/26)	 謝永嘉 (5/26)	 戴晉得 (5/25)	 邱碧玲 (5/24)	 張凱傑 (5/24)	 張詠淳 (5/24)	 黃慧玉 (5/24)	 倪丰宓 (5/23)	 黃韋寧 (5/22)

	 	 黃華弘 (5/20)	 高仕杰 (5/18)	 簡慈瑤 (5/18)	 gina(5/17)	 楊勝豐 (5/17)	 klkl(5/17)	 顏伯修 (5/16)	 南平媽媽 (5/15)

	 	 陳棬陳秀花黃韋巖黃茜郁黃岑珮 (5/15)	 陳家衡 (5/15)	 曾繁馨 (5/14)	 卓昌學 (5/14)	 鄭信義 (5/14)	 陳燦豪 (5/13)	 楊淑靜 (5/13)

	 	 李雅雯 (5/12)	 善心人士 (5/11)	林尹勛 (5/11)	 吳堉萱 (5/10)	 廖珮如 (5/10)	 陳科羽 (5/9)	 chin(5/9)	 陳彥諶陳歆羽 (5/8)

	 	 龍婆瑞依霸溫妮帕嬰女靈狐貍 (5/8)	 李怡珊 (5/7)	 李周祖平 (5/6)	 陳俊廷 (5/6)	 王美花 (5/6)	 許睿芹 (5/6)	 江孟軒 (5/5)

	 	 黃佳莉 (5/5)	 謝秉森 (5/4)	 洪若羚 (5/4)	 洪心怡 (5/3)	 林惠瑛 (5/6)	 朱振銘 (5/1)	 程芳芝 (5/17)	 馮弟弟 (5/26)	 黃馨慧 (5/1)

	 	 陳思諭 (5/29)	 林玉枝 (5/1)	 林心渝 (5/18)	 彭俊傑 (5/23)	 謝坤錦 (5/31)	 郭姵妤 (5/3)	 潘俊傑 (5/4)	 林姵君 (5/26)	 曾義証 (5/3)

	 	 李嘉雯 (5/27)	 莊尉廷 (5/15)	 張文偉 (5/8)	 戴子蓁 (5/11)	 蘇宗彥 (5/23)	 黃建勝 (5/10)	 吳如山 (5/4)	 李逸嫺 (5/1)	 許廣文 (5/8)

	 	 侯敏慧 (5/10)	 潘怡秀 (5/5)	 蔡韋綸 (5/30)	 林子傑 (5/12)	 張惠敏 (5/28)	 劉月鳳 (5/28)	 吳翊綸 (5/31)	 吳妍霖 (5/31)	 顏志誠 (5/31)

	 	 吳宥燊 (5/31)	 吳紀潔 (5/31)	 林凌閏 (5/31)	 林宛蓁 (5/31)	 吳蕓安 (5/31)	 張維玲 (5/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1)

	 277	 許珮格 (5/26)

	 258	 中華民國兒童 (5/18)	 李秋遠 (5/20)	 李泰鋒 (5/20)	 李家華 (5/20)	 李蕙汝 (5/20)	 李輝琳 (5/20)	 黃明櫻 (5/20)	 李榮杰 (5/20)

	 	 林天佑 (5/20)	 何美容 (5/20)

	 250	 梁傢鳳 (5/4)	 李羿萱	李柏翰 (5/4)	 呂浩維 (5/18)	 林敬傑 (5/20)	 楊嬿鈴 (5/10)	 陳隆佑 (5/12)	 李美杏 (5/12)	 蔡妍儀 (5/13)

	 	 蔡宗旻 (5/13)	 陳韋翰 (5/14)	 陳育琮 (5/26)	 李豐昌 (5/26)	 林金玲 (5/5)	 林家歆 (5/5)	 涂良憲 (5/6)	 鄭維雄 (5/6)	 蔡錫坤 (5/29)

	 	 王怡蘋 (5/31)	 林士鈞 (5/10)	 柯建榤 (5/9)	 許舒閔 (5/11)	 陳樂樂 (5/12)	 小油條生活工坊 (5/20)	 黃于珏 (5/7)	 張美蘭 (5/29)

	 222	 蘇文芊 (5/18)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5/26)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5/26)

	 220	 陳威州 (5/10)	 無名氏 ( 共用 )(5/17)	 陳威州 (5/5)	 蔡喻瓊 (5/8)

	 206	 噴汁炸雞 (5/2)

	 200	 無名氏 (5/11)	 陳治國 (5/17)	 許嘉真 (5/17)	 謝鈞翔	羅麗珠 (5/17)	 黃美媛 (5/31)	 王凌容 (5/31)	 方建福 (5/31)	 陳新妮 (5/31)

	 	 鄭雅玫 (5/31)	 劉杏枝 (5/31)	 連國閔 (5/31)	 卜建威 (5/31)	 郭秀玲 (5/31)	 張嘉霖 (5/31)	 李淑煖 (5/31)	 黃淳意 (5/31)	 周秀蓁 (5/10)

	 	 江慧萍	(5/26)	 許子豫 (5/26)	 許晏綾 (5/26)	 利聖輝 (5/20)	 徐玟庭 (5/20)	 呂雯玲 (5/11)	 蔡啟聰 (5/20)	 徐瑋傑 (5/20)	 林品宏 (5/11)

	 	 鍾牡丹 (5/11)	 蔡佳憓 (5/11)	 捐款兒癌 (5/24)	林義忠 (5/4)	 黃重輝 (5/17)	 無名氏 (5/17)	 陳芎羽 (5/17)	 林禀程 (5/17)	 張鈞哲 (5/20)

	 	 吳俊杰 (5/20)	 郭孟君 (5/20)	 郭孟真 (5/20)	 林燕 (5/20)	 黃楷元 (5/20)	 王郁芬 (5/20)	 張聖明 (5/20)	 許芊莎 (5/20)	 曾云柔 (5/20)

	 	 周俐妘 (5/26)	 洪宥稜 (5/20)	 張少宏 (5/20)	 林玉茹 (5/20)	 郭長盛 (5/20)	 陳美蓮 (5/20)	 許淵宏 (5/20)	 周朱英梅 (5/20)	陳宥程 (5/20)

	 	 鄒宗諺 (5/20)	 涂英惠 (5/20)	 張凱崴 (5/20)	 潘美鳳 (5/17)	 莊宜璇 (5/17)	 陳宥伊 (5/17)	 鄭佳玲 (5/17)	 張心雅 (5/17)	 葉迎熙 (5/17)

	 	 莊以樂 (5/17)	 顏林沛瀠 (5/17)	洪瑩真 (5/17)	 謝佳蓉 (5/17)	 無名氏 (5/17)	 周葦綺 (5/17)	 楊晏萍 (5/17)	 黃馨誼 (5/17)	 吳承徽 (5/17)

	 	 蘇筱筑 (5/17)	 林韋彤 (5/4)	 林宛靜 (5/4)	 周佳樺 (5/4)	 陳冠閔 (5/13)	 吳縫三 (5/4)	 蔡惠娟	張慶龍	蔡雷美月 (5/4)	 廖文龍 (5/18)

	 	 林曉君 (5/18)	 曾俊冠 (5/18)	 連金輝	李阿葉 (5/4)	 侯沛玲 (5/4)	 溫皓雲 (5/18)	 蔡銘達 (5/18)	 黃薇傑 (5/18)	 邱文賢 (5/18)

	 	 梁斐伊 (5/18)	 謝昀諺 (5/18)	 蕭少宏 (5/18)	 湯湘華 (5/18)	 林佑聰 (5/4)	 趙英卉 (5/4)	 王孝瑀 (5/4)	 梁菽茹 (5/4)	 廖韋綸 (5/4)

	 	 簡建忠	楊素蘭 (5/8)	 林柏清 (5/8)	 無名氏 (5/17)	 吳佩蓮 (5/7)	 黃呈豪 (5/7)	 江孟蓁 (5/7)	 吳建成 (5/7)	 張益旗 (5/2)

	 	 林嘉峰 (5/3)	 吳慧燕 (5/4)	 洪油山 (5/4)	 何榮賜 (5/4)	 陳沛涔 (5/4)	 林佩蓉 (5/5)	 江林碧桃 (5/4)	 李淑玲 (5/4)	 張靜智 (5/4)

	 	 林慧君 (5/4)	 戴春蘭 (5/4)	 沈明摑 (5/4)	 許雅華 (5/4)	 林奕呈 (5/4)	 蔡宜秀 (5/4)	 何撒拉 (5/4)	 謝喆宇 (5/20)	 侯燕昭 (5/20)

	 	 侯品菁 (5/20)	 許峯瑞 (5/20)	 邱淑菡 (5/20)	 林莉莎 (5/20)	 周宇祥 (5/20)	 黃建樺	蕭愛務 (5/20)	 王蓁儀 (5/20)	 李美瑤 (5/20)

	 	 劉佩儒 (5/31)	 簡小雯 (5/17)	 陳錦慧 (5/17)	 賴靜瑜	林志南	林翰呈 (5/10)	 吳柏燁 (5/10)	 蔡卓錚 (5/10)	 曾慧貞 (5/10)	 王照雲 (5/10)

	 	 盧宜利 (5/10)	 邱玉萍 (5/10)	 林煌期 (5/10)	 林昇諒 (5/10)	 林宥廷 (5/10)	 卓浩瑋 (5/10)	 陳秀限 (5/10)	 楊蕙瑀 (5/10)	 林椀華 (5/10)

	 	 邱金昌 (5/10)	 賴姵璇 (5/10)	 汪宗賢 (5/10)	 江芷琳 (5/10)	 汪知萱 (5/10)	 汪知霆 (5/10)	 賴湘穎 (5/10)	 廖品淵 (5/10)	 廖云安 (5/10)

	 	 郭冉純 (5/10)	 廖翌竣 (5/10)	 白昭容 (5/10)	 郭莉庭 (5/10)	 鄧宇皓 (5/10)	 鄧宇軒 (5/10)	 善心人士 (5/4)	 幫助低收入者 (5/5)

	 	 林子翔 (5/14)	 薛銘宗 (5/3)	 林子雲 (5/14)	 林昱呈 (5/14)	 薛陳問 (5/3)	 薛文旭 (5/3)	 林秀蓮 (5/3)	 薛銘杰 (5/3)	 林鄭金盆 (5/3)

	 	 林立軒 (5/3)	 蔡宣羽 (5/3)	 賴彥君 (5/3)	 陳裕承 (5/3)	 胡天旗 (5/3)	 李品妤 (5/3)	 蕭語喬 (5/3)	 陳彥州 (5/3)	 劉貞伶 (5/3)

	 	 林貽仁 (5/3)	 鄭財華 (5/3)	 陳彥霖 (5/3)	 楊關安 (5/3)	 楊佳鳳 (5/3)	 林進星 (5/3)	 林子熙 (5/3)	 賴琮棋 (5/3)	 曲淑芳 (5/3)

	 	 胡權耀 / 張惠筑 / 胡琍淇 / 胡妤亘 / 胡永吉 (5/7)	王至楷 (5/6)	 林德勝 (5/4)	 謝炎農	謝茹涵 (5/17)	 徐甄伶 (5/26)	 林佩穎 (5/11)

	 	 蔡耀堂 (5/11)	 蔡佳燕 (5/11)	 林美惠 (5/12)	 蕭博豪 (5/12)	 蕭凱駿 (5/12)	 蕭睿廷 (5/12)	 蕭睿辰 (5/12)	 蕭毓玲 (5/12)	 侯志賢 (5/12)

	 	 侯宜彤 (5/12)	 陳麗淑 (5/12)	 蕭木榮 (5/12)	 吳宇君 (5/12)	 侯冠佑 (5/12)	 賴勝翔 (5/12)	 李炘諺 (5/12)	 江世豪 (5/12)	 江美春 (5/12)

	 	 周峯毅 (5/13)	 劉哲瑞 (5/13)	 劉世一 (5/13)	 無名氏 (5/13)	 劉秉宸 (5/13)	 劉冠慧 (5/13)	 湯小玲 (5/13)	 張逸夫 (5/13)	 宋回祐 (5/13)

	 	 張有筌 (5/14)	 張智泓 (5/14)	 廖婉君 (5/15)	 許祐誠 (5/17)	 陳畇棨	陳穎穎 (5/18)	 許秀蘭 (5/18)	 姚永地 (5/14)	 無名氏 (5/28)

	 	 史濟能 (5/31)	 顏政倫 (5/31)	 許一峰 (5/31)	 許崴傑 (5/17)	 程鐘 (5/17)	 洪文賢 (5/18)	 蔡向懿 (5/31)	 洪佩珊 (5/31)	 陳彥州 (5/31)

	 	 陳彥霖 (5/31)	 連少紋 (5/31)	 林中仁 (5/3)	 無名氏 ( 共用 )(5/17)	 謝依伶 (5/17)	 詹唐威 (5/17)	 張博俊 (5/17)	 王怡云 (5/17)

	 	 賴秀禎 (5/17)	 李湘蓉 (5/17)	 李妍薰 (5/17)	 許志瑋	吳亭儀 (5/3)	 林家萱 (5/3)	 顧啟輝 (5/4)	 林泓毅 (5/18)	 陳正紋 (5/17)

	 	 曾慧婷 (5/17)	 陳仲昕 (5/17)	 陳仲侑 (5/17)	 謝金蘭 (5/17)	 唐美雲 (5/20)	 廖羿囷 (5/20)	 周芷菥 (5/20)	 周如婉 (5/20)	 賴伊屏 (5/20)

	 	 鄧玉梅 (5/11)	 陳祥茗 (5/26)	 尤亭又 (5/11)	 尤新雅 (5/11)	 劉淑宜 (5/21)	 善心人士 (5/7)	 李釩溱 (5/11)	 劉淑宜 (5/18)	 游明祥 (5/26)

	 	 江怡慧 (5/26)	 周俞汎 (5/26)	 李采家 (5/26)	 吳雅惠 (5/26)	 田麗霞 (5/26)	 郭奕瓊	宋沛帆 (5/26)	 陳業儒 (5/26)	 魏凰妃 (5/26)

	 	 陳玉真 (5/26)	 朱恩廷 (5/26)	 朱清顯 (5/26)	 朱烈興 (5/26)	 曲許秋引 (5/5)	 曲淑君 (5/5)	 曲大中 (5/5)	 陳慧菁 (5/5)	 鄭明勝 (5/5)

	 	 蔡溳太 (5/5)	 方琮彬 (5/6)	 郭達賢 (5/6)	 邱王寶月 (5/6)	 余尚恩 (5/6)	 許丰蘅 (5/6)	 許民瑄 (5/6)	 洪素珠 (5/6)	 邱王寶月 (5/6)

	 	 許翠娥	陳清鑑 (5/6)	 陳靜美 (5/6)	 洪明財 (5/6)	 黃璿霖 (5/6)	 徐雅莉 (5/7)	 許郁笙 (5/7)	 巫碧珠 (5/7)	 呂嘉益 (5/7)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5/01~2021/05/31

	 	 黃禹碩 (5/7)	 呂嬋娟 (5/7)	 程芳芝 (5/8)	 陳玟晴 (5/10)	 陳禹穎 (5/10)	 邱奕翔 (5/7)	 林其煜 (5/10)	 陳國偉 (5/10)	 陳順茂 (5/10)

	 	 陳柯秀美 (5/10)	蘇美珍 (5/10)	 林守民 (5/10)	 林其莉 (5/10)	 蔡秀琴 (5/10)	 林佑聰 (5/10)	 林韋彤 (5/10)	 周佳樺 (5/10)	 許智傑 (5/10)

	 	 張晏寧 (5/10)	 林浩正 (5/10)	 林亮宇 (5/10)	 陳英華 (5/10)	 吳育儒 (5/10)	 林宛靜 (5/10)	 閻秋月 (5/10)	 林亮均 (5/10)	 吳育耆 (5/10)

	 	 高韓有綱 (5/10)	吳佳瑼 (5/10)	 林美娟 (5/20)	 林佑聰 (5/20)	 方世惠 (5/24)	 周佳樺 (5/20)	 林宛靜 (5/20)	 林韋彤 (5/20)	 楊舒瑜 (5/20)

	 	 李啟瑞 (5/20)	 張瑜軒 (5/21)	 程芳芝 (5/22)	 林美君 (5/25)	 李佳諭 (5/26)	 呂明秀 (5/25)	 林韋彤 (5/27)	 林宛靜 (5/27)	 周佳樺 (5/27)

	 	 林俊廷	林文琳 (5/27)	 覃嘉翠 (5/24)	 林函怡 (5/27)	 李澤弘 (5/28)	 劉永維 (5/28)	 馬浚翔 (5/28)	 蔡麗雅 (5/28)	 伍冠樺 (5/28)

	 	 謝佩紋 (5/3)	 陳慧嫺 (5/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5)	 蘇豐嘉 (5/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4)	 許斯涵 (5/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1)	 林郁蓉 (5/15)	 林嘉菁 (5/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9)	 張綱融 (5/2)	 康雅筑 (5/2)	 朱淑戀 (5/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3)	 陳慧嫺 (5/31)	 蔡文菱蔡惟翔蔡竣安 (5/29)	 張鴻裕 (5/29)	 黃子容 (5/29)	 吳哲宇 (5/29)	 許翰軒 (5/28)

	 	 善心人士 (5/28)	林香君 (5/28)	 許立志 (5/24)	 陳慧嫺 (5/24)	 烤雞特攻隊 (5/23)	 吳佳玲 (5/23)	 許通斌 (5/21)	 陳建斌 (5/20)

	 	 郭建勳 (5/19)	 林佳慧 (5/18)	 洪美惠 (5/18)	 戴晉得 (5/18)	 陳慧嫺 (5/17)	 蔡佩雯 (5/17)	 施永瑞 (5/16)	 施博翔 (5/16)	 黃柏翔 (5/15)

	 	 蘇稚樺 (5/15)	 何奇峰 (5/14)	 許承琳 (5/14)	 何奇峰 (5/13)	 李君薇 (5/12)	 蔡文菱 (5/12)	 林新益 (5/12)	 洪碧蓮 (5/11)	 彭憶芬 (5/11)

	 	 林家民 (5/11)	 蕭炤陽 (5/10)	 曾心怡 (5/10)	 王俊生 (5/10)	 陳慧嫺 (5/10)	 黃以晴 (5/10)	 黃慶興 (5/10)	 李恩睿 (5/9)	 謝育婷 (5/9)

	 	 吳宛柔 (5/9)	 沈海玲 (5/9)	 張語翰 (5/8)	 潘雅翎 (5/8)	 李昱夆 (5/8)	 賴家萱 (5/8)	 王敏芳 (5/8)	 吳小麗 (5/7)	 teresa(5/7)	

	 	 洪宇萱 (5/7)	 黃資翔 (5/7)	 曾陽昇 (5/7)	 林翰萭 (5/7)	 八字會天機 (5/6)	 蔡明江 (5/6)	 湯育柔 (5/6)	 鍾睿霖 (5/5)

	 	 功德迴向豐原署醫帷帷康復 (5/6)	 高苡瑄 (5/5)	 李佳蓉 (5/5)	 李恩睿 (5/5)	 曾承惠 (5/5)	 鄭宇程 (5/5)	 蔡文菱 (5/4)

	 	 李桂儀 (5/4)	 郭小姐 (5/4)	 簡蕉如 (5/4)	 長春四面佛 (5/4)	 陳麗明 (5/4)	 蕭湘漪 (5/4)	 林雄偉 (5/4)	 善心人士 (5/4)

	 	 謝宜軒 (5/3)	 朱寵惠 (5/3)	 廖子靚 (5/5)	 張珣珸 (5/16)	 江怡聲 / 范智豪 (5/4)	 賴彩華 (5/11)	 蕭佳慧 (5/16)	 彭柏森 (5/18)

	 	 功德迴向豐原署醫帷帷早日康復 (5/1)	 陳可潔 (5/18)	 程芳芝 (5/31)	 程芳芝 (5/20)	 林佳靜 (5/1)	 wow 娃娃機店 (5/14)

	 	 wow 娃娃機店 (5/7)	 曾渝鈞 (5/26)	 蔡曜陽 (5/1)	 馮仲祺 (5/26)	 林郁展 (5/3)	 林郁錦 (5/3)	 林彩卿 (5/3)	 廖忠語 (5/3)

	 	 黃敏雯 (5/3)	 林瑞祺 (5/3)	 陳思諭 (5/31)	 蔡奇宏 (5/31)	 陳茶茶 (5/31)	 鄭有惠 (5/4)	 鄭有惠 (5/5)	 黃揚升黃瑞龍尤心慧 (5/14)

	 	 蔡佳頴 (5/28)	 陳忠信 (5/1)	 邱湙鈞 (5/2)	 劉永宏 (5/2)	 阮麗璇 (5/4)	 曾雅芯 (5/17)	 黃天祈 (5/2)	 呂姿瑩 (5/24)	 陳安妮 (5/5)

	 	 魏婉樺 (5/6)	 全家善玉燕 (5/30)	 江聆希 (5/11)	 莊曜宇 (5/17)	 劉安諾 (5/28)	 王又仟 (5/1)	 蘇星維 (5/4)	 盧亮妤 (5/5)

	 	 張芮寧 (5/7)	 wow 娃娃機店 (5/7)	 陳萾軒 (5/2)	 丘家寧 (5/8)	 邱建華 (5/2)	 顏嘉德 (5/5)	 多多 (5/10)	 張原瑞 (5/5)

	 	 高儀涵 (5/26)	 王楚涵 (5/25)	 謝宜蓁 (5/13)	 周承興 (5/15)	 呂欽鴻 (5/11)	 張雅婷 (5/22)	 朱文清 (5/3)	 黃米萱 (5/29)	 沈秉郁 (5/8)

	 	 林佑聰 (5/27)	 蔡雅近 (5/27)	 陳錦慧 (5/28)	 劉博文 (5/28)	 莊孟錡 (5/28)	 林雲盼 (5/28)	 吳昌期 (5/31)	 李皓仟	小朋友 (5/31)

	 	 邱奕銓 (5/31)	 陳建洲 (5/31)	 陳崴煬 (5/31)	 張榮亨	張渡群 (5/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3)

	 	 林子熙 (5/31)	 蔡佩蓁 (5/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9)

	 185	 嘉實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5/7)

	 168	 陳福昌 (5/10)

	 155	 陳建學 (5/31)

	 150	 蕭慶龍	黃雅真	吳巧雯 (5/7)	 吳孟蓁	蕭筑云	蕭晨卉 (5/7)	 林思妤 (5/26)	 林恩瑝 (5/26)	 吳進財 (5/11)	 戴昱欽 (5/3)	 戴浚洺 (5/3)

	 	 戴軒丞 (5/3)	 陳宥霖 (5/17)	 陳宥綸 (5/17)	 黃米瓊 (5/11)	 張綜哲 (5/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

	 	 梁智評 (5/1)	 黃嘉慶 (5/6)	 葉柏緯 (5/18)	 陳依屏 (5/3)

	 145	 陸軍專科學校 (5/20)

	 140	 蘇憶屏 (5/8)

	 130	 李榮賢 (5/2)

	 124	 李至偉 (5/21)

	 120	 沈明興 (5/6)

	 110	 李沛臻 (5/31)

	 109	 簡恬馨 (5/31)	 吳禹申 (5/31)	 吳建生 (5/18)

	 103	 徐逢甫 (5/8)

	 100	 柯家蓁 (5/10)	 楊莉羚 (5/10)	 柯威誌 (5/10)	 陳天賜 (5/17)	 許珮純 (5/31)	 吳泉忠 (5/31)	 翁韶榕 (5/31)	 陳躍珮 (5/31)	 羅珮菁 (5/31)

	 	 楊三賢 (5/31)	 謝鈺苓 (5/31)	 洪千雯 (5/10)	 黃月霞 (5/10)	 陳憶雯 (5/10)	 陳慧瑾 (5/10)	 陳榕萱 (5/10)	 黃律綺 (5/10)	 陳彥榤 (5/10)

	 	 鄭連清 (5/20)	 高世杰 (5/26)	 鄒佳宏 (5/20)	 鄭凱謙 (5/11)	 劉勳國 (5/11)	 黃素惠 (5/20)	 周湘慧 (5/20)	 蔡邱對 (5/11)	 蔡育庭 (5/11)

	 	 無名氏 (5/17)	 馮琪茵 (5/17)	 詹易叡 (5/17)	 高睿宜 (5/17)	 黃筱晴 (5/17)	 黃宣瑄 (5/17)	 林淑惠 (5/17)	 卓育忻 (5/17)	 鄭君梅 (5/20)

	 	 蔡皓旭 (5/20)	 潘麗美 (5/20)	 楊智鈞 (5/20)	 楊博詠 (5/20)	 張簡志霖 (5/20)	江桓旭 (5/20)	 蔡政廷 (5/20)	 邱薰誼 (5/20)	 曾竣蔚 (5/20)

	 	 黃湫眉 (5/26)	 黃宇禪 (5/26)	 李哲凱 (5/20)	 胡家為 (5/20)	 周秋香 (5/20)	 蔡永康 (5/20)	 鄭君茹 (5/20)	 陳亞音 (5/20)	 柯佩宜 (5/20)

	 	 張伉佑 (5/20)	 楊佩頤 (5/17)	 陳王秋蘭 (5/17)	陳錦蓉 (5/17)	 呂瑞敏 (5/17)	 黃香齊 (5/17)	 劉惠玲 (5/17)	 高睿宜 (5/17)	 高睿廷 (5/17)

	 	 張芯瑜 (5/17)	 許棠琦 (5/17)	 賴枚儀 (5/17)	 廖芯玄 (5/17)	 吳昊泓 (5/17)	 李昆翰 (5/17)	 無名氏 (5/17)	 林佳玉 (5/17)	 蔡羽晴 (5/17)

	 	 許棠琦 (5/17)	 陳季盈 (5/17)	 顧家維 (5/4)	 顧維恩 (5/4)	 張芷榕 (5/18)	 陳玟靜 (5/18)	 黃郁凱 (5/18)	 黃柏羲 (5/18)	 黃馨儀 (5/5)

	 	 楊立莉 (5/4)	 高雄善心人士 (5/4)	 林晉妃 (5/4)	 黃素貞 (5/4)	 林聖恩 (5/4)	 林恩平 (5/4)	 王晨祐	王偉峻 (5/18)

	 	 潘映允 (5/18)	 張琍 (5/4)	 林佑恩 (5/4)	 無名氏 (5/18)	 邱郁善 (5/18)	 賴開方 (5/18)	 郭勇成 (5/18)	 許博洋 (5/18)	 林軒妤 (5/18)

	 	 許洧銘 (5/18)	 許庭銨 (5/18)	 陳妤瑄 (5/18)	 陳廷瑋 (5/18)	 林恩宇 (5/4)	 陳俞妏 (5/7)	 林建豐 (5/8)	 林洧禾 (5/8)	 周葦綺 (5/3)

	 	 林旻儒 (5/2)	 無名氏 (5/1)	 徐秋如 (5/4)	 汪子淇 (5/4)	 呂侑恩 (5/4)	 邱麗安 (5/4)	 邱政雄 (5/4)	 黃阿月 (5/4)	 陳又禎 (5/4)

	 	 陳元皓 (5/4)	 呂梓瑄 (5/4)	 張籽和 (5/4)	 張謹品 (5/4)	 洪啟景 (5/4)	 黃昱翔 (5/4)	 莊莉萍 (5/4)	 陳玉姿 (5/4)	 陳德明 (5/20)

	 	 陳宥諶 (5/20)	 楊雅珺 (5/20)	 陳品妘 (5/20)	 林美束 (5/20)	 石博翔 (5/20)	 楊宗杰 (5/20)	 陳言禕 (5/20)	 陳易霈 (5/20)	 郭兆權 (5/20)

	 	 江青貞 (5/20)	 梅哲卓也 (5/20)	簡慧玲 (5/20)	 林鈺珊 (5/20)	 林豈崋 (5/20)	 蔡汝素 (5/20)	 林錦鴻 (5/20)	 羅金漢 (5/20)	 吳雅玲 (5/26)

	 	 陳鼎昊 (5/26)	 黃馨慧 (5/31)	 周依潔 (5/31)	 王瑞芬 (5/10)	 柯睿承 (5/10)	 鍾芳怡 (5/10)	 鄭文昇 (5/10)	 梁淑惠 (5/10)	 李瑞英 (5/10)

	 	 梁志忠 (5/10)	 劉佩欣 (5/10)	 鄭妤萱 (5/10)	 郭佑訓 (5/10)	 郭佑哲 (5/10)	 康喬智 (5/10)	 蘇素美 (5/10)	 吳玟靜 (5/10)	 謝佳妤 (5/10)

44 45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6/01~2021/06/30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6/01~2021/06/30

	 	 鄭琇文 (6/29)	 社團法人傅弘寬熱心服務慈善會 (6/21)

	 16,888	 林威駿 (6/3)

	 15,000	 邱冠禎 (6/10)	 黃一峰 (6/10)

	 12,000	 袁美子 (6/2)	 吳俊良 (6/21)

	 10,000	 薛宏明 (6/3)	 蔡萬福	等 (6/4)	羅中廷 (6/24)	 徐浩棟 (6/25)	 台灣恩慈股份有限公司	(6/24)	 金宏亞科技有限公司 (6/24)	 無名氏 (6/24)

	 	 慶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6/18)	 上福企業社	( 廖麗華 )(6/11)	 許惠珍 (6/10)	 羅婉珊 (6/11)	 鍾靜如 (6/13)	 方復璠 (6/15)	 簡文彬 (6/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8)	 周修平 (6/17)	 顏君玲 (6/19)	 繆祝波 (6/30)	 大興實業有限公司 (6/30)	 楊顗蓁 (6/22)	 何開暘 (6/22)

	 	 翁愷廷 (6/22)	 李耀轟 (6/11)	 姚振祥 (6/26)	 藍文欣 (6/28)	 陳柏元 (6/29)	 陳喬恩 (6/29)

	 8,680	 林均潔 (6/20)

	 8,000	 盧澤舜 (6/17)	 劉家良 (6/15)	 劉家良 (6/11)

	 7,500	 洪淑玲 (6/17)

	 6,000	 葉瑞民	高瑞芬 (6/3)	 莊捷婷 (6/29)	 李劉金綢 (6/1)	 善心人士 (6/2)	 林建仁	林銀象	林蔡雅惠 (6/3)	 王熙仁 (6/16)	 李淑蘭 (6/30)

	 	 邱怡瑄 (6/22)	 羅郁翎 (6/8)	 鍾睿弘 (6/1)	 吳碧雲 (6/28)

	 5,000	 李順景 (6/2)	 王家萱 (6/2)	 吳智萍 (6/15)	 耿俊閎 (6/15)	 黃玉靜 (6/2)	 薛敦仁 (6/2)	 茂舜科技有限公司 (6/16)	 賴英明 (6/18)

	 	 無名氏 (6/17)	 張祺崙 (6/7)	 莊旻燕	蔡坤翰	蔡景宏 (6/23)	 煌茂水產有限公司 (6/25)	 嘉祐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6/25)	 宋執政 (6/11)

	 	 蔡靚 (6/24)	 郭家琦 (6/24)	 范君翎 (6/25)	 巫豐林 (6/15)	 陳榮鍠 (6/1)	 楊秀夫 (6/10)	 林錦松 (6/1)	 陳麗娟 (6/10)	 潘金英 (6/1)

	 	 蔡莉莉 (6/1)	 采盟股份有限公司 (6/4)	 余品嫻 (6/10)	 藍翊銘 (6/16)	 牛仰堯 (6/15)	 林瑋狄 (6/17)	 楊子欣楊秉承楊睿淮 (6/18)

	 	 陳資河 (6/17)	 李冠勳 (6/17)	 袁明義 (6/16)	 謝偉邦 (6/30)	 黃紹恒 (6/18)	 廖為鈞 (6/18)	 劉美惠 (6/30)	 彭俊明 (6/30)	 游楹祿 (6/30)

	 	 曾師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6/21)	謙成有限公司 (6/21)	 于培倫 (6/21)	 聶聖陶 (6/10)	 邱誼珺 (6/10)	 郭筱菁 (6/10)	 黃欣乙 (6/10)

	 	 孫敏琇 (6/17)	 陳世昌 (6/20)	 許智祥 (6/13)	 黃靖雅 (6/11)	 黃永漢 (6/2)	 林明鋒 (6/28)

	 4,000	 林絮紅 (6/25)	 江子維 (6/1)	 宋文瑛 (6/14)	 高育璿 (6/19)	 邱麗慧 (6/22)	 翁杏君 (6/28)	 蔡東穎 (6/28)

	 3,800	 張合舜 (6/24)	 郭人華 (6/10)	 陳嬋娟 (6/21)	 竹村食品有限公司 (6/6)

	 3,600	 邱啟佑 (6/15)	 胡乃勻 (6/15)	 陳妡羽 (6/19)	 李浩瑋 (6/6)

	 3,500	 林科宇 (6/2)

	 3,334	 張睿堯 (6/12)

	 3,333	 李蔚欣 (6/12)	 張正忠 (6/12)

	 3,038	 中國文化大學轉學生聯誼會 (6/12)

	 3,000	 邱瑛瑛 (6/2)	 翁甄禧 (6/2)	 唐豪局	張惠雅 (6/3)	 林志鵬	唐詠婷	林孟諴 (6/3)	 陳品熙 (6/19)	 陳映潔 (6/19)	 賴麗純 (6/4)

	 	 張喬珠 (6/5)	 黃美書 (6/7)	 蔡坤成 (6/23)	 郭和讚 (6/23)	 吳雪娥 (6/24)	 梁伯宇 (6/24)	 黃秋芬 (6/24)	 蔡淑雅	傅丰筠 (6/29)

	 	 張吉勝	鄭雅媛 (6/10)	 關家莉 (6/24)	 顏御安 (6/24)	 吳耑穎 (6/24)	 李毓秀 (6/11)	 施淑萍 (6/11)	 蔡玲珍 (6/25)	 無名氏 (6/28)

	 	 陳致宏 (6/27)	 魏淑真 (6/15)	 陳嘉芳 (6/15)	 橫川義康 (6/2)	 無名氏 (6/4)	 張意雯 (6/23)	 蘇志陞 (6/30)	 紀博欽 (6/30)	 王惠雪 (6/10)

	 	 李揚 (6/10)	 徐梓洋 (6/13)	 黃國城 (6/7)	 無名氏 (6/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9)	 林錫癸 (6/7)	 高一勝 (6/8)	 陳慶隆 (6/21)

	 	 李元瑞	王元瑩 (6/8)	 吳家豪 (6/25)	 張淳恩 (6/18)	 謝汪翔 (6/15)	 陳奕伃 (6/16)	 張巧昀 (6/21)	 鄭淑鳳 (6/22)	 廖玉冰 (6/8)

	 	 劉夏豪	劉寬	劉瑄	陳淑如 (6/21)	林森建材行 (6/21)	 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 (6/21)	 陳湘銘 (6/24)	 王文中 (6/24)	 劉芳旭 (6/4)

	 	 李奇政 (6/25)	 張峻瑋 (6/25)	 謝春猛 (6/25)	 李亘俞 (6/21)	 亞東技術學院 109 學年度材纖系 A 班畢業生 (6/15)	 陳智仁 (6/25)

	 	 葉建發 (6/13)	 潘軒碩 (6/6)	 魏梓庭 (6/1)	 黃渝晴 (6/29)	 蕭有博 (6/30)	 蕭靖諺 (6/30)

	 2,900	 OKGO 捐款 (6/2)

	 2,823	 Benevity	公益事業網站捐款	(6/29)

	 2,800	 陳昭櫻 (6/8)	 鄭美玲 (6/1)

	 2,600	 曾慶州 (6/8)

	 2,500	 劉成舉 (6/16)	 吳明鴻 (6/15)	 張皪元 / 張崴程 (6/15)	 傅旭正 (6/30)	 陳淑美 (6/30)	 kwok	shuk	wa(6/21)

	 2,411	 大仁科大護理系 4-3(6/24)

	 2,400	 司立文 (6/7)	 劉素惠 (6/18)	 許幼如 (6/18)	 劉乃榕 (6/9)

	 2,300	 OKGO 捐款 (6/11)	 林智豊 (6/29)

	 2,200	 無名氏 (6/13)	 無名氏 (6/30)	 無名氏 (6/22)	 善心人士 (6/29)

	 2,100	 陳意華 (6/16)

	 2,000	 蔡耀裕 (6/2)	 吳佳玲 (6/2)	 林侑瑩 (6/2)	 黃錫成 (6/2)	 簡辰光 (6/2)	 黃恆逸 (6/2)	 謝惠珠 (6/2)	 林育甯 (6/15)	 李淑婉 (6/15)

	 	 鍾瑞能 (6/2)	 賴玥澐 (6/2)	 吳尚恆 (6/2)	 林淑美 (6/3)	 宮家寶 (6/3)	 王建宏 (6/3)	 黃國城 (6/1)	 洪光熙	陳靜珠 (6/2)

	 	 張振宗 (6/2)	 卜祥琨 (6/16)	 高宗永 (6/16)	 胡珮瑩 (6/16)	 高靜華 (6/16)	 洪曉蘭 (6/16)	 侯怡珊 (6/3)	 黃維春 (6/3)	 柯朋昌 (6/4)

	 	 周仁傑 (6/19)	 漢翔公司慈光社 (6/5)	 陳玉燕 (6/7)	 江麗蘭 (6/20)	 蔡玉娟 (6/20)	 楊孋芸 (6/20)	 穎川堂 (6/23)	 曾明弘 (6/23)

	 	 鄭惠元 (6/24)	 藍翊瑄 (6/23)	 勝興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6/24)	 林劉釵 (6/24)	 蕭涵文 (6/29)	 藍敬 (6/24)	 林淑芬 (6/28)

	 	 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24)	 陳慧嫺 (6/21)	 程裕權 (6/21)	 許芳慈 (6/24)	 王德勳 (6/24)	 鐘志鴻 (6/11)	 黃惠美 (6/11)	 莊如芳 (6/24)

	 	 盧廷恩	盧廷祐 (6/11)	 黃明熙 (6/24)	 葉炳男 (6/24)	 傅美慧 (6/24)	 武晉萱 (6/24)	 陳憲璋 (6/10)	 王秀蘭 (6/10)	 陳美玲 (6/28)

	 	 奇磊股份有限公司 (6/10)	 善心人士 (6/15)	鴻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6/18)	 林建興 (6/15)	 陳奕雯 (6/27)	 黃奕新 (6/26)	 孫柏年 (6/15)

	 	 白石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6/28)	 洪淑媛 (6/2)	 鍾景煬 (6/2)	 謝名奕 (6/2)	 羅宜紋 (6/2)	 黃素蘭 (6/4)	 陳忠明 (6/16)

	 	 陳春安 (6/16)	 林采玲 (6/16)	 梁賽芳 (6/17)	 陳進教 (6/18)	 劉正漢 (6/21)	 黃麗珍 (6/30)	 池耀廷 (6/30)	 鍾志華 (6/29)	 向忠訓 (6/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8)	 皇廣鑄造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6/4)	 善心人士 (6/5)	 張詠淳	(6/10)	 余麗君	(6/10)	 張萬順 (6/10)

	 	 張詠恬 (6/10)	 張詠恩 (6/10)	 張閎維 (6/10)	 英甲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6/10)	 鄭家洧 (6/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2)

	 	 蔡佳璋 (6/1)	 鄒凭晏 (6/11)	 鄭素芬 (6/15)	 林泓陞 (6/10)	 洪閩萱 (6/9)	 李振德 (6/1)	 無名氏 ( 共用 )(6/15)	 范夢軒 (6/7)

	 	 蕭碧真 (6/10)	 林鈺承 (6/8)	 鄭靜雯 (6/15)	 廖淑絹 (6/16)	 楊志偉 (6/16)	 許秀穎 (6/16)	 黃文玲 (6/15)	 張峻豪 (6/2)	 鍾明錦 (6/15)

	 	 鄭凱懌 (6/15)	 黃博麒 (6/15)	 王瀛屏 (6/15)	 無名氏 (6/15)	 李方利 (6/30)	 胡敏 (6/29)	 劉哲瑋 (6/29)	 許美華	陳銘勝 (6/7)

	 392,200	 財政部發票獎金	(6/6)

	 250,000	 林雙 (6/25)

	 104,250	 台灣武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1)

	 100,000	 呂上 (6/21)	 曼迪傳播有限公司 (6/30)

	 50,000	 陳世涵 (6/7)

	 40,000	 財團法人何士毅先生紀念文教基金會 (6/29)

	 35,500	 胡延欣 (6/21)

	 30,000	 陳世清 (6/16)

	 20,300	 OKGO 捐款 (6/16)

	 20,000	 財團法人聖玄教育基金會	統編 31616311(6/25)	何俊毅 (6/30)	 陳儀如 (6/16)	 張綺容 (6/11)	 陳語葳 (6/21)	 曾翊婷 (6/30)	 張映紅 (6/30)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5/01~2021/05/31

	 	 林素櫻 (5/10)	 方鳳祺 (5/10)	 鄭國慶 (5/10)	 郭佑峯 (5/10)	 曾泳芸 (5/10)	 林瑞真 (5/10)	 陳簡成 (5/10)	 陳郁翔 (5/10)	 陳郁舜 (5/10)

	 	 陳郁翰 (5/10)	 楊雅雯 (5/10)	 許文耀 (5/3)	 許殷銘 (5/3)	 張哲瑋 (5/3)	 林志聰	林豐義 (5/3)	 劉文良 (5/18)	 陳品蓁 (5/6)

	 	 鄧兆麟 (5/5)	 鄧宛榛 (5/4)	 藍可馨 (5/20)	 麥麗萍 (5/20)	 陳旻琪 (5/19)	 藍瑀岑 (5/20)	 徐韻惠 (5/21)	 徐韻雯 (5/21)	 唐子婷 (5/20)

	 	 謝在湘 (5/20)	 吳麗燦 (5/11)	 黃怡華 (5/11)	 蔡漢津 (5/12)	 陳秋妤	江俊傑 (5/12)	 陳家福 (5/12)	 陳慶和	陳麗華 (5/12)

	 	 江幸真	江彥儀 (5/12)	 詹怡萍 (5/12)	 李健平 (5/12)	 曾榮富 (5/12)	 宋秀穎 (5/13)	 謝宗錡 (5/13)	 黃文修 (5/13)	 王國榮 (5/13)

	 	 張廷強 (5/13)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5/14)	王智稜 (5/16)	 蔡金玫 (5/18)	 張靜宜 (5/31)	 馬烱修 (5/31)	 盧奕文 (5/31)	 王震瑜 (5/31)

	 	 王照蘋 (5/31)	 羅胤航 (5/3)	 邱賢禮 (5/17)	 邱怡芳 (5/3)	 鄭安妤 (5/3)	 鄭婕妤 (5/3)	 陳瑞木 (5/3)	 張鎮麟 (5/3)	 林益呈 (5/17)

	 	 無名氏 ( 共用 )(5/17)	 鄭詠馨 (5/20)	 何沛洵 (5/20)	 何振禔 (5/20)	 陳鼎愷 (5/26)	 李黃英 (5/11)	 蔡惠平 (5/11)	 無名氏 (5/26)

	 	 無名氏 (5/25)	 蔡振偉 (5/11)	 陳怡妏 (5/26)	 葉姿妤 (5/24)	 林宸汝 (5/11)	 蔡育慈 (5/11)	 江雅慧 (5/26)	 江安琪 (5/26)	 萬奕霆	(5/26)

	 	 萬宥霆 (5/26)	 吳蕎絹 (5/26)	 毛沛緹 (5/26)	 毛珮絮 (5/26)	 陳珮淇 (5/26)	 陳慶坤	陳黃再香	陳祈翰 (5/26)	周美蓮 (5/26)	 蘇郁誠 (5/26)

	 	 蘇姿允 (5/26)	 藍雅婷 (5/26)	 黃若瑀 (5/26)	 黃采慧 (5/5)	 張立蓁 (5/5)	 魏國輝 (5/5)	 張瑛珍 (5/5)	 張定沂 (5/5)	 陳竑翰 (5/5)

	 	 陳廷昌 (5/5)	 陳轀才 (5/5)	 陳建明 (5/5)	 孫湧竣 (5/5)	 田九光 (5/5)	 黃琢懿 (5/5)	 歐芷函 (5/5)	 歐芷芸 (5/5)	 陳蓓萱 (5/5)

	 	 葉家宏 (5/6)	 曲子泱 (5/8)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5/7)	 許耿崇 (5/7)	 陳怡如 (5/7)	 陳正橋 (5/7)	 林亮亮 (5/8)	 林宜潔 (5/8)

	 	 徐誠鴻 (5/10)	 徐品蕙 (5/10)	 陳佳恩 (5/10)	 翁桂容 (5/10)	 翁偉斌 (5/10)	 吳秀真 (5/20)	 陳佳聖 (5/10)	 陳佳恩 (5/10)	 陳威翰 (5/10)

	 	 徐韻婷 (5/21)	 謝甘秀蓉 (5/20)	簡曉郁 (5/21)	 鄭建民 (5/24)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5/24)	OKGO 捐款 (5/10)	 林綏墉 (5/20)

	 	 OKGO 捐款 (5/26)	 善心人士 (5/30)	劉勳國 (5/25)	 蔡明足 (5/25)	 蔡水祥 (5/25)	 蔡明莉 (5/25)	 蔡李靜江 (5/25)	黃馨儀 (5/28)

	 	 張雯婷 (5/25)	 余進隆 (5/28)	 林智慧 (5/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1)	 許承琳 (5/2)

	 	 蘇柏綸蘇振輝劉面 (5/2)	 孫芸英 (5/2)	 善心人士 (5/2)	 顏家天上聖母 (5/2)	 顏郭珠蓮 (5/2)	 劉庭安 (5/1)	 鄭朝聰 (5/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0)	 林微瓊 (5/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9)	 鄭舜心 (5/3)	 鄭舜云 (5/3)	 鄭鴻儀 (5/3)	 翁碧蓮 (5/3)	 泰靚 (5/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8)	 北港武德宮 (5/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7)	 王一 (5/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6)	 李志交 (5/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4)	 許承琳 (5/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	 南無藥師佛 (5/29)	 呂俊億 (5/28)	 Rinsky(5/27)	 孔祥安 (5/26)

	 	 林芸芸 (5/26)	 楊茗澤 (5/26)	 楊宜珊 (5/25)	 游喬筑 (5/25)	 周倪維 (5/23)	 丁翰升 ` 丁英傑 (5/23)	 善心人士 (5/23)	劉如梅 (5/22)

	 	 高郁嵐 (5/21)	 郭瑞陵 (5/21)	 張綱融 (5/20)	 李貞誼 (5/20)	 許雅雯 (5/20)	 王昱翔 (5/20)	 033383388(5/19)	 許承琳 (5/18)

	 	 丁翰升 (5/18)	 楊智宇 (5/18)	 魏逸錤 (5/17)	 黃瑜惠 (5/17)	 劉庭安 (5/17)	 沈君鎂 (5/16)	 吳梅君 (5/16)	 劉明峴 (5/15)	 劉庭安 (5/14)

	 	 邱良盈 (5/14)	 mina(5/13)	 陳思芃 (5/13)	 羅巧蓁 (5/13)	 李振毅 (5/13)	 丁翰升 (5/13)	 徐培庭 (5/12)	 楊芳芳 (5/12)	 胡筑婷 (5/11)

	 	 李佳蓉 (5/11)	 許學舜 (5/11)	 吳慧玲 (5/11)	 周坤穎 (5/10)	 楊秀珍 (5/10)	 張娉婷 (5/10)	 郭昱辰 (5/10)	 陳淑涓 (5/9)	 徐秉謙 (5/9)

	 	 劉庭安 (5/9)	 温晢睿 (5/8)	 高崇文 (5/8)	 郭昱辰 (5/8)	 李佩芝 (5/8)	 牟宗秋 (5/8)	 郭如娟 (5/8)	 吳錦明 (5/7)	 洪昕瞳 (5/6)

	 	 林柏村 (5/6)	 楊博文 (5/6)	 余佩茹 (5/6)	 張玲玲 (5/6)	 李芸蓁 (5/5)	 丁翰升 ` 丁英傑 (5/5)	 沈宏霖 (5/5)	 許雅惠 (5/5)

	 	 劉銘鈺 (5/4)	 未未來佛 (5/4)	 彭清芬 (5/4)	 黎鳳美 (5/4)	 劉庭安 (5/4)	 余進興 (5/3)	 黃允灝 (5/3)	 吳沛蓁 (5/3)	 陳泳輝 (5/1)

	 	 吳安珞 (5/6)	 陳錦滿 (5/7)	 簡 (5/31)	 善心人士 (5/1)	 林達譽 (5/10)	 林達譽 (5/23)	 鄭友甄 (5/10)	 賴彩華 (5/2)	 沈月琴 (5/16)

	 	 林員 (5/16)	 劉姸汎 (5/4)	 潘欣怡 (5/4)	 黃思齊 (5/4)	 葉立橙 (5/1)	 莊于葶 (5/1)	 張玲玲 (5/1)	 張嘉芸 (5/4)	 施育憲 (5/27)

	 	 鄭武洸 (5/13)	 鄭武洸 (5/4)	 鄭武洸 (5/6)	 黃煒哲 (5/5)	 呂英嬌 (5/5)	 鄭有惠 (5/11)	 黃郭美 (5/5)	 洪詩雯 (5/13)	 李念濤 (5/14)

	 	 張鳳起 (5/17)	 施宥彤 (5/4)	 林右豐 (5/26)	 彭俊傑 (5/9)	 黃雅慧 (5/1)	 王薏茹 (5/18)	 王子方 (5/19)	 林天賜 (5/9)	 呂文貴 (5/1)

	 	 游禎銀 (5/6)	 呂嘉傑 (5/29)	 王呂金華 (5/3)	 陳雅玲 (5/30)	 王英哲 (5/5)	 胡淑秋 (5/10)	 王信筌 (5/31)	 吳依淇 (5/9)	 呂致緯 (5/30)

	 	 黃楚涵 (5/6)	 林佳穎 (5/28)	 陳卉璇 (5/11)	 蘇珮誼 (5/11)	 王淑芳 (5/26)	 黃玉霞 (5/5)	 黃信喆 (5/4)	 陳冠儒 (5/10)	 林佩儀 (5/27)

	 	 李靜儀 (5/3)	 陳雅盈 (5/31)	 張景皓 (5/2)	 顏國哲 (5/15)	 黃慧雅 (5/3)	 余泓寬 (5/28)	 余宥駐 (5/28)	 江黃清月 (5/31)	江文漳 (5/31)

	 	 劉育光 (5/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3)	 江亭延 (5/31)	 江幸娟 (5/31)	 劉伃珊 (5/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5/19)

	 88	 邱翊珊 (5/20)	 王柏權 (5/20)	 李宥宏 (5/20)	 謝涵如 (5/20)	 張雅涵 (5/20)	 曾立傑 (5/20)	 楊文斌 (5/20)	 孫嘉蔚 (5/20)	 鐘子涵 (5/20)

	 	 邱美玲 (5/20)

	 60	 蔡涵倪 (5/20)

	 50	 涂宸翰 (5/17)	 劉蓁霓 (5/11)	 劉吳良珠 (5/11)	陳正輝 (5/18)	 吳盈潔 (5/7)	 吳彥諭 (5/7)	 許耿彰 (5/7)	 盧昱尹 (5/4)	 郭秀滿 (5/11)

	 	 林日勇 (5/12)	 陳黃英華 (5/12)	陳品妤 (5/12)	 林詹秀蘭 (5/12)	陳茂雄 (5/12)	 林東達 (5/12)	 涂盈文 (5/17)	 涂宸祐 (5/17)	 許倍瑜 (5/17)

	 	 劉忠穎 (5/11)	 劉建志 (5/11)	 郭迫和 (5/11)	 許紘瑞 (5/7)	 游慧卿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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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6/01~2021/06/30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6/01~2021/06/30

	 	 羅瑤軒	羅少鴻 (6/10)	 蕭清洲 (6/24)	 余淑杏 (6/24)	 鍾明宏 (6/24)	 林秉森 (6/24)	 葉文圭 (6/24)	 張嘉郁 (6/10)	 何秉鋐 (6/15)

	 	 善心人士 (6/15)	蔡淑宜 (6/10)	 陳玉書 (6/24)	 曾于恩 (6/24)	 林怡萱 (6/10)	 劉子綝 (6/10)	 吳美佐 (6/10)	 陳靖傑 (6/10)	 呂雨澄 (6/24)

	 	 徐振誠	徐振中 (6/11)	 邱志玄 (6/24)	 劉立麗 (6/24)	 陳靚 (6/24)	 陳求宏	林翠貞	陳薏婷	陳顗翔	陳顗喆 (6/24)	 張婧淳 (6/24)

	 	 曹雨萱 (6/24)	 陳昱翔 (6/24)	 陳怡縉 (6/24)	 陳昱誠 (6/24)	 温雅茹 (6/24)	 盧廷煜 (6/24)	 鄭偉仕 (6/24)	 楊啟靖 (6/24)	 沈詩芸 (6/24)

	 	 林冠伶 (6/24)	 周昱翔 (6/24)	 魏志強 (6/24)	 邱玉環 (6/24)	 魏宏霖 (6/24)	 陳慧娟 (6/24)	 康錦豐 (6/24)	 黃琦絜 (6/24)	 羅慧明 (6/24)

	 	 呂美珠 (6/24)	 施絢欽 (6/24)	 葉榮洋 (6/24)	 林佑羚 (6/24)	 甲渥國際建材有限公司 (6/24)	 林柏穎 (6/24)	 高敏卿 (6/24)	 侯孟芬 (6/24)

	 	 蕭欣羽 (6/24)	 劉丹 (6/24)	 林崧豪 (6/10)	 善心人士 (6/11)	鄭縉元 (6/14)	 黃上銓 (6/10)	 黃俊銘 (6/11)	 王萱芝 (6/11)	 呂敏絹 (6/11)

	 	 吳郁芬 (6/11)	 張群 (6/11)	 陳信甫 (6/11)	 姜元靜 (6/11)	 楊玉琴 (6/11)	 孫李愛瑛 (6/11)	李家甄 (6/15)	 孫維均 (6/15)	 林禮慧 (6/11)

	 	 黃玉鳳 (6/11)	 許嘉峻 (6/27)	 無名氏 (6/26)	 無名氏 (6/26)	 羅婕 (6/28)	 陳品豪 (6/15)	 郭品祐 (6/2)	 高美祝 (6/2)	 孫婕祐 (6/2)

	 	 統宇電研股份有限公司 (6/2)	 朱彥堯 (6/2)	 余美玲 (6/2)	 林明宜 (6/2)	 江沛峰 (6/2)	 洪西彬 (6/2)	 王宥崴 (6/2)	 曾奕霏 (6/2)

	 	 林金龍 (6/2)	 沈依欣 (6/2)	 楊美雲 (6/2)	 梅登富 (6/2)	 毛良慶 (6/2)	 洪源泰 (6/2)	 詹世明 (6/2)	 林永重 (6/2)	 葉立瑤 (6/2)

	 	 黃今鈺 (6/2)	 沈昭仁 (6/2)	 黃靖雅 (6/2)	 劉羲晟 (6/6)	 李穎松 (6/6)	 陳韋潔 (6/5)	 徐慧珍 (6/24)	 李王靜好 (6/15)	花文樹 (6/15)

	 	 沈明翰 (6/16)	 沈智平 (6/15)	 許哲源 (6/15)	 高紀芬	謝傢璘	謝傢政 (6/15)	 陳炳源 (6/16)	 黃唐淑清 (6/15)	陳賜國 (6/15)	 陳淑惠 (6/15)

	 	 林春梅 (6/15)	 陳世恩 (6/15)	 明德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6/15)	林定積 (6/15)	 李正義 (6/15)	 徐錦鳳 (6/15)	 孫浿瑄 (6/15)	 盧淑玲 (6/15)

	 	 黃幼滇 (6/16)	 許維晏 (6/17)	 劉祐誠 (6/21)	 徐國仁 (6/30)	 鄧毓凱 (6/30)	 廖淑芬 (6/30)	 游志村 (6/30)	 黃國勝 (6/29)	 邱奕智 (6/30)

	 	 陳宣樺 & 黃詩婷 (6/30)	 金恩宇 (6/29)	 江鄢宬 (6/28)	 歐怡均 (6/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7)	 蕭璽彧 (6/1)	 090004(6/1)

	 	 惠晴和秀鳳 (6/1)	 周培煜 (6/6)	 兒童癌症基金會 (6/6)	 游慧敏 (6/10)	 黃培誠 (6/10)	 陳錦鐘 (6/10)	 歐陽貞穎 (6/10)

	 	 楊子陞 (6/10)	 龔雙慶 (6/10)	 許珮雯 (6/10)	 麥家豪 (6/10)	 麥維倫 (6/10)	 黃雪梅 (6/10)	 簡苑倩 (6/10)	 林永宸 (6/10)	 林雅姿 (6/10)

	 	 郭原宏 (6/10)	 黃玫陵	(6/10)	 莊子頤 (6/10)	 陳國清 (6/10)	 陳宏曜 (6/10)	 陳逸如 (6/10)	 徐瑋鴻 (6/10)	 黃今鈺 (6/10)	 曾信傑 (6/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8)	 王君豪 (6/1)	 林青蓉 (6/1)	 余謝輝 (6/1)	 余毓敏 (6/1)	 徐舒眉 (6/1)

	 	 林清榮 (6/1)	 趙宥瑜 (6/1)	 鄒美蘭全家 (6/1)	 林函蓁	馬運芳	馬德華 (6/1)	 孫詩遠 (6/11)	 王宗升 (6/15)	 李俊彬 (6/13)

	 	 王君豪 (6/9)	 許欣如 (6/14)	 林宣吟 (6/1)	 江玉玲 (6/1)	 黃品元 (6/1)	 楊瓊雅 (6/1)	 張嫌 (6/1)	 溫聰敏 (6/1)	 謝文鳳 (6/1)

	 	 無名氏 ( 共用 )(6/15)	 曹珮雯 (6/15)	 劉旆希 (6/15)	 蔣慧鈴 (6/15)	 陳正達 (6/1)	 周文瀚 (6/15)	 李東穎 (6/15)	 曾心怡 (6/15)

	 	 蔡昇豪 (6/15)	 吳玉印 (6/15)	 吳昭儀 (6/7)	 陳惠凌 (6/4)	 張珈瑀 (6/4)	 張晏禔 (6/4)	 郭柏承 (6/10)	 于秉辰 (6/10)	 唐佐幸 (6/10)

	 	 林鈺奇 (6/8)	 郭柏瀚 (6/10)	 劉育吟 (6/10)	 劉澤滄 (6/10)	 楊忠明 (6/10)	 廖容岑 (6/10)	 陳于毅 (6/10)	 張怡婷 (6/10)	 洪于絜 (6/10)

	 	 文宗麟 (6/10)	 劉書合 (6/10)	 劉志信 (6/10)	 林谷裕 (6/10)	 楊宗恩 (6/10)	 吳家寬 (6/15)	 賴慧蓉 (6/16)	 陳怡君 (6/15)	 無名氏 (6/15)

	 	 鄭楷軒	蔡淑芬	鄭明輝	(6/15)	 江志隆 (6/15)	 黃貴香 (6/16)	 許保民等六人 (6/16)	 江昭瑩 (6/16)	 崔明貴 (6/16)	 謝宥如 (6/15)

	 	 朱成棟	朱王春于 (6/16)	 莊大億 (6/16)	 莊子歆 (6/16)	 辛珮琪 (6/16)	 張瓊文 (6/16)	 傅秀雅 (6/16)	 李政模 (6/16)	 黃淑苑 (6/16)

	 	 陳維堉 (6/16)	 買信諭 (6/7)	 蔡依菱 (6/15)	 黃玉英 (6/15)	 林美慧 (6/15)	 張勝杰 (6/15)	 陳彥甫 (6/15)	 陳孟宏 (6/15)	 柯秀婷 (6/15)

	 	 陳家億 (6/15)	 吳育賢 (6/15)	 謝鳳玉 (6/15)	 謝秀足 (6/15)	 黃昱皓 (6/15)	 陳裕盛 (6/15)	 楊瑞峰 (6/19)	 王得安 (6/19)	 洪聿 (6/16)

	 	 陳杏雪 (6/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0)	 周峻暐 (6/20)	 鍾鎮陽 (6/20)	 林子容 (6/30)	 周峻暐 (6/30)	 李盈賢 (6/30)	 郭晉豪 (6/30)

	 	 鍾淑芳 (6/7)	 曾麗君 (6/7)	 盧濟明 (6/8)	 江學瀅 (6/20)	 鐘美玲 (6/20)	 簡文通 (6/20)	 簡麗姑 (6/20)	 劉淑惠 (6/26)	 鄭凱翔 (6/25)

	 	 黃瀞黎 (6/23)	 林龍鈺 (6/23)	 陳佳柔 (6/22)	 周志遠 (6/22)	 江偉晟 (6/18)	 卓一鳴 (6/17)	 傅于洳 (6/17)	 林栴緦 (6/28)	 黃士寧 (6/27)

	 	 黎彥鴻 (6/26)	 燕妮 (6/15)	 善心人士 (6/15)	陳慧嫺 (6/14)	 程裕權 (6/14)	 翁瑄憶 (6/14)	 胡彭準 (6/21)	 洪紹美 (6/21)	 謝舉泉 (6/21)

	 	 尹俐文 (6/30)	 陳忻言 (6/30)	 劉春秀 (6/30)	 方淑芬 (6/16)	 陳秋蓁 (6/30)	 黃秀雲 (6/16)	 張宇璿 (6/30)	 楊安庭 (6/16)	 柯若妍 (6/30)

	 	 陳若蘋 (6/30)	 江瑞芝 (6/30)	 周畇奇 (6/30)	 銀宥淇 (6/30)	 黃麗蓉 (6/30)	 黃劉美 (6/30)	 黃麗鈴 (6/30)	 陳慧珊 (6/30)	 鄒宇松 (6/30)

	 	 唐培恩	(6/30)	 唐詩涵 (6/30)	 蔡淑茹 (6/30)	 陳品宏 (6/30)	 戴家琦 (6/30)	 王子宜 (6/18)	 蔡聖麒 (6/18)	 彭增陵	林淑珍 (6/18)

	 	 簡大閎	簡大盛	簡伯育	簡唯霓	簡孝安 (6/18)	 傅玉寶 (6/18)	 鮑麗英 (6/18)	 蔡草木 (6/18)	 彭秀明 (6/17)	 陳律嘉 (6/17)	 郭俊宏 (6/17)

	 	 林孟珍	莊嫚雯	莊靖雯	莊新昌 (6/18)	 陳映羽 (6/17)	 曾瑀涵 (6/30)	 柳冠羽 (6/17)	 胡再秋 (6/21)	 黃莉彥 (6/30)	 陳珉 (6/30)

	 	 趙哲逸 (6/30)	 王心佳 (6/30)	 陳毓宣	張國樑 (6/30)	 黃碧霞 (6/30)	 許日桂 (6/30)	 梁瑜芮 (6/30)	 李百齡 (6/30)	 陳宥勳 (6/30)

	 	 張耀中 (6/30)	 林美智 (6/30)	 劉瑞珍 (6/30)	 王文雄 (6/30)	 曾兆訢 (6/30)	 葉國暉 (6/30)	 李錫智 (6/30)	 呂姿瑩 (6/30)	 徐慧穎 (6/30)

	 	 卓哲安 (6/17)	 陳嬿茹 (6/17)	 大家愛心 (6/17)	茹毅紅 (6/17)	 劉淳華 (6/17)	 吳櫻花 (6/17)	 善心人士 (6/17)	賴姵璇 (6/30)	 劉淳吟 (6/30)

	 	 張睿允 (6/30)	 邱于庭 (6/21)	 劉和瑞 (6/21)	 嚴仟喻 (6/30)	 黃宥惟 (6/29)	 高禎莉 (6/29)	 馬若慧	卓金彩	周文康	周文娟 (6/18)

	 	 李朝暉 (6/18)	 鄭翠琴 (6/21)	 簡玉屏 (6/21)	 陳世猛 (6/21)	 余立萬 (6/21)	 陳玉女 (6/22)	 黃英傑 (6/22)	 黃蕾 (6/22)	 柳欣怡 (6/22)

	 	 陳春良 (6/22)	 黃媛淑 (6/22)	 王潔 (6/22)	 陳續元 (6/23)	 黃穆岑 (6/22)	 黃志澄 (6/22)	 蔡汶諺 (6/22)	 童國誠 (6/21)	 李美莉 (6/21)

	 	 莊麗惠 (6/21)	 周長平 (6/21)	 汪正雄 (6/8)	 蔡富美 (6/8)	 鄭文義 (6/8)	 陳建達 (6/9)	 蕭傑敏 (6/9)	 吳銘釋 (6/9)	 林憲仁 (6/9)

	 	 黃昌川 (6/9)	 蘇秀里 (6/20)	 鍾政緯	黃羽溱 (6/20)	 余瑞梅 (6/20)	 黃柏綱 (6/9)	 廖清俊 (6/21)	 羅嘉寧 (6/21)	 楊兆平 (6/21)

	 	 陳秋茹 (6/21)	 林瓊華 (6/21)	 劉宜榛 (6/21)	 蘇淑英 (6/21)	 吳心硯	(6/21)	 吳心畫 (6/21)	 黃傳叡 (6/21)	 陳秀洳 (6/21)	 謝忠謀 (6/21)

	 	 蘇士詠 (6/21)	 殷子倫 (6/21)	 鍾瀚滬 (6/21)	 賴婕庭 (6/21)	 謝芊驊 (6/21)	 侯嘉穎 (6/21)	 邱重嘉 (6/21)	 林素雯 (6/21)	 張皓宇 (6/21)

	 	 王振哲 (6/21)	 王振益	(6/21)	 吳純瑛 (6/21)	 許詠涵 (6/21)	 林孟潔 (6/21)	 陳陞泓 (6/21)	 陳彥斌 (6/21)	 鄭楀澄 (6/21)	 唐慧珍 (6/21)

	 	 廖敏辰 (6/21)	 易威廷 (6/21)	 蔡也好 (6/8)	 李雪紅 (6/9)	 李亞諭 (6/9)	 黃建勇 (6/9)	 黎煥輝 (6/9)	 黃淑為 (6/24)	 蔡宏祥 (6/24)

	 	 吳建璜 (6/24)	 李淑蘭 (6/24)	 江隆昇 (6/24)	 鄒開鑄 (6/24)	 蘇立菁 (6/24)	 劉俊亨 (6/24)	 林瓊汝 (6/24)	 黃慶平 (6/11)	 蕭伊雯 (6/11)

	 	 吳淵源 (6/11)	 黃定申 (6/11)	 黃水永 (6/11)	 羅春鸞 (6/11)	 黃定中 (6/11)	 李文富 (6/11)	 虞邦心 (6/24)	 王玲 (6/24)	 林佩燁 (6/24)

	 	 胡信哲 (6/24)	 吳思宇 (6/24)	 林貫翔 (6/10)	 林佑陞 (6/10)	 賴嘉偉 (6/11)	 林為煜 (6/10)	 林瓊君 (6/10)	 張雪紅 (6/10)	 廖千秋 (6/10)

	 	 周真如 (6/12)	 林永庭 (6/11)	 吳宥廷 (6/11)	 歡歡 (6/10)	 林祺博 (6/8)	 莊諭璇 (6/8)	 蔡菀玳 (6/7)	 陳慧嫺 (6/7)	 程裕權 (6/7)

	 	 吳少杰 (6/6)	 李昆穎 (6/4)	 陽明空軍 (6/4)	 謝忠融 (6/4)	 李清江 (6/4)	 郭育廷 (6/4)	 鄭旭翔 (6/3)	 阿水瓜 (6/3)	 張峰濬 (6/3)

	 	 翁瑄憶 (6/3)	 吳恩丞 (6/2)	 陳宛茹 (6/2)	 郭烟玉 (6/1)	 黃英培 (6/22)	 李春雄	周碧惠 (6/23)	 周淑惠 (6/24)	 許淑慧 (6/24)

	 	 呂宗育 (6/24)	 王仕得 (6/24)	 王東三 (6/24)	 黎煥堂 (6/24)	 顏麗敏 (6/24)	 陳永添 (6/24)	 李信毅 (6/24)	 張惠敏	張文聰 (6/30)

	 	 何湘文 (6/25)	 陳又肇 (6/24)	 梁蓉沛 (6/23)	 石振輝 (6/25)	 高菁敏 (6/25)	 任重	刁鵬	任立 (6/25)	 蘇家弘 (6/28)	 沈奕良 (6/29)

	 	 林紫晴 (6/8)	 邱秉媛 (6/8)	 黃榮州 (6/26)	 莫益帆 (6/25)	 鄭安雅 (6/24)	 林小姐 (6/22)	 游嬿蓉 (6/27)	 智佳企業社 (6/15)

	 	 吳怡慧 (6/14)	 張瑋玲	張景翔 (6/30)	 萬太企業有限公司 (6/16)	 戴宏仲 (6/16)	 董佩怡 (6/30)	 江禹葳 (6/30)	 黃勝燦 (6/17)

	 	 陳榮宗 (6/17)	 李建民 (6/30)	 劉村發 (6/18)	 王喬鈺 (6/18)	 曾建勳 (6/18)	 吳孟涵 (6/17)	 陳麗珍 (6/21)	 江玟瑢 (6/21)	 鄧名珊 (6/30)

	 	 王凱芬 (6/30)	 黃佳瑛 (6/30)	 王歆絜 (6/18)	 吳麗文 (6/18)	 莊茜琦 (6/21)	 鄭寍予 (6/22)	 李瑀雯 (6/22)	 潘宗淵 (6/8)	 陳興德 (6/9)

	 	 王心瀚 (6/20)	 余南興 (6/21)	 廖施景 (6/21)	 林昱廷 (6/21)	 林昱嘉 (6/21)	 冠鼎工業有限公司 (6/21)	 周銘慶 (6/21)	 黃譯葶 (6/21)

	 	 鄒靖楠 (6/21)	 遠祥國際有限公司 (6/21)	 楊雪代 (6/8)	 許麗文 (6/8)	 楊佳麟 (6/9)	 賴映秀 (6/24)	 蘇微惠 (6/24)	 陳信瑋 (6/24)

	 	 善心人士 (6/9)	 李佳耘 (6/10)	 李奕楨	吳梅香	李岱勳	李岱峯 (6/10)	 傅登傳 (6/11)	 胡敏 (6/10)	 鄭仲恩 (6/10)	 賴宛君 (6/10)

	 	 善心人士 (6/8)	 蔡幸瑾 (6/3)	 夏錦瑞 (6/1)	 廖彗岑 (6/18)	 林美紅 (6/18)	 葉宸硯 (6/18)	 葉宸維 (6/18)	 藍彥杰 (6/23)	 張沛瀅 (6/22)

	 	 友展企業有限公司 (6/24)	 善心人士 (6/24)	林勝輝 (6/23)	 李勇達 (6/30)	 簡彩年 (6/25)	 葉美華 (6/28)	 鼎正有限公司 (6/28)

	 	 洪金來 (6/29)	 張含笑 (6/24)	 沈湘涼 (6/23)	 楊凱鈞 (6/29)	 李燦煌	李昱鋒 (6/29)	 馮雪真	李瑞盈 (6/29)	 許文銘 (6/22)

	 	 薛明玉 (6/22)	 葉秉孝 (6/18)	 甘雲霞 (6/25)	 陳瀅仁 (6/28)	 廖峻 (6/25)	 王千瑀 (6/28)	 陳麗霞 (6/28)	 護理科 5-5 輔英科大 (6/11)

	 	 邱俊郞 (6/9)	 溫千瑤 (6/8)	 楊政憲 (6/3)	 鄭道元 (6/1)	 楊賢泰 (6/29)	 趙麗麗 (6/29)	 杜苡瑄 (6/29)	 蘇立緯 (6/29)	 陳玉燕 (6/30)

	 	 張維珊 (6/30)	 洪上程 (6/30)

	 1,960	 黃國城 (6/2)

	 1,800	 吳新鈞 (6/2)	 台北市私立菁英幼兒園 (6/16)	 林小姐 (6/30)	 溫智翔 (6/21)

	 1,688	 廖峻威 (6/24)

	 1,605	 明道大學 21 級畢業生休保 4B(6/14)

	 1,600	 無名氏 (6/13)	 林英琴 (6/25)

	 1,550	 OKGO 捐款 (6/27)

	 1,500	 姜銀和 (6/15)	 友銘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6/2)	 吳家葳 (6/2)	 吳永清 (6/2)	 呂佩純	呂依璇	呂翊綺 (6/2)	 呂信君 (6/2)	 王承瑋 (6/2)

	 	 陳憲霆 (6/3)	 張軒綺 (6/16)	 菖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7)	 菖鴻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6/7)	 蘇玩伶 (6/4)	 楊于萱 (6/20)	 陳月英 (6/23)

	 	 吳祥祈 (6/23)	 陳月英 (6/23)	 范萬城 (6/23)	 兒癌 (6/24)	 黃昱程 (6/11)	 羅欽賢 (6/24)	 侯麗梅 (6/24)	 黃俊傑 (6/11)	 潘柔諭 (6/10)

	 	 大器聯合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統編 27524542(6/10)	 菖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6/1)	 李明易 (6/1)	 張庭萱 (6/10)	 孔姵心 (6/15)

	 	 何淑滿 (6/15)	 無名氏 (6/21)	 張佳惠 (6/24)	 房客 (6/18)	 吳雅萍 (6/30)	 連千惠	連宇璋	連建洲 (6/18)	 邱奕達	邱王哖	邱進任 (6/30)

	 	 菖源股份有限公司 (6/17)	 彭文芳 (6/21)	 享樂中壇元帥 (6/10)	 新莊代天府 (6/2)	 吳祥祈 (6/23)	 潘予棠 (6/16)

	 	 李善豪	周育榛	李為德 (6/25)	 李品慧 (6/5)

	 1,400	 OKGO 捐款 (6/21)

	 1,350	 OKGO 捐款 (6/24)

	 1,300	 黃國城 (6/3)	 黃國城 (6/6)	 劉夏欣 (6/10)

	 1,200	 楊迪華 (6/16)	 林貞君 (6/7)	 林巧雯 (6/24)	 OKGO 捐款 (6/3)	 韓寶珠	趙芯誼	趙于薇	趙翊筑	趙明龍	趙馥儒 (6/11)

	 	 林杏林 (6/24)	 郭南君 (6/15)	 郭進欽 (6/15)	 蘇怡玲 (6/15)	 郭亭佑 (6/15)	 陳超明	黃秀珠	陳炳勳	陳致睿 (6/16)	 邵貴子 (6/15)

	 	 姚昱伶 (6/10)	 盧霽千 (6/10)	 羅國基 (6/10)	 鄒年恩	賴瑞蓮	鄒永隆	鄒鳳蘭	黃俊瑋 (6/1)	 陳怡如 (6/28)	 朱駿帟 (6/27)	 陳冠勳 (6/15)

	 	 許文翰 (6/18)	 郭振山 (6/21)	 劉國平 (6/9)	 曾仁德 (6/9)	 劉奇叡 (6/9)	 劉詹秀枝 (6/9)	 劉興臺 (6/9)	 許嘉琳 (6/9)	 王士鴻 (6/11)

	 	 謝玉華 (6/28)	 蔣維鴻 (6/11)	 黃香筑 (6/4)	 張郁翎 (6/30)	 林智豊 (6/30)	 趙蓉蓉 (6/30)

	 1,150	 郭山河等 10 人 (6/8)

	 1,121	 第 50 屆 905 班	( 弘道國中 )(6/23)

	 1,100	 楊曾宇 (6/1)	 蘇楷仁 (6/29)	 董惠如 (6/20)	 徐逢甫 (6/26)	 朱姿瀅 (6/24)

	 1,020	 劉洺賢 (6/23)

	 1,015	 潘德旗 (6/11)	 蔡苾珞 (6/7)

	 1,010	 張綺恩	張中昱 (6/15)	 張中昱 (6/15)

	 1,005	 林珮縈 (6/4)	 黃浡綜 (6/4)	 黃湘婷 (6/4)	 黃榆涵 (6/4)

	 1,000	 黃子馨 (6/2)	 倪庭恩 (6/2)	 林享億 (6/2)	 倪正杰 (6/2)	 詹益能 (6/2)	 李璦均 (6/2)	 李日農 (6/2)	 劉俞旻 (6/2)	 張盈甄 (6/2)

	 	 潘明慧 (6/2)	 鄭芝昀 (6/2)	 柯凱文 (6/2)	 紀銘祥 (6/2)	 張素秋 (6/2)	 陳雪青 (6/2)	 謝惠珍 (6/2)	 朱美惠 (6/2)	 蔡超塵 (6/2)

	 	 陳志維 (6/2)	 古文銘 (6/2)	 陳昭菁	(6/2)	 顏維志 (6/2)	 李淑蓉 (6/2)	 莊桂惠 (6/2)	 葉上菁 (6/2)	 林芳至 (6/2)	 林淵欽 (6/2)

	 	 張鈞維 (6/2)	 李明昌 (6/2)	 陳盈州 (6/2)	 張淑儀 (6/2)	 蘇怡頤 (6/2)	 陳博武 (6/3)	 賴卉溱 (6/3)	 蘇美綺 (6/2)	 方文波 (6/2)

	 	 劉柏敏 (6/15)	 簡慈怡 (6/15)	 胡秀萍 (6/15)	 陳怡安 (6/15)	 陳燕芳 (6/15)	 吳慶隆 (6/15)	 江元宏 (6/15)	 簡忠盛 (6/15)	 陳俊仰 (6/15)

	 	 柯炳松 (6/15)	 歐陽儀 (6/15)	 無名氏 (6/15)	 無名氏 (6/15)	 無名氏 (6/15)	 高毅民 (6/15)	 錢鴻明 (6/15)	 吳林蓀 (6/15)	 陳媚綺 (6/15)

	 	 鄭泳浵 (6/15)	 林淑惠 (6/15)	 林欣歡 (6/15)	 張隆洲 (6/15)	 陳韋汝 (6/15)	 陳吳宗 (6/2)	 陳玟妤 (6/2)	 楊婉平 (6/2)	 張凱毓 (6/2)

	 	 高長慶 (6/2)	 方淑芬 (6/2)	 盛貿藝品有限公司 (6/2)	 曾安民 (6/2)	 陳達彥 (6/2)	 張永聖 (6/16)	 楊謹華 (6/2)	 劉淑真 (6/3)

	 	 劉柏陞 (6/3)	 林志良 (6/3)	 姜蕭燕桃 (6/3)	 田家瑄 (6/16)	 田乃云 (6/16)	 陳威銘 (6/16)	 許美喬 (6/2)	 高鈺軒	高鈺旂 (6/2)

	 	 林松柏 (6/2)	 陳玉珠 (6/2)	 無名氏 (6/1)	 龔怡夙 (6/2)	 陳徵平 (6/2)	 鄭色孟 (6/2)	 蘇雅琪 (6/2)	 謝玲玲 (6/16)	 李貴蓮 (6/16)

	 	 陳維憲 (6/16)	 黃晟硯 (6/16)	 洪淑瑩 (6/16)	 宋弘軒 (6/16)	 楊宏基 (6/16)	 曾兆慶 (6/16)	 黃麗秋 (6/16)	 蕭昭雄 (6/16)	 蔡馨儀 (6/16)

	 	 黃鈺婷	邱伊辰	邱聖翔	邱奕祺	孫錦堂 (6/16)	 黃浩耕 (6/16)	 高治圻 (6/16)	 江惠瑜 (6/16)	 孫永安 (6/16)	 徐福漂 (6/2)	 楊庭龢 (6/2)

	 	 林文鶯 (6/3)	 林哲弘 (6/3)	 劉日霖 (6/3)	 世貿海運承攬運送股份有限公司 (6/4)	 金大腳養生館 (6/4)	 鑫艷酒店 (6/4)

	 	 夏平 (6/4)	 許麗紅 (6/3)	 顏英菊 (6/4)	 金總酒店 (6/4)	 光偉塗裝機械有限公司 (6/3)	 黃麗芬 (6/18)	 高文賀 (6/17)	 鮑麗美 (6/17)

	 	 邱美惠 (6/4)	 無名氏 (6/17)	 世貿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 (6/4)	 莊詠甯 (6/4)	 陳溥楨 (6/7)	 劉白江	莊玉娥 (6/7)

	 	 陳高發 (6/7)	 劉淑芬 (6/7)	 陳廷寬 (6/7)	 范瑋庭 (6/7)	 吳美玲 (6/7)	 施義舜 (6/7)	 呂侑萱 (6/20)	 鄭姝羚 (6/20)	 張嘉珍 (6/20)

	 	 黃玉苹 (6/20)	 陳姵羚 (6/20)	 唐兆漢 (6/20)	 陳建成 (6/20)	 劉俊芬 (6/20)	 劉惠滿 (6/20)	 游玉敦 (6/20)	 洪曉珊 (6/20)	 林佩芬 (6/23)

	 	 陳玉慧 (6/24)	 邱莉惠 (6/24)	 陳淑芬 (6/24)	 蕭璽彧 (6/30)	 石崇佑 (6/13)	 許文婕 (6/6)	 張進芳 (6/6)	 黃玉鳳 (6/25)	 江韻如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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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6/01~2021/06/30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6/01~2021/06/30

	 	 賴玉婷 (6/16)	 楊銘昭	(6/16)	 李品琪 (6/16)	 湯儒彥 (6/16)	 潘國柱 (6/16)	 周宥慧 (6/16)	 鄭又祥 (6/16)	 黃國慶 (6/16)	 蔡雅恩 (6/16)

	 	 林禹瀞 (6/16)	 黃淑惠 (6/16)	 洪慧敏 (6/2)	 林書億 (6/3)	 蔡麗蘭 (6/2)	 鄒文妍 (6/2)	 王健貴 (6/3)	 王修筠	王修珩 (6/3)

	 	 楊凱閔 (6/4)	 任君勝企業有限公司 (6/2)	 昱銓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6/3)	 范姜親美 (6/4)	 楊凱閔 (6/4)	 林峻寬 (6/4)	 曲妍璇 (6/4)

	 	 許麗君 (6/4)	 周佾廷 (6/4)	 林宏融 (6/4)	 鄭安婷 (6/18)	 施淑月 (6/18)	 蔡淑奇 (6/17)	 鍾治蘇 (6/4)	 葉人豪 (6/7)	 吳宗翰 (6/7)

	 	 葉人瑋 (6/7)	 黃俊穎 (6/7)	 黃韋碩 (6/7)	 李子成 (6/7)	 吳華宗 (6/4)	 劉士加 (6/7)	 林子祐	林子亮 (6/7)	 黃秉豐 (6/7)

	 	 林龍賢	林素秋 (6/7)	 涂莉婷 (6/7)	 蔡秉舜 (6/7)	 蕭潤祺 (6/20)	 黃姸心 (6/20)	 洪祖喨 (6/20)	 李佩珊 (6/20)	 施金賢 (6/20)

	 	 翁慧鈴 (6/20)	 林麗芬 (6/20)	 楊清源 (6/20)	 楊菫華 (6/20)	 洪嘉苡 (6/20)	 錢彥蓁 (6/20)	 林旂賢 (6/20)	 郭沐桓 (6/20)	 李欣怡 (6/20)

	 	 李皓鈞 (6/20)	 廖紫婷 (6/20)	 梁彩燕 (6/20)	 戴淑惠 (6/20)	 彭光華 (6/23)	 陳春津	陳盈君	陳宏傑	陳維婷 (6/23)	 黃名瑞 (6/23)

	 	 張軒誠 (6/23)	 梁容禎 (6/23)	 隨喜福慧 (6/23)	王映方 (6/24)	 善心人士 (6/30)	薛富騰 (6/24)	 曾永政 (6/24)	 李佳翰 (6/22)	 善心人士 (6/23)

	 	 邱聖珉 (6/24)	 張簡利婷 (6/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4)	 蕭維倫 (6/28)	 陳櫻嘉 (6/28)	 黃彼得 (6/20)

	 	 李柔蒂 (6/13)	 楊鈺玲 (6/13)	 劉芮慈 (6/13)	 劉佳政 (6/6)	 古益成 (6/6)	 陳澎璇 (6/24)	 陳志宏 (6/24)	 林彥辰 (6/24)	 陳信威 (6/24)

	 	 沈莉媛 (6/10)	 陳聖文 (6/11)	 張淑惠 (6/11)	 巫宥慈 (6/24)	 高群報關有限公司 (6/24)	 匿名捐款 (6/12)	張家華 (6/10)	 陳秉沅 (6/11)

	 	 張倫戩 (6/24)	 吳建彤 (6/24)	 吳芊妤 (6/24)	 王永哉 (6/24)	 林妍姿 (6/24)	 張新龍 (6/24)	 鄒秋錦 (6/24)	 莊凱茵 (6/24)	 陳健字 (6/24)

	 	 黃馨諄 (6/24)	 陳和慶 (6/24)	 林怡欣 (6/24)	 王麒祐 (6/24)	 李芝芸 (6/24)	 陳瀚元 (6/24)	 林陳美惠 (6/24)	王淑惠 (6/24)	 林劉來葉 (6/24)

	 	 邱文沖 (6/24)	 曾旭平 (6/24)	 曾千芬 (6/24)	 游煥霓 (6/24)	 黃哲錦 (6/24)	 蔡玲娟	(6/24)	 蔡立言 (6/24)	 林筱臻 (6/24)	 古恬禎 (6/24)

	 	 許智涵 (6/24)	 蔣振華 (6/24)	 麥凱傑 (6/24)	 莊惠如 (6/24)	 劉倫欣 (6/24)	 陳品靜 (6/24)	 張雅鳳 (6/24)	 朱瑞月	(6/24)	 高淵清 (6/24)

	 	 黎惠玲	(6/24)	 湯泰山 (6/24)	 湯懿庭 (6/24)	 湯懿安 (6/24)	 陳建慶	周淑儀	陳清晏	陳琬瑜 (6/24)	 楊雅茜 (6/24)	 趙彤筠 (6/10)

	 	 李維甯 (6/10)	 黃士權 (6/15)	 王吟方 (6/15)	 蔡英玟 (6/10)	 劉子豪 (6/10)	 張庭瑋 (6/10)	 王偉禎 (6/11)	 周永清 (6/11)	 沈子合 (6/11)

	 	 無名氏 (6/26)	 盧致佑 (6/11)	 蕭岳聰 (6/11)	 陳美月 (6/28)	 李盈諭 (6/28)	 吳祥福 (6/28)	 無名氏 (6/28)	 潘杏昀 (6/2)	 許瓊玟 (6/2)

	 	 郭智軒 (6/2)	 洪瑱齋 (6/2)	 張歆苡 (6/2)	 呂神柱 (6/2)	 簡君倫 (6/2)	 楊菀甄 (6/2)	 劉美琪 (6/2)	 黃韋嘉 (6/2)	 葉素余 (6/2)

	 	 陳柏安 (6/2)	 陳桂緣 (6/2)	 李菲菲 (6/2)	 宏展通訊行(6/2) 陳忠佑 (6/2)	 高健誠 (6/2)	 顏志蕙 (6/2)	 陳麗英 (6/2)	 陳淑薇 (6/2)

	 	 林志奇 (6/6)	 陳季鎂 (6/11)	 陳天祐 (6/15)	 林說花 (6/15)	 何雪珍 (6/15)	 施瑞展 (6/15)	 胡妤蓁 (6/15)	 徐銘澤 (6/16)	 邱靖富 (6/16)

	 	 政昌汽修廠	葉奕甫 (6/16)	 葉奕鴻 (6/16)	 劉燕萍 (6/16)	 張進益 (6/16)	 林于恭	林于絹	林于敬	陳萮薪 (6/15)	 黃國益 (6/15)

	 	 張孟宗 (6/15)	 陳淑櫻 (6/17)	 新時代人力派遣有限公司 (6/30)	葉國祥 (6/30)	 余國忠 (6/29)	 許怡芳 (6/29)	 李秀月 (6/29)	 林弘智 (6/29)

	 	 蔡東和 (6/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7)	 善心人士 (6/1)	 李冠廷 (6/10)	 李冠德 (6/10)	 楊于嫺 (6/10)

	 	 高亦萱	張耕輔	張語岑 (6/10)	 林心筠 (6/10)	 韓璧雲 (6/10)	 陳蕙珍 (6/10)	 汪祐任 (6/10)	 王政惟 (6/10)	 謝宜軒 (6/10)	 謝沅哲 (6/10)

	 	 黃翠芳 (6/10)	 黃昱仁 (6/10)	 王昭旺 (6/10)	 王示是吟 (6/10)	郭芬玲 (6/10)	 林姝羽 (6/10)	 游珍菁 (6/10)	 謝政育 (6/10)	 盧垠城 (6/10)

	 	 陳月嬌 (6/10)	 林映君 (6/10)	 李佳珍 (6/10)	 謝憶惠 (6/10)	 陳維中 (6/10)	 陳林澤 (6/10)	 楊思倫 (6/10)	 許淑綺 (6/10)	 鄭雅文 (6/10)

	 	 張瑞文 (6/10)	 張秀娟 (6/10)	 王辛翠 (6/10)	 楊惟智 (6/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1)	 賴漢聲 (6/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7)	 洪德美 (6/1)	 林祐民 (6/1)	 藍若慈 (6/1)	 游銘棟 (6/1)	 許玉珠 (6/1)

	 	 詹德界	張玉紗	詹國瑞	詹士慶	詹文婷 (6/1)	 黃麒鎮 (6/1)	 陳亭吟 (6/15)	 李蕙萍 (6/11)	 陳月華 (6/10)	 梁素香 (6/15)	 曾敏智 (6/15)

	 	 傅丰筠 (6/15)	 伍惠琳 (6/13)	 蘇榆鈞 (6/12)	 無名氏 (6/12)	 顧英珍 (6/1)	 卲仲平 (6/1)	 卲芝穎 (6/1)	 鄧慈慧 (6/1)	 葉德圓 (6/1)

	 	 蔡昕澐 (6/15)	 無名氏 ( 共用 )(6/15)	 鄧東杰 (6/7)	 顏苡庭 (6/14)	 卲麒維 (6/1)	 陳碧霞 (6/1)	 吳慶隆 (6/15)	 洪瑋蔆 (6/15)

	 	 許馨予 (6/15)	 洪萩美 (6/15)	 黃唯甯 (6/15)	 林吳玲香 (6/1)	 陳永儒 (6/1)	 黃菀瑜 (6/15)	 張庭嘉 (6/1)	 蔡櫻桃 (6/1)	 侯宗熙 (6/1)

	 	 柯虹伶 (6/15)	 陳偉杰 (6/1)	 謝有貴 (6/1)	 善心人士 (6/1)	 陳思瑋 (6/7)	 張錦超 (6/4)	 張婷婷 (6/8)	 李東哲 (6/10)	 楊淳米 (6/10)

	 	 沈軒 (6/10)	 賴冠廷 (6/8)	 蕭羽秀 (6/10)	 蕭亦汝 (6/10)	 林美伶 (6/10)	 趙美惠 (6/10)	 楊芷琁	楊允瑭 (6/10)	 魏聖洲 (6/10)

	 	 林玉梅 (6/10)	 郭又誠 (6/10)	 洪王燕如 (6/10)	陳奎彰 (6/10)	 林素瑱 (6/10)	 李婕妘 (6/10)	 許葆晴 (6/10)	 陳保穎 (6/10)	 黃金藏 (6/10)

	 	 莊孟育 (6/1)	 高詩惟 (6/16)	 陳佳彥 (6/16)	 高振傑 (6/16)	 高詩雅 (6/16)	 陳佳綺 (6/16)	 曾怡欣 (6/15)	 賴立偉 (6/15)	 邱毓芳 (6/15)

	 	 蘇敏慧 (6/15)	 李佳慧 (6/16)	 林小玉 (6/16)	 潘麗雅 (6/16)	 黃翠萍 (6/16)	 李秋冬 (6/16)	 林家禾 (6/16)	 陳宗銓 (6/16)	 陳雋安 (6/16)

	 	 李依玲 (6/16)	 羅貞玲 (6/16)	 陳正隆 (6/16)	 郭式雄 (6/16)	 朱國良 (6/16)	 蘇麗珍 (6/16)	 吳淑玉 (6/16)	 曾姿玉 (6/16)	 無名氏 (6/15)

	 	 藍亞庭 (6/16)	 無名氏 (6/15)	 林心筠 (6/15)	 李宇豪 (6/15)	 曾芷柔 (6/15)	 許文貞 (6/15)	 游永德 (6/15)	 金寶珠 (6/15)	 無名氏 (6/15)

	 	 王耀昇 (6/15)	 張凌芝 (6/15)	 倪金蓁 (6/15)	 王瑋琳 (6/15)	 吳素寬 (6/15)	 劉千翡 (6/15)	 陳晴惠 (6/15)	 林科瑋 (6/15)	 廖麗華 (6/15)

	 	 無名氏 (6/15)	 黃馨儀 (6/15)	 傅玉燕 (6/15)	 邱榮澄 (6/15)	 陳桂美 (6/15)	 楊志仁 (6/15)	 無名氏 (6/15)	 鄭朱惠文 (6/15)	孫晨沂 (6/15)

	 	 劉珮璋 / 李淑韻 / 李淑瀛 / 劉肇昀 (6/15)	 陳畇蓁 (6/15)	 廖禾豐 (6/15)	 蔡逢原 (6/15)	 呂佳玲 (6/15)	 黃妍綾 (6/15)	 曾睿偉 (6/15)

	 	 張維真 (6/15)	 曾俊豪 (6/19)	 何書名 (6/19)	 吳銀鳳 (6/19)	 廖文志 (6/19)	 陳世嘉 (6/17)	 吳桂玉 (6/16)	 宋昆瑾 (6/16)	 陳泯靜 (6/17)

	 	 楊芷妡 (6/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	 許瑞龍 (6/30)	 魏秀容 (6/30)	 施勝偉 (6/30)	 吳青芳 (6/29)

	 	 鄧宏義 (6/7)	 顏朝發 (6/7)	 紀華妮 (6/7)	 胡素貞 (6/7)	 關中穎 (6/7)	 賴奕彰 (6/7)	 黃芯珮	黃芯薇 (6/7)	 葉昱婷 (6/7)

	 	 楊雯惠 (6/7)	 莊沛縈 (6/7)	 莊建庭 (6/7)	 黃廷緯 (6/7)	 林寶珠 (6/7)	 無名氏 (6/8)	 游興隆 (6/8)	 林忠信 (6/8)	 蔡欣妤 (6/17)

	 	 翁瑋雯 (6/17)	 游亞詩 (6/8)	 游凌軒 (6/8)	 游竣逵 (6/8)	 曾英彥	曾韋皓	曾仁志	曾紹哲 (6/8)	 林祐鮮 (6/8)	 孫暟紷 (6/8)

	 	 陳遠昌 (6/8)	 趙素娟 (6/20)	 翁禎言 (6/20)	 莊仁政 (6/20)	 莊文忠 (6/20)	 黃建鈞 (6/20)	 林春燕 (6/20)	 陳宛妤 (6/20)	 陳立銘 (6/28)

	 	 陳延彰 (6/27)	 鐘湧竣 (6/27)	 李先生 (6/26)	 黃倩猗 (6/26)	 王映人 (6/26)	 黃怡惠 (6/26)	 趙奕寰 (6/24)	 蕭惠華 (6/23)	 陳禹亦 (6/23)

	 	 羅湘棱 (6/23)	 呂宜珊 (6/23)	 洪倫雅 (6/23)	 黃金鈺 (6/23)	 陳鈺齡 (6/22)	 趙奕涵 (6/22)	 黃懿巧 (6/22)	 高雄小港林清和 (6/18)

	 	 陳胡仙 (6/17)	 羅中庸 (6/17)	 楊佳慧 (6/16)	 黃暐婷 (6/16)	 阮婉菁 (6/28)	 秦先生 (6/27)	 carol(6/16)	 倪世諭 (6/16)	 廖偉傑 (6/16)

	 	 鄭淑心 (6/15)	 吳美妍 (6/15)	 張庭綺 (6/14)	 尤又賢 (6/16)	 陳忠桂	張簡秀月 (6/18)	 林雅敏	蔡典元	蔡克培	蔡克梵 (6/30)

	 	 李焌瑛 (6/30)	 黃源福 (6/16)	 王妙真 (6/30)	 李依潔 (6/30)	 王智勇	王柏翔 (6/30)	 劉國偉 (6/30)	 賴采俞 (6/30)	 朱杏花 (6/30)

	 	 魏玉宏 (6/30)	 徐筱涵 (6/30)	 林巧敏 (6/30)	 黃琮勝 (6/30)	 張琇涵 (6/30)	 楊淮 (6/30)	 劉志雄 (6/30)	 張麗美 (6/30)	 周碧霞 (6/30)

	 	 柯瑋宸 (6/30)	 陳爾杰 (6/30)	 林啟祥 (6/30)	 詹景惠 (6/30)	 林靜怡 (6/30)	 周茂松 (6/17)	 盧朝傳 (6/17)	 黃靖恩 (6/30)	 顏秀蓉 (6/30)

	 	 簡楷哲	簡楷倫	簡廷穎	簡茂松	翁淑惠 (6/17)	 許文怡 (6/30)	 張黛珊 (6/30)	 陳昭宜 (6/17)	 呂欣	呂佳 (6/18)	 林冠亨 (6/18)

	 	 賴予晴 (6/18)	 楊碧玉 (6/18)	 趙永崴 (6/30)	 巫穎翰 (6/18)	 郭羽庭 (6/17)	 林錦慧 (6/30)	 陳俊廷 (6/17)	 吳泓治 (6/30)	 葉姿君 (6/30)

	 	 陳桂子 (6/29)	 龍德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6/25)	 甜甜圈幼兒園 (6/29)	 呂水芬 (6/22)	 周哲瑋 (6/20)	 盟將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6/19)

	 	 陳俊諺 (6/18)	 林昆芳 (6/18)	 林宸義 (6/15)	 李培金	李林依金 (6/25)	 羅明揚 (6/25)	 陳水金 (6/25)	 陳泰宇 (6/28)	 詹淑幸 (6/25)

	 	 李春味 (6/26)	 洪秉成 (6/15)	 陳進興 (6/14)	 黃彥彰 (6/12)	 李佩瑜 (6/12)	 郭宜雯 (6/11)	 吳永承 (6/11)	 何美蓮 (6/10)	 謝宗銘 (6/10)

	 	 興仁國小四年一班 (6/9)	 鄭梅芳 (6/8)	 劉逸宏 (6/8)	 何明彥 (6/8)	 蔡承翰 (6/6)	 王俊傑 (6/6)	 陳福榮 (6/5)	 潘俊傑 (6/3)

	 	 林妍蓁 (6/2)	 顏陳秋令 (6/1)	 簡燿弘 (6/1)	 陳秋臨 (6/1)	 林孟奇 (6/1)	 陳思孝 (6/1)	 邱敬琁 (6/26)	 張瑞朋 (6/28)	 許竣傑 (6/28)

	 	 蔡淑雲 (6/28)	 賴俊卿 (6/28)	 蘇瑞結 (6/28)	 黎心慈	蔡昆諺 (6/30)	 黎高興	黎儀萱 (6/30)	 孫積儀 (6/30)	 王仁煌 (6/30)

	 	 陳淑真 (6/30)	 汪志明 (6/30)	 曾麗君 (6/30)

	 990	 黃武永 (6/30)

	 900	 張品慈 (6/7)	 OKGO 捐款 (6/18)	 戴禎怡 (6/16)	 OKGO 捐款 (6/5)	 OKGO 捐款 (6/26)	 楊國賓 (6/1)

	 	 林家樂 (6/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5)	 黃俊偉 (6/17)	 洪志雄 (6/17)	 江莉娜 (6/9)	 周雅琳 (6/9)	 林良宇 (6/29)	 劉耀駿 (6/30)

	 888	 陳映涵 (6/15)	 陳映瑄 (6/15)	 林照貴 (6/15)

	 850	 OKGO 捐款 (6/20)

	 800	 王逸嫻 (6/16)	 蔡淑真 (6/16)	 陳晏汝 (6/4)	 OKGO 捐款 (6/13)	 李訓謙 (6/29)	 林姵瑩 (6/13)	 林怡君 (6/24)	 劉東慶 (6/24)

	 	 許蘇雪悅 (6/16)	許家弘 (6/16)	 許維倫 (6/17)	 OKGO 捐款 (6/8)	 蘇政泓 (6/10)	 黃群凱 (6/10)	 陳哲憲 (6/10)	 陳慧珠 (6/1)

	 	 鄭美如 (6/10)	 蔡淑隆 (6/10)	 高豪志 (6/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1)	 林保仁 (6/20)	 張怡清 (6/17)	 許芳男 (6/16)	 蔣若涵 (6/24)

	 	 金晴有限公司 (6/24)	 善心人士 (6/10)	宋明慧 (6/24)	 陳思理 (6/25)	 陳柏亨 (6/28)	 柯良玉 (6/2)	 蘇品少 (6/30)	 張紹庸 (6/30)

	 750	 陳澄霞 (6/21)	 林宗模 (6/21)

	 721	 吳堉帆 (6/16)

	 706	 陳俊諺 (6/4)

	 700	 江宜梅 (6/2)	 廖姻斐 (6/2)	 陳君涵 (6/20)	 OKGO 捐款 (6/25)	 OKGO 捐款 (6/19)	 張綉春 (6/2)	 洪綺鴻 (6/15)

	 	 OKGO 捐款 (6/23)	 許庭維 (6/17)	 小魚兒服飾	鄭雅芳 (6/21)	 黃義盛 (6/8)	 張清泉	褚麗卿 (6/8)	 吳政為 (6/8)

	 	 李國彰 (6/30)

	 660	 周秉濂 (6/20)	 周承葦 (6/20)

	 600	 謝佳妤 (6/2)	 葉耿華 (6/2)	 盧茗蓁 (6/2)	 白昇永	施淑芬	白育慈	白芳瑜 (6/2)	 江毅生 (6/2)	 黎恩睿	黎恩廷	黎宥希 (6/15)

	 	 陳澤愷 (6/15)	 吳美連 (6/16)	 林勳爵 (6/16)	 陳銀英 (6/16)	 曹馨心 (6/16)	 蔡宜珊 (6/3)	 白華幼	黃煌釧 (6/3)	 何佳樺 (6/4)

	 	 周寶賢 (6/3)	 莊涵雯 (6/20)	 陳美婷 (6/23)	 溫麗華 (6/23)	 吳家豪 (6/23)	 葉蓓蓁 (6/23)	 吳家豪 (6/23)	 OKGO 捐款 (6/9)

	 	 OKGO 捐款 (6/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1)	 張詠淳	黃慧玉 (6/5)	 林濬智 (6/25)	 范菁崧 (6/9)	 蔡依雯	(6/24)

	 	 林煌	林鄭靜瑞	林萬水 (6/10)	 吳禹潔 (6/24)	 蔡函諭 (6/24)	 馮岑岑	鄭啓東 (6/24)	 吳身潤 (6/24)	 黃瑞菊 (6/24)	 黃國輝 (6/24)

	 	 李慧貞 (6/24)	 許安其 (6/24)	 蘇國維 (6/24)	 姚委武 (6/10)	 邱柏銘 (6/11)	 張維真 (6/2)	 廖宸毅 (6/2)	 OKGO 捐款 (6/6)

	 	 周家佑 (6/29)	 金秉翰 (6/29)	 蘇郁婷 (6/29)	 王顥諭 (6/28)	 李期陽 (6/10)	 陳梅雪 (6/10)	 李奕德 (6/10)	 黃怡馨 (6/10)	 儲玉媛 (6/10)

	 	 楊淑媛 (6/10)	 吳欣曈 (6/10)	 黃禹霏 (6/10)	 吳淑靜 (6/10)	 佘芮蓁 (6/10)	 正鑫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6/10)	 胡妤蓁 (6/1)	 張芷瑄 (6/1)

	 	 呂欣泰 (6/1)	 郭鎮岳 (6/1)	 郭文發 (6/15)	 無名氏 (6/1)	 王惠民 (6/1)	 林郁軒 (6/10)	 鄭雅君 (6/10)	 張玉明	(6/10)	 李慧敏 (6/16)

	 	 簡溢宏 (6/15)	 善心人士 (6/8)	 吳啟鈴 (6/15)	 謝明憲 (6/15)	 陳子平 (6/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8)	 呂奕穎 (6/8)	 楊捷安 (6/26)

	 	 台中南陽國小 608 全體學生 (6/24)	 許嚴夫 (6/17)	 吳瓊郡 (6/17)	 李美仁 (6/26)	 柯博軒 (6/30)	 蔡語彤 (6/30)	 劉欣潔 (6/30)

	 	 王哲雄 (6/30)	 陳奇聰 (6/30)	 江宜庭 (6/18)	 郭于涵 (6/17)	 林添盛	李寶雪 (6/18)	 謝春美 (6/21)	 陳俞妏 (6/21)	 沈柔佑 (6/8)

	 	 施夙芬	郭昱岑 (6/20)	 王淑靜 (6/20)	 林麗珍 (6/21)	 曾嘉祥 (6/8)	 陳瑞玉 (6/24)	 善心人士 (6/17)	張佩真 (6/10)	 林廣茂 (6/12)

	 	 陳睬縈 (6/10)	 洪明甫 (6/4)	 婆康瑪 (6/3)	 王禹棠 (6/3)	 葉蓓蓁 (6/23)	 郭家維 (6/24)	 兒癌基金會 (6/30)	 夏莉淇 (6/28)

	 	 彭湘凌 (6/29)	 黃致榕 (6/29)	 楊弘達	楊巧如	殷偉宏 (6/15)	 Ivon	Ma(6/15)	 徐琦淓 (6/15)	 陳雅玲 (6/25)	 羅秀珍 (6/28)	 廖金梅 (6/15)

	 	 曾裕祺 (6/14)	 鄭智尹 (6/12)	 謝昀汝 (6/10)	 謝佳軒 (6/10)	 陳玟靜 (6/5)	 李瑾玟 / 李豐旭 (6/3)	 黃偉倫 (6/1)

	 560	 吳昱萱 (6/30)

	 555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6/24)

	 521	 李宇雯 (6/22)

	 520	 簡苡釩 (6/2)	 洪子晴 (6/10)	 康鑫五金公司 (6/17)

	 511	 張哲瀚 (6/1)

	 508	 鄞秉松 (6/23)

	 500	 慧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6/2)	 李子晴 (6/2)	 黃雅菁 (6/2)	 劉穎儒 (6/2)	 吳譿軒 (6/2)	 李曼駖 (6/2)	 李曜廷 (6/2)	 陳逸君 (6/2)

	 	 王俊凱 (6/2)	 汪嘉琪 (6/2)	 陳睿茂 (6/2)	 鄭永吉 (6/2)	 陳信秀 (6/2)	 廖婉喻 (6/2)	 莊璧霞 (6/2)	 黃秀姬 (6/2)	 金煜恩 (6/2)

	 	 黃莉玲 (6/2)	 黃湘婷 (6/2)	 呂振榮 (6/2)	 顏守駿 (6/2)	 蔡宗明 (6/2)	 吳淑敏 (6/2)	 陳志勇 (6/2)	 葉明珠 (6/2)	 彭天榮 (6/2)

	 	 李麗玉 (6/2)	 林福海 (6/2)	 林志學 (6/2)	 林志鴻 (6/2)	 陳意文 (6/2)	 楊文凱 (6/2)	 王得中	(6/2)	 王郁雯 (6/2)	 王郁茜 (6/2)

	 	 蔡儀勳 (6/2)	 蔡儀潔 (6/2)	 馮岑岑 (6/4)	 羅文昱 (6/1)	 陳建志 (6/2)	 張凱綸 (6/15)	 陳思翰 (6/15)	 李允婕 (6/15)	 李堉伸 (6/15)

	 	 鄭佩怡 (6/15)	 林莉萍 (6/15)	 無名氏 (6/15)	 蔡濬謙 (6/15)	 蔡濬澤 (6/15)	 蔡政峯 (6/15)	 吳姿穎 (6/15)	 詹淑華 (6/15)	 無名氏 (6/15)

	 	 余欣宸 (6/15)	 張哲維 (6/15)	 黃炳憲 (6/15)	 劉淑寧 (6/15)	 翁文俊 (6/15)	 蔡孟蓉 (6/15)	 黃春景 (6/15)	 江昕儒 (6/15)	 劉哲宇 (6/15)

	 	 許采妤 (6/15)	 王博勳和王柏霖 (6/15)	 左煒憶 (6/15)	 王泰翔 (6/15)	 陳睿茂 (6/15)	 陸冠瑋 (6/15)	 吳劍進 (6/1)	 陳世恩 (6/2)

	 	 陳亭安 (6/2)	 林亞築 (6/2)	 陳金精	蕭國賀	蕭宏宇	蕭加珈	蕭瑩螢	許倍瑜	蕭愃樂	蕭可璇	李宸豪 (6/2)	 王清棋 (6/2)	 林彩翎 (6/2)

	 	 葉啟斌 (6/2)	 紀耀宗 (6/2)	 柯宏偉 (6/2)	 林秀燕 (6/2)	 蕭雪如 (6/2)	 張家禎 (6/2)	 陳樂沁 (6/16)	 善心人士 (6/9)	 紀美踧 (6/2)

	 	 高樹山 (6/2)	 陳幸足 (6/16)	 游福英 (6/16)	 陳章輝 (6/16)	 陳君肇 (6/16)	 郎亞玲 (6/16)	 林佑寯 (6/16)	 黃雅祺 (6/16)	 善心人士 (6/8)

	 	 涂宇霖 (6/8)	 紀翠華 (6/2)	 古仁順 (6/2)	 無名氏 (6/1)	 王晨珮 (6/2)	 汪麗娟 (6/2)	 朱馮佑 (6/2)	 楊嘉齊 (6/2)	 林子嘉 (6/2)

	 	 林駿典 (6/2)	 鄭幸宜 (6/2)	 鄭喬芳 (6/2)	 簡華霖 (6/2)	 高炳凱 (6/2)	 任艷君 (6/2)	 黃宏達 (6/16)	 鄭莉芸 (6/16)	 盧奕辰 (6/16)

	 	 莊佳穎 (6/16)	 洪正昌 (6/16)	 蔡馨儀 (6/16)	 陳勁宇 (6/16)	 陳博元 (6/16)	 陳諺 (6/16)	 林睿勝 (6/16)	 康錦綉 (6/16)	 黎秀妍 (6/16)	

50 51

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6/01~2021/06/30

	 	 吳侑樺 (6/30)	 吳文平 (6/30)	 梅元光 (6/30)	 郭以婷 (6/30)	 陳怡嘉 (6/30)	 李書丞 (6/30)	 陳琡云 (6/30)	 呂詩婷 (6/30)	 郭秋美 (6/30)

	 	 廖昱叡 (6/30)	 趙怡如 (6/30)	 胡德寬 (6/30)	 洪銘傳 (6/30)	 吳艾琳 (6/17)	 詹達明 (6/30)	 陳月嬌 (6/30)	 徐思穎 (6/30)	 張偉德 (6/21)

	 	 劉欣怡 (6/21)	 張富美 (6/21)	 吳亞臻 (6/21)	 林孟嫻 (6/21)	 張永萱 (6/22)	 陳羅彩雲	陳靜文	陳炏明	陳逸樺	陳星儀 (6/21)	 呂亦凡 (6/21)

	 	 林瑋嫻 (6/22)	 黃汶霞 (6/21)	 王咏雪 (6/21)	 張寶珠 (6/20)	 李旭晃 (6/23)	 無名氏 (6/22)	 璞園藝術坊 (6/22)	 劉勳國 (6/8)

	 	 許素香 (6/8)	 游博丞 (6/8)	 賴奕廷 (6/8)	 鍾步興 (6/9)	 無名氏 (6/8)	 汪婉蘋 (6/9)	 鄭金婷 (6/8)	 倪睿妤 (6/9)	 倪崧恩 (6/9)

	 	 高琦姝 (6/9)	 林芳瑜 (6/9)	 邱理甄 (6/20)	 莊惠雯 (6/20)	 林盈媺 (6/20)	 林毅誠 (6/20)	 鍾忻彤 (6/8)	 許瑞文 (6/8)	 李文華 (6/8)

	 	 蔡昇勳 (6/21)	 邱宗瑋 (6/21)	 徐毅宸 (6/21)	 陳秋香 (6/21)	 張君亦 (6/21)	 楊友香 (6/21)	 張志安	黃意惠	張郁慈	張筠汝	張佑民 (6/21)

	 	 林銘宏 (6/21)	 陳祐祥 (6/21)	 張維蓁 (6/21)	 林郭月 (6/21)	 楊蕎伊 (6/21)	 楊淑安 (6/21)	 周宗頡 (6/21)	 方華生 (6/21)	 李宥蓁 (6/21)

	 	 張晁阜 (6/21)	 王彥博 (6/21)	 蔡雅琳 (6/21)	 王玥媛 (6/21)	 劉孟杰 (6/21)	 何佳怡 (6/21)	 曾聖媛 (6/21)	 夏雲霞 (6/8)	 游雅芳 (6/8)

	 	 劉育珍 (6/8)	 陳哲仁 (6/8)	 王錦松 (6/8)	 許堯卿 (6/8)	 王慶財 (6/8)	 鍾杰軒 (6/9)	 鍾孟潔 (6/9)	 林欽泉 (6/9)	 楊錦喜 (6/9)

	 	 紀彣欣 (6/9)	 林哲綸 (6/9)	 陳俊宇 (6/9)	 林秀絹 (6/9)	 葉建邦 (6/24)	 莊育聖 (6/24)	 陳祈勳 (6/24)	 陳金英 (6/24)	 魏宗崙 (6/24)

	 	 吳美金 (6/24)	 黃麗蕙 (6/10)	 張庭宇 (6/10)	 陳宥帆 (6/11)	 宋浩淵 (6/24)	 張春蘭 (6/24)	 張柏松 (6/24)	 梁靜安 (6/24)	 梁乃文 (6/24)

	 	 施欽閔 (6/24)	 趙貫廷 (6/10)	 趙齊昂 (6/10)	 善心人士 (6/17)	陳帟綸 (6/24)	 李奕其 (6/10)	 蕭柏凱 (6/10)	 劉俊民 (6/10)	 禹文婕 (6/12)

	 	 曾建雄 (6/11)	 徐孟瑋 (6/10)	 鄭孟峰 (6/10)	 陳瑞杰 (6/10)	 李維紘 (6/10)	 ben(6/10)	 戴勇平 (6/10)	 鄭昀昀 (6/8)	 林書玄 (6/7)

	 	 戴荺庭 (6/7)	 林苔禎 (6/7)	 林紫筠 (6/5)	 詹祐豪 (6/5)	 彭士庭 (6/5)	 王俊憲 (6/4)	 詹富傑 (6/3)	 善心人士 (6/3)	 曾國閔 (6/2)

	 	 李承恩 (6/2)	 林家興 (6/2)	 黃千千 (6/2)	 蔡昌曄 (6/2)	 鄭茜妮 (6/2)	 許呈展 (6/2)	 黃士安 (6/1)	 林俊儒 (6/1)	 王昱翔 (6/1)

	 	 陳麗緞 (6/22)	 許偉儀 (6/24)	 楊燁 (6/24)	 王思云 (6/24)	 王文慧 (6/24)	 許美惠 (6/24)	 林欣穎 (6/23)	 柯孟妏 (6/24)	 黃梅貞 (6/24)

	 	 王椒珍 (6/24)	 溫憲堂 (6/24)	 吳維翔 (6/24)	 陳玟伶 (6/23)	 善心人士 (6/21)	楊雅如 (6/28)	 善心人士 (6/30)	朱虔儀 (6/28)	 賴奕彰 (6/29)

	 	 李有連 (6/29)	 陳佳雯 (6/29)	 陳坤源 (6/29)	 江淑珍 (6/29)	 胡詩嫈 (6/29)	 吳明節 (6/26)	 陳俐菡 (6/25)	 鄭詠之 (6/25)	 施予捷 (6/23)

	 	 吳福泉 (6/26)	 黃湘勻 (6/22)	 葉佳平 (6/22)	 楊蕙禎 (6/22)	 王心慈 (6/19)	 張育誠 (6/19)	 游濬宏 (6/16)	 李豐宇 (6/15)	 潘保源 (6/15)

	 	 林明樹 (6/15)	 林重義 (6/15)	 張嘉琦 (6/15)	 廖英智 (6/25)	 林文雄 (6/25)	 丁田欣 (6/25)	 陳敬云 (6/25)	 吳華宗 (6/28)	 沈啟文 (6/28)

	 	 魏良頴 (6/15)	 黃柏閔 (6/15)	 陳瑞欣 (6/14)	 蔡有仁 (6/13)	 劉林添 (6/13)	 葉凱桀 (6/13)	 柯誌曜 (6/11)	 林育丞 (6/11)	 林美蘭 (6/11)

	 	 林美蘭 (6/11)	 陳文忠 (6/11)	 謝奕安 (6/10)	 伍國識 (6/10)	 葉冠宏 (6/10)	 陳乙溱 (6/7)	 蘇崧全 (6/5)	 曾冠樺 (6/4)	 蘇郁智 (6/2)

	 	 吳峻宇	吳鴻模	郁姿 (6/2)	 周金德 (6/26)	 許新昌 (6/26)	 無名氏 (6/29)	 陳立翰 (6/29)	 楊瓊雅 (6/29)	 侯宗熙 (6/29)	 曹立中 (6/29)

	 	 曾傳明 (6/29)	 游銘棟 (6/29)	 郭輝陽 (6/30)	 郭石坤 (6/30)	 王葦伶 (6/30)	 楊和基 (6/30)	 林祐鮮 (6/30)	 楊趙美香 (6/30)	陳律嘉 (6/30)

	 	 張凱晟	張純瑄 (6/30)	 龔金顧 (6/30)	 郭秀梅 (6/30)	 陳念慈	陳雨涵 (6/30)	 陳映羽 (6/30)	 楊子乂 (6/30)	 曾凡恩 (6/30)

	 499	 陳威光 (6/3)	 陳翰廷 (6/3)

	 470	 王昱翔 (6/16)

	 416	 高宥縈 (6/16)

	 410	 施育憲 (6/22)

	 400	 劉振貴	孫月桃	劉家穎	劉睿豐 (6/2)	 潘樹凰 (6/1)	 黃凱靖	黃凱羚 (6/2)	 林妮嬅	楊秉豪	楊建霖	楊雅琳 (6/16)

	 	 李子安	李健治 (6/3)	 戴智子	林瑞哲 (6/7)	 吳明璋 (6/24)	 OKGO 捐款 (6/1)	 OKGO 捐款 (6/29)

	 	 OKGO 捐款 (6/30)	 善心人士 (6/25)	黃俊盛 (6/24)	 王瑜 (6/24)	 許敬忠 (6/2)	 黃麗燕 (6/2)	 紀良育 (6/15)	 紀龍年 (6/15)

	 	 鄧學梅	林瑄珮	周塏庭	周麟瑋 (6/16)	 紀佩汾 (6/15)	 謝孟煒	瓦薩納 (6/30)	 楊世民	楊承翰	楊采于	鄭夙玲 (6/10)

	 	 無名氏 ( 共用 )(6/15)	 陳彥伶 (6/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5)	 陳一誠 (6/7)	 劉龍珠 (6/8)	 翁玉樺 (6/8)	 周郁卿 (6/27)

	 	 清水高中 302(6/24)	 陳芝蓮	陳敬文 (6/17)	 李枝祝 (6/18)	 翁玉靜 (6/8)	 翁進添 (6/8)	 周玉雲 (6/8)	 曾承惠 (6/11)

	 	 陳瑞宗 (6/24)	 鐘玉娟 (6/24)	 黃麗霞 (6/24)	 鄭晴云 (6/22)	 陳郡倫 (6/22)	 楊中文 (6/19)	 李美紅 (6/28)	 邁卿允 (6/2)

	 375	 施育憲 (6/20)

	 360	 陳秀琳 (6/16)

	 350	 楊美棻 (6/2)	 陳玨瑞 (6/21)	 林宥竹 (6/7)	 李協晉 (6/15)	 陳俞瑾 (6/21)	 溫惠燕 (6/21)	 陳奕霏 (6/21)

	 338	 施育憲 (6/16)

	 333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6/24)	 吳霈鋗 (6/10)

	 323	 施育憲 (6/13)

	 315	 游秋敏 (6/2)

	 301	 施育憲 (6/29)

	 300	 胡嘉俊 (6/2)	 趙俞芳 (6/2)	 郭金玉 (6/2)	 謝昀橙 (6/2)	 謝禾軒 (6/2)	 施宥歆 (6/2)	 蔡睿璟 (6/2)	 謝育臻 (6/2)	 陳又菱 (6/2)

	 	 簡佑丞 (6/15)	 吳翊寧 (6/15)	 方子瑜 (6/15)	 方馨榆 (6/15)	 方龍偉 (6/15)	 郭又菁 (6/15)	 陳美鳳 (6/15)	 蔡慧姿 (6/15)	 李品誼 (6/15)

	 	 李淑雯 (6/15)	 莊昭賢 (6/2)	 姜玉蓮 (6/2)	 徐婕麗 (6/16)	 徐子晴 (6/16)	 徐丞皜 (6/16)	 王端勇 (6/2)	 王春桃 (6/16)	 張嘉文 (6/16)

	 	 葉紓妘 (6/16)	 張弘毅 (6/16)	 周定澤 (6/16)	 余昌勳 (6/16)	 葉恩愷 (6/16)	 黃世昌 (6/16)	 林于靖 (6/16)	 吳基全 (6/16)	 林謙佑 (6/16)

	 	 李素秋 (6/16)	 李緯吟 (6/16)	 林采儀 (6/16)	 温誌群 (6/16)	 郭美英 (6/16)	 鄭宥熏 (6/16)	 鄭雅文 (6/16)	 小飛象	手作 (6/3)

	 	 陳柏憲 (6/3)	 孫益僑 (6/4)	 曲妤庭 (6/4)	 鄒佾恩 (6/4)	 唐文斌 (6/4)	 侯秉科 (6/4)	 林鈺庭 (6/4)	 陳子祥 (6/3)	 倪惠軒 (6/4)

	 	 林晉宇 (6/7)	 鄒旻珊 (6/4)	 林重佑 (6/7)	 陳保林 (6/7)	 馬萬青 (6/20)	 顏秀芬 (6/20)	 張小芬 (6/20)	 陳柏蓉 (6/20)	 楊祺生 (6/20)

	 	 楊采婕 (6/20)	 楊莞筠 (6/20)	 許家逢 (6/20)	 許詠程 (6/20)	 曾玉雯 (6/20)	 林金鳳 (6/23)	 吳麗芬 (6/23)	 王震傑 (6/24)	 王文良 (6/24)

	 	 OKGO 捐款 (6/12)	 OKGO 捐款 (6/15)	 蘇姿卉 (6/24)	 吳宥甄 (6/24)	 善心人士 (6/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2)

	 	 謝智凱 (6/28)	 無雨庭 (6/21)	 游筱筑 (6/20)	 林宣	我愛鹿港小鎮 (6/13)	 黃春鳳 (6/13)	 張凱傑 (6/5)	 善心人士 (6/15)	古聖瑋 (6/20)

	 	 施阿淑 (6/10)	 謝金菊 (6/24)	 陳立群	郭幸如	陳紫瑜 (6/24)	 黃奕勤 (6/24)	 陳怡臻 (6/24)	 黃品頤 (6/24)	 黃品恩 (6/24)	 張晉榮 (6/24)

	 	 善心人士 (6/24)	尤雅玲 (6/24)	 李怡婷 (6/24)	 王裕超 (6/24)	 李立帆 (6/24)	 鄭惟庭 (6/24)	 湯和喜 (6/24)	 劉莉莉 (6/24)	 楊信桂 (6/24)

	 	 郭奕瓊	宋沛帆 (6/24)	 楊信桂 (6/24)	 施淑芬 (6/24)	 黃芃甄 (6/24)	 李澤翔 (6/24)	 趙順強 (6/10)	 林銘松	林翊心 (6/15)

	 	 善心人士 (6/17)	廖志家 (6/26)	 陳姿文 (6/2)	 陳沛歆 (6/2)	 陳偉俊 (6/2)	 孫旻穗 (6/2)	 葉子嘉 (6/2)	 葉俊廷 (6/2)	 章玲琪 (6/2)

	 	 吳品樺 (6/2)	 高毓婷 (6/2)	 陳國課 (6/2)	 蕭羽珊	蕭偉倫 (6/1)	 郭金蓮 (6/15)	 宋肇文	宋肇恩 (6/11)	 羅紋慈 (6/11)

	 	 杜文霞 (6/11)	 杜文霞 (6/11)	 林泓志	陳宛玲	林晨宇 (6/16)	 鍾珉睿 (6/16)	 林山林 (6/15)	 鍾新添 (6/16)	 何東昇 (6/30)	 李柏霆 (6/30)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6/01~2021/06/30

	 	 林嘉菁 (6/30)	 張雅雯 (6/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6)	 陳世欽 (6/10)

	 	 温灝騰 (6/10)	 張可妡 (6/10)	 詹鳳美 (6/10)	 白佩玉 (6/10)	 吳華銳 (6/10)	 賴建行 (6/10)	 陳嘉妮 (6/10)	 王婷柔 (6/10)	 鄭琇霞 (6/10)

	 	 安後得 (6/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8)	 無名氏 (6/11)	 呂奇恩 (6/15)	 李嘉娜 (6/15)	 菰玉雲 (6/15)

	 	 無名氏 (6/15)	 無名氏 (6/15)	 陳聖鑫 (6/1)	 梁聖亞 (6/10)	 古文進 (6/10)	 王重明 (6/10)	 鍾家貽 (6/10)	 廖惠萱 (6/10)	 黃怡庭 (6/10)

	 	 曾文佐 (6/10)	 陳源榮 (6/1)	 王魯發	洪妙玲	王佳心 (6/16)	 林金鳳 (6/1)	 楊承翰 (6/1)	 黃羿惠 (6/16)	 林珈妙 (6/16)	 范煜明 (6/16)

	 	 呂坤城	呂佩玲	楊瑤玲 (6/1)	 陳美雪 (6/1)	 育大林工坊 (6/1)	 曾慧愉 (6/1)	 袁三梅 (6/1)	 姜麗幸 (6/16)	 許皎慧 (6/15)

	 	 每月兒癌捐款 (6/8)	 賴羿錦 (6/15)	 何恩 (6/15)	 何戎 (6/15)	 黃鈺惠 (6/15)	 魏崧宏 (6/15)	 魏沛汝 (6/15)	 蔡丞勛 (6/15)

	 	 黃淑鈴 (6/15)	 黃千玳 (6/15)	 我愛鹿港小鎮	林宣 (6/19)	 羅易崧 (6/17)	 張毓娸 (6/17)	 莊玉允 (6/17)	 廖愷恩 (6/17)	 林于甄 (6/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4)	 李文哲 (6/20)	 黃燕源	黃顗達	黃勝玉 (6/5)	 蕭信良 (6/7)	 陳顏腰 (6/7)

	 	 溫俊賢 (6/7)	 簡石庚 (6/20)	 戚鼎榮 (6/7)	 無名氏 (6/7)	 林彥廷 (6/7)	 俞雲 (6/8)	 何彥勳 (6/8)	 馬星妤 (6/20)	 林淑華 (6/20)

	 	 徐琬婷 (6/27)	 王怡蘋 (6/27)	 戴晉得 (6/25)	 陳美如 (6/24)	 楊芷妡 (6/24)	 林佳諭 (6/23)	 林軒宇 (6/23)	 林郁珊 (6/22)	 黃靕 (6/22)

	 	 傅瓊瑢 (6/22)	 林佩玲 (6/19)	 黃春鳴 (6/18)	 張芸熏 (6/17)	 李嘉惠 (6/17)	 許心浚 (6/17)	 李威龍 (6/27)	 施瑋哲 (6/27)	 張祐姳 (6/27)

	 	 張宏裕 (6/15)	 鍾佩綾 (6/16)	 何遂裕 (6/30)	 馬志賢 (6/16)	 張喬茵 (6/30)	 嚴智馨 (6/30)	 黃健銘 (6/30)	 程怡婷 (6/30)	 余秉芮 (6/30)

	 	 崔立潔 (6/30)	 簡麗鳳 (6/30)	 蔡孟娟 (6/30)	 陳禹潔 (6/17)	 吳淑芬 (6/30)	 吳志隆 (6/30)	 顏文忠 (6/30)	 鄭淇庭 (6/30)	 賴怡蓉 (6/30)

	 	 周毓滿 (6/18)	 葉軒甫	葉晏廷 (6/18)	 陳萱倚 (6/30)	 陳莉穎 (6/30)	 吳信樟 (6/30)	 陳柏融 (6/30)	 高宜姍 (6/30)	 吳政翰 (6/30)

	 	 劉美嬌 (6/30)	 曾碧姿 (6/30)	 曹國榮 (6/30)	 黃珮雯 (6/30)	 翁書傑 (6/30)	 郭江月娥 (6/30)	劉高志 (6/30)	 吳沛璇 (6/21)	 陳和源 (6/22)

	 	 蘇桂滿 (6/22)	 蕭長沛 (6/22)	 王寶英 (6/21)	 林志南 (6/21)	 楊碧珠 (6/8)	 蕭仲庭 (6/20)	 蕭仲庭 (6/20)	 柯文朱 (6/20)	 蕭靖澂 (6/20)

	 	 馮惠娩 (6/20)	 張騰元 (6/9)	 楊舒媛 (6/21)	 程怡華 (6/21)	 徐振唐 (6/21)	 徐崇凱 (6/21)	 周忠富 (6/21)	 周椿騰 (6/21)	 陳盈朱 (6/21)

	 	 陳慧頤 (6/21)	 邱美雪 (6/21)	 謝丞皓 (6/21)	 林燦宇 (6/21)	 閻秋燕 (6/8)	 陳鋒蒔 (6/8)	 張家華	張家甄	張家郡 (6/8)	 吳永舒 (6/9)

	 	 吳亮吟 (6/24)	 卓金星 (6/24)	 施桂樟	李玉翠 (6/9)	 潘瑩憶 (6/24)	 鄭玉琦 (6/24)	 林順 (6/24)	 陳泓甫 (6/24)	 駱秉序 (6/24)

	 	 高睿晨 (6/24)	 歐陽雅玲 (6/24)	陳良演 (6/24)	 李先居 (6/24)	 善心人士 (6/17)	林麗琴 (6/10)	 高月霞 (6/10)	 曲幼蓁 (6/10)	 黃柏翔 (6/12)

	 	 郭雲宣 (6/12)	 林威佐 (6/12)	 張靜江 (6/12)	 廖軒禾 (6/10)	 陳科羽 (6/10)	 施權哲 (6/9)	 倪旭昇 (6/8)	 王怡蘋 (6/7)	 鄭善謙 (6/7)

	 	 姚佐旻 (6/6)	 邱美緣 (6/5)	 曾亭婷 (6/3)	 郭清銓 (6/1)	 潘松緯 (6/1)	 鄭華文 (6/22)	 蘇冠丞 (6/24)	 林佑憲 (6/24)	 黃舜娥 (6/24)

	 	 林大椿 (6/23)	 鍾蕎歆 (6/22)	 李居宗 (6/22)	 孫顏慧玲 (6/21)	朱文清 (6/20)	 楊澔昕 (6/15)	 台北西園郵局 (6/28)	 陳宏慈 (6/28)

	 	 劉月鳳 (6/28)	 郭岳峯 (6/14)	 彭俊傑 (6/13)	 庸鳳 (6/11)	 劉育豪 (6/9)	 林惠瑛 (6/9)	 孫蔚 (6/8)	 張文偉 (6/7)	 蘇珮誼 (6/5)

	 	 蔡怡玲 (6/3)	 蔡紫綺 (6/2)	 劉彥琳 (6/26)	 邱鋒俊 (6/28)	 張子宸 (6/28)	 魏永吉 (6/28)	 高育筑 (6/29)	 陳源榮 (6/30)	 陳怡樺 (6/29)

	 	 王秀禎 (6/30)	 蕭建華 (6/30)	 江阿寶 (6/30)	 永光汽車用品商行 (6/30)	 陳雅萍 (6/30)	 陳聖鑫 (6/30)

	 277	 許珮格 (6/24)

	 272	 亞路有限公司 (6/25)

	 268	 黃雅淳 (6/14)

	 261	 高鴻銘 (6/8)

	 260	 高天輝 (6/8)	 高瑜君 (6/8)	 高于凱 (6/8)	 黃檍璿 (6/8)

	 257	 施育憲 (6/9)

	 250	 涂良憲 (6/2)	 梁傢鳳 (6/2)	 呂浩維 (6/16)	 陳佩萱 (6/3)	 楊書凱 (6/3)	 陳育琮 (6/24)	 李豐昌 (6/24)	 張美蘭 (6/10)	 蔡錫坤 (6/10)

	 	 李美杏 (6/16)	 陳隆佑 (6/16)	 楊嬿鈴 (6/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0)	 魏曉梅 (6/1)	 黃添修 (6/1)	 陳韋翰 (6/7)	 陳維霖 (6/25)

	 	 王怡蘋 (6/23)	 劉念薰 (6/17)	 陳淑姿陳采婕 (6/16)	 王怡蘋 (6/16)	 廖謙文 (6/17)	 羅金有 (6/17)	 鄭維雄 (6/15)	 羅瓊麗 (6/17)

	 	 廖玉文 (6/17)	 陳仲齊 (6/19)	 陳昱興 (6/19)	 廖永鉅 (6/17)	 羅邱金妹 (6/17)	蔡宗旻 (6/30)	 蔡妍儀 (6/30)	 林敬傑 (6/21)	 林金玲 (6/9)

	 	 林家歆 (6/9)	 廖怡雅 (6/4)	 鴒鴛 (6/10)	 李慧亭 (6/30)

	 236	 嘉實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6/10)

	 222	 蘇文芊 (6/16)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6/24)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6/24)

	 220	 無名氏 ( 共用 )(6/15)	 蔡喻瓊 (6/19)

	 212	 施育憲 (6/9)

	 200	 許雅華 (6/2)	 蔡宜秀 (6/2)	 何撒拉 (6/2)	 何榮賜 (6/2)	 蔡銘達 (6/1)	 洪瑩真 (6/15)	 謝佳蓉 (6/15)	 無名氏 (6/15)	 周葦綺 (6/15)

	 	 楊晏萍 (6/15)	 黃馨誼 (6/15)	 吳承徽 (6/15)	 蘇筱筑 (6/15)	 陳彥州 (6/15)	 陳彥霖 (6/15)	 連少紋 (6/15)	 徐梓洋 (6/15)	 郭金玉 (6/15)

	 	 楊關安 (6/1)	 曾俊冠 (6/16)	 張杜淳美 (6/2)	 張愷芳 (6/2)	 江科論 (6/2)	 曲淑芳 (6/2)	 吳亭儀	楊秉樺 (6/2)	 陳得君 (6/2)

	 	 許智傑 (6/2)	 李啟瑞 (6/2)	 張家愷 (6/2)	 陳國偉 (6/3)	 陳順茂 (6/3)	 蘇美珍 (6/3)	 林進星 (6/2)	 江冠勛 (6/2)	 魏永吉 (6/2)

	 	 黃宏焜 (6/2)	 陳玟晴 (6/3)	 陳禹穎 (6/3)	 蔡秀琴 (6/3)	 林其煜 (6/3)	 林其莉 (6/3)	 善心人士 (6/7)	 張國揚 (6/2)	 鄭財華 (6/2)

	 	 吳柏陞	楊宗憲 (6/2)	 吳慧燕 (6/2)	 洪油山 (6/2)	 黃薇傑 (6/16)	 邱文賢 (6/16)	 梁斐伊 (6/16)	 謝昀諺 (6/16)	 蕭少宏 (6/16)

	 	 湯湘華 (6/16)	 林立軒 (6/2)	 楊忻雅 (6/3)	 張愷芯 (6/2)	 陳柯秀美 (6/3)	 蕭語喬 (6/3)	 賴佑承 (6/4)	 賴佩怡 (6/4)	 陳昱澍 (6/4)

	 	 陳紀諳 (6/4)	 林守民 (6/3)	 賴佩佳 (6/4)	 胡天旗 (6/4)	 邱王寶月 (6/4)	 趙英卉 (6/4)	 林宛蓁 (6/4)	 朱秀貞	王維廷 (6/4)

	 	 連金輝	李阿葉 (6/3)	 程芳芝 (6/5)	 沈盈吉 (6/4)	 呂嬋娟 (6/4)	 謝鈞翔	羅麗珠 (6/5)	 謝炎農	謝宗錡	謝茹涵 (6/5)

	 	 楊聖德 (6/3)	 賴佩君 (6/4)	 邱王寶月 (6/4)	 黃美綾 (6/4)	 曲許秋引 (6/4)	 曲大中 (6/4)	 曲淑君 (6/4)	 許志瑋	吳亭儀 (6/4)

	 	 張少宏 (6/20)	 林玉茹 (6/20)	 郭長盛 (6/20)	 陳美蓮 (6/20)	 許淵宏 (6/20)	 周朱英梅 (6/20)	陳宥程 (6/20)	 鄒宗諺 (6/20)	 涂英惠 (6/20)

	 	 張凱崴 (6/20)	 謝喆宇 (6/20)	 侯燕昭 (6/20)	 侯品菁 (6/20)	 簡小雯 (6/23)	 蔡佩蓁 (6/24)	 呂明秀 (6/24)	 李炘諺 (6/24)	 劉乙萱 (6/24)

	 	 陳崴煬 (6/24)	 方世惠 (6/24)	 陳俊宏 (6/24)	 廖柏豪 (6/24)	 OKGO 捐款 (6/22)	 陳謙祐 (6/24)	 徐甄伶 (6/30)	 陳建洲 (6/24)

	 	 OKGO 捐款 (6/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4)	 楊斯涵 (6/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2)	 莊閔昌 (6/28)	 李育翔 (6/28)	 劉雅筑 (6/28)

	 	 王竑瑞 (6/21)	 高宜妗 (6/21)	 陳慧嫺 (6/21)	 汪敬培 (6/6)	 張友嘉 (6/6)	 洪俊傑 (6/25)	 蔡佳憓 (6/25)	 葉韋豪 (6/10)	 張有朋 (6/10)

	 	 張智泓 (6/10)	 陳麗淑 (6/10)	 李季蓉 (6/10)	 游明祥 (6/24)	 蕭毓玲 (6/10)	 蕭木榮 (6/10)	 蕭博豪 (6/10)	 蕭凱駿 (6/10)	 蕭睿廷 (6/10)

	 	 李賢德 (6/10)	 江怡慧 (6/24)	 周俞汎 (6/24)	 李采家 (6/24)	 吳雅惠 (6/24)	 田麗霞 (6/24)	 郭奕瓊	宋沛帆 (6/24)	 陳業儒 (6/24)

	 	 魏凰妃 (6/24)	 陳玉真 (6/24)	 朱恩廷 (6/24)	 朱清顯 (6/24)	 朱烈興 (6/24)	 林美惠 (6/10)	 吳宇君 (6/10)	 蕭睿辰 (6/10)	 張進慧 (6/10)

52 53

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6/01~2021/06/30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1/06/01~2021/06/30

	 	 李幸霖 (6/10)	 侯志賢 (6/10)	 葉韋廷 (6/10)	 梁菽茹 (6/10)	 林韋彤 (6/11)	 林宛靜 (6/11)	 鄭明勝 (6/11)	 陳沛涔 (6/2)	 江林碧桃 (6/2)

	 	 李淑玲 (6/2)	 張靜智 (6/2)	 林慧君 (6/2)	 戴春蘭 (6/2)	 沈明摑 (6/2)	 無名氏 (6/3)	 方琮彬 (6/15)	 黃璿霖 (6/15)	 陳靜美 (6/15)

	 	 吳葉 (6/15)	 張佳慈 (6/15)	 周金葉 (6/15)	 林佑聰 (6/11)	 李皓仟	小朋友 (6/11)	 尤秀蓮 (6/11)	 周佳樺 (6/11)	 蔡秀員 (6/16)

	 	 胡權耀 / 張惠筑 / 胡琍淇 / 胡妤亘 / 胡永吉 (6/24)	 張民錞 (6/16)	 鍾秋美 (6/16)	 陳畇棨	陳穎穎 (6/16)	 陳治國 (6/16)

	 	 郭達賢 (6/16)	 溫明忠	楊玉屏 (6/17)	 OKGO 捐款 (6/17)	 葉思文 (6/30)	 邱秀玲 (6/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6)	 幫助低收入者 (6/5)	 邱玉萍 (6/10)	 林煌期 (6/10)	 林昇諒 (6/10)	 林宥廷 (6/10)	 卓浩瑋 (6/10)

	 	 陳秀限 (6/10)	 楊蕙瑀 (6/10)	 林椀華 (6/10)	 邱金昌 (6/10)	 賴姵璇 (6/10)	 汪宗賢 (6/10)	 江芷琳 (6/10)	 汪知萱 (6/10)	 汪知霆 (6/10)

	 	 賴湘穎 (6/10)	 廖品淵 (6/10)	 廖云安 (6/10)	 郭冉純 (6/10)	 廖翌竣 (6/10)	 白昭容 (6/10)	 郭莉庭 (6/10)	 鄧宇皓 (6/10)	 鄧宇軒 (6/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1)	 顧啟輝 (6/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7)	 無名氏 ( 共用 )(6/15)	 謝依伶 (6/15)	 李寶文 (6/13)	 張閔媛 (6/12)	 蔡銘達 (6/12)	 詹唐威 (6/15)

	 	 張博俊 (6/15)	 王怡云 (6/15)	 賴秀禎 (6/15)	 李湘蓉 (6/15)	 李妍薰 (6/15)	 林德勝 (6/7)	 陳正紋 (6/15)	 曾慧婷 (6/15)	 陳仲侑 (6/15)

	 	 謝金蘭 (6/15)	 黃素貞 (6/1)	 吳縫三 (6/1)	 劉貞伶 (6/1)	 王孝瑀 (6/1)	 陳彥宇 (6/1)	 陳侑辰 (6/1)	 陳牧楷 (6/1)	 無名氏 (6/8)

	 	 賴靜瑜	林志南	林翰呈 (6/10)	 吳柏燁 (6/10)	 蔡卓錚 (6/10)	 曾慧貞 (6/10)	 王照雲 (6/10)	 盧宜利 (6/10)	 吳中方 (6/1)	 林兹榮 (6/1)

	 	 林泓毅 (6/16)	 廖文龍 (6/16)	 林靜美 (6/1)	 林曉君 (6/16)	 輯門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6/1)	 王勛怡 (6/15)	 郭明達 (6/15)

	 	 黃湘薇 (6/15)	 黃重輝 (6/15)	 無名氏 (6/15)	 陳芎羽 (6/15)	 林禀程 (6/15)	 潘美鳳 (6/15)	 莊宜璇 (6/15)	 陳宥伊 (6/15)	 鄭佳玲 (6/15)

	 	 張心雅 (6/15)	 葉迎熙 (6/15)	 莊以樂 (6/15)	 顏林沛瀠 (6/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6)	 洪凡凱 (6/19)	 陳梧蒼 (6/16)	 周永和 (6/16)

	 	 劉近嶽 (6/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8)	 林曆慧 (6/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3)	 呂雅卉 (6/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	 李詠慧 (6/30)	 李偵玉 (6/29)	 陳怡伶 (6/29)

	 	 陳慧菁 (6/7)	 吳育儒 (6/7)	 周秀蓁 (6/7)	 江世豪 (6/7)	 林倩儀 (6/8)	 陳裕承 (6/7)	 吳育耆 (6/7)	 吳佳瑼 (6/7)	 韓有綱 (6/7)

	 	 林曉青 (6/7)	 徐雅莉 (6/7)	 余旻珊 (6/21)	 潘芷薰 (6/17)	 葉楚涵 (6/8)	 許民瑄 (6/8)	 黃樂樂	福星小樂樂 (6/8)	 利聖輝 (6/20)

	 	 徐玟庭 (6/20)	 蔡啟聰 (6/20)	 徐瑋傑 (6/20)	 鄭惟天 (6/27)	 吳雯芯 (6/27)	 王奕惠 (6/27)	 陳凱琳 (6/25)	 陳靜芳 (6/24)	 鍾語珊 (6/23)

	 	 陳冠宏 (6/23)	 林佳慧 (6/23)	 葉忠豫 (6/23)	 王佩茹 (6/23)	 戴晉得 (6/22)	 林敬侑 (6/22)	 許承琳 (6/17)	 張堰翔 (6/17)	 賴沛潔 (6/17)

	 	 陳劉秀惠 (6/17)	謝星埨 (6/26)	 張純瑛 (6/25)	 李桂儀 (6/15)	 林夢如 (6/14)	 蔡玉靜 (6/14)	 陳慧嫺 (6/14)	 巫宗祐 (6/14)	 林玉玲 (6/14)

	 	 徐孟光 (6/15)	 洪素珠 (6/15)	 史濟能 (6/30)	 李佳惠 (6/16)	 張辰宇 (6/16)	 顏政倫 (6/30)	 許一峰 (6/30)	 蔡向懿 (6/30)	 洪佩珊 (6/30)

	 	 黃美媛 (6/30)	 王凌容 (6/30)	 紀泓維 (6/17)	 楊黃玉花 (6/18)	楊森帆 (6/18)	 黃筱涵 (6/18)	 呂嘉益 (6/19)	 方建福 (6/30)	 陳新妮 (6/30)

	 	 鄭雅玫 (6/30)	 劉杏枝 (6/30)	 連國閔 (6/30)	 卜建威 (6/30)	 郭秀玲 (6/30)	 張嘉霖 (6/30)	 李淑煖 (6/30)	 黃淳意 (6/30)	 劉佩儒 (6/30)

	 	 紀宥任 (6/17)	 張謹品 (6/30)	 賴琮棋 (6/21)	 蔡宣羽 (6/21)	 陸志遠 (6/21)	 林晉豪 (6/21)	 林文一 (6/21)	 林晉維 (6/21)	 賴彥君 (6/21)

	 	 柯美珠 (6/21)	 林順意 (6/8)	 林哲勤 (6/8)	 陳英華 (6/8)	 許丰蘅 (6/8)	 宋回祐 (6/8)	 黃楨琇 (6/8)	 張鈞哲 (6/20)	 吳俊杰 (6/20)

	 	 郭孟君 (6/20)	 郭孟真 (6/20)	 蔡永晟 (6/20)	 林燕 (6/20)	 黃楷元 (6/20)	 王郁芬 (6/20)	 張聖明 (6/20)	 許芊莎 (6/20)	 曾云柔 (6/20)

	 	 洪宥稜 (6/20)	 閻秋月 (6/8)	 簡建忠	楊素蘭 (6/9)	 李羿萱	李柏翰 (6/9)	 莫意柔 (6/9)	 沈文堅 (6/9)	 許峯瑞 (6/21)

	 	 邱淑菡 (6/21)	 林莉莎 (6/21)	 周宇祥 (6/21)	 黃建樺	蕭愛務 (6/21)	 王蓁儀 (6/21)	 李美瑤 (6/21)	 陳台彬 (6/21)	 唐美雲 (6/21)

	 	 廖羿囷 (6/21)	 周芷菥 (6/21)	 周如婉 (6/21)	 賴伊屏 (6/21)	 周雅鈴 (6/21)	 余儒滄 (6/8)	 葉安琦 (6/8)	 洪明財 (6/8)	 侯沛玲 (6/8)

	 	 周峯毅 (6/9)	 江慧萍	(6/24)	 許子豫 (6/24)	 許晏綾 (6/24)	 許秀蘭 (6/9)	 莫建宸 (6/9)	 李文忠	邱蕙萍 (6/9)	 李美玲 (6/9)

	 	 周俐妘 (6/24)	 鄧玉梅 (6/10)	 陳祥茗 (6/24)	 善心人士 (6/12)	巫碧珠 (6/10)	 侯冠佑 (6/10)	 侯宜彤 (6/10)	 魏秋江 (6/11)	 韓葦霓 (6/10)

	 	 農氏水 (6/10)	 劉雅筑 (6/9)	 何芃漪 (6/9)	 蘇一航 (6/8)	 余欣憲 (6/7)	 陳慧嫺 (6/7)	 洪文進 (6/6)	 陳品蓉 (6/6)	 許立志 (6/5)

	 	 陳冠宇 (6/4)	 李婕宜 (6/4)	 許承琳 (6/4)	 羅仕欽 (6/4)	 卓其賢 (6/4)	 許華軒 (6/3)	 林得利 (6/3)	 丁如馨 (6/3)	 李琬貞 (6/2)

	 	 劉榮昌 (6/2)	 李佩誼 (6/1)	 蘇柏綸蘇振輝劉面 (6/1)	 王嬿粧 (6/1)	 許喬勝 (6/17)	 鄭淑貞 (6/21)	 林錦坤 (6/22)	 陳禹豪 (6/24)

	 	 吳素赺 (6/24)	 劉玉華 (6/24)	 陳威誌 (6/24)	 顏仕睿 (6/25)	 林宥程 (6/25)	 李佳諭 (6/28)	 許家源 (6/25)	 林坤長 (6/23)	 潘松緯 (6/23)

	 	 林坤長 (6/21)	 顏嘉德 (6/16)	 呂雯玲 (6/25)	 蔡耀堂 (6/25)	 蔡佳燕 (6/25)	 程芳芝 (6/26)	 林函怡 (6/28)	 程芳芝 (6/14)	 李紫瑜 (6/14)

	 	 陳輝毓 (6/13)	 湯雅琴 (6/12)	 黃梓晴 (6/12)	 張雯婷 (6/11)	 呂姿瑩 (6/10)	 wow 娃娃機店 (6/10)	 綿籽著衣 (6/9)	 李偵玉 (6/8)

	 	 林進宇 (6/8)	 陳茶茶 (6/8)	 潘宏溢 (6/7)	 侯佩岑 (6/7)	 陳宥睿 (6/7)	 凌芳婷 (6/7)	 盧亮妤 (6/6)	 賴郁璇 (6/5)	 歐亭儀 (6/5)

	 	 呂惠蓉 (6/4)	 施育憲 (6/3)	 陳譓雯 (6/3)	 闕宏宇 (6/3)	 蔡奇宏 (6/3)	 陳茶茶 (6/3)	 賴奇易 (6/2)	 陳樂頤 (6/2)	 邱建華 (6/1)

	 	 莊智鈞 (6/28)	 伍冠樺 (6/30)	 張瑜軒 (6/29)	 蔡雅近 (6/30)	 張琼惠 (6/30)	 林俊廷	林文琳 (6/30)	 林子熙 (6/30)

	 168	 陳福昌 (6/10)	 楊喬卉 (6/14)

	 160	 詹凱翔 (6/9)

	 150	 林知亮 (6/15)	 林知妍 (6/15)	 吳孟蓁	蕭筑云	蕭晨卉 (6/3)	 蕭慶龍	黃雅真	吳巧雯 (6/3)	 邱俊宏 (6/21)	 張綜哲 (6/24)	 陳宥霖 (6/15)

	 	 陳宥綸 (6/15)	 陽麗君廖偉程廖楚津李志強廖雪吟廖小雀 (6/20)	戴昱欽 (6/21)	 戴浚洺 (6/21)	 林思妤 (6/24)	 林恩瑝 (6/24)	 賴家萱 (6/10)

	 	 羅吉華 (6/7)	 戴軒丞 (6/21)	 張世雄 (6/13)	 黃嘉慶 (6/7)

	 124	 李至偉 (6/22)

	 120	 沈明興 (6/10)

	 110	 李沛臻 (6/30)

	 109	 吳建生 (6/16)	 簡恬馨 (6/30)	 吳禹申 (6/30)

	 105	 施育憲 (6/23)

	 100	 張謹品 (6/2)	 洪啟景 (6/2)	 黃昱翔 (6/2)	 莊莉萍 (6/2)	 陳玉姿 (6/2)	 汪子淇 (6/2)	 無名氏 (6/3)	 賴枚儀 (6/15)	 廖芯玄 (6/15)

	 	 吳昊泓 (6/15)	 李昆翰 (6/15)	 無名氏 (6/15)	 林佳玉 (6/15)	 蔡羽晴 (6/15)	 許棠琦 (6/15)	 陳季盈 (6/15)	 王照蘋 (6/15)	 蔡沛恩 (6/15)

	 	 蔡永欽 (6/15)	 蔡祐廷 (6/15)	 陳蘭馨 (6/15)	 羅家永 (6/15)	 林彥丞 (6/1)	 張淑慧 (6/1)	 陳俞妏 (6/2)	 陳正橋 (6/2)	 王鈴惠 (6/2)

	 	 陳碧霞 (6/2)	 陳佑任 (6/2)	 鄭婕妤 (6/2)	 邱郁善 (6/16)	 賴開方 (6/16)	 郭勇成 (6/16)	 許博洋 (6/16)	 林軒妤 (6/16)	 許洧銘 (6/16)

	 	 許庭銨 (6/16)	 陳妤瑄 (6/16)	 陳廷瑋 (6/16)	 陳永善 (6/2)	 張琍 (6/3)	 林晉妃 (6/3)	 葉家宏 (6/3)	 李黃英 (6/2)	 陳永修 (6/2)

	 	 鄭安妤 (6/2)	 陳建明 (6/4)	 魏寶蓮 (6/3)	 孫湧竣 (6/4)	 魏國輝 (6/4)	 陳廷昌 (6/4)	 陳轀才 (6/4)	 陳品蓁 (6/18)	 黃采慧 (6/7)

	 	 陳竑翰 (6/4)	 蔡永康 (6/20)	 鄭君茹 (6/20)	 陳亞音 (6/20)	 柯佩宜 (6/20)	 張伉佑 (6/20)	 李政邑 (6/23)	 謝在湘 (6/23)	 張雯婷 (6/24)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6/24)	蔡明足 (6/24)	 OKGO 捐款 (6/28)	 OKGO 捐款 (6/7)	 蔡水祥 (6/24)	 蔡李靜江 (6/24)

	 	 蔡明莉 (6/24)	 陳孟煌 (6/28)	 陳福壽 (6/20)	 王一 (6/13)	 吳娜錤 (6/13)	 顏家天上聖母 (6/13)	 王一 (6/6)	 詹清隴 (6/6)

	 	 張舜凱 (6/10)	 謝宗錡 (6/10)	 黃律綺 (6/10)	 張羽萱 (6/10)	 江雅慧 (6/24)	 江安琪 (6/24)	 萬奕霆	(6/24)	 萬宥霆 (6/24)	 許耿崇 (6/10)

	 	 吳蕎絹 (6/24)	 毛沛緹 (6/24)	 毛珮絮 (6/24)	 陳珮淇 (6/24)	 陳慶坤	陳黃再香	陳祈翰 (6/24)	周美蓮 (6/24)	 蘇郁誠 (6/24)	 蘇姿允 (6/24)

	 	 藍雅婷 (6/24)	 黃若瑀 (6/24)	 陳錦滿 (6/10)	 田九光 (6/11)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6/11)	無名氏 (6/27)	 呂侑恩 (6/2)	 邱麗安 (6/2)

	 	 邱政雄 (6/2)	 黃阿月 (6/2)	 陳又禎 (6/2)	 陳元皓 (6/2)	 呂梓瑄 (6/2)	 張籽和 (6/2)	 傅馨怡 (6/2)	 鄭國慶 (6/2)	 許文耀 (6/15)

	 	 歐芷函 (6/15)	 陳若欣 (6/15)	 陳佳恩 (6/11)	 陳佳恩 (6/11)	 周怡鈞 (6/24)	 陳佳聖 (6/11)	 李文玉 (6/11)	 石欣卉 (6/15)	 陳長昇 (6/15)

	 	 陳立杰 (6/15)	 台北西園郵局 (6/16)	 蔡金玫 (6/16)	 Ki	Ki	Li	Li(6/16)	 許殷銘 (6/15)	 歐芷芸 (6/15)	 王呂金華 (6/29)

	 	 林淑玲 (6/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8)	 蘇素美 (6/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6)	 善心人士 (6/1)	 吳玟靜 (6/10)	 謝佳妤 (6/10)	 林素櫻 (6/10)	 方鳳祺 (6/10)	 郭佑峯 (6/10)	 曾泳芸 (6/10)

	 	 林瑞真 (6/10)	 陳簡成 (6/10)	 陳郁翔 (6/10)	 陳郁舜 (6/10)	 陳郁翰 (6/10)	 楊雅雯 (6/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4)	 顧家維 (6/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20)	 林亮亮 (6/1)	 顧維恩 (6/1)	 邱賢禮 (6/15)	 鄧庭蓁 (6/7)	 鄧宛榛 (6/7)

	 	 林洧禾 (6/1)	 無名氏 ( 共用 )(6/15)	 林益呈 (6/15)	 林玟廷 (6/1)	 林玟圻 (6/1)	 楊立莉 (6/1)	 陳怡如 (6/2)	 王瑞芬 (6/10)

	 	 楊莉羚 (6/10)	 柯威誌 (6/10)	 柯家蓁 (6/10)	 柯睿承 (6/10)	 鍾芳怡 (6/10)	 鄭文昇 (6/10)	 梁淑惠 (6/10)	 李瑞英 (6/10)	 梁志忠 (6/10)

	 	 劉佩欣 (6/10)	 鄭妤萱 (6/10)	 郭佑訓 (6/10)	 康喬智 (6/10)	 劉文良 (6/16)	 張芷榕 (6/16)	 王晨祐	王偉峻 (6/16)	 潘映允 (6/16)

	 	 陳玟靜 (6/16)	 黃郁凱 (6/16)	 黃柏羲 (6/16)	 無名氏 (6/15)	 馮琪茵 (6/15)	 詹易叡 (6/15)	 高睿宜 (6/15)	 黃筱晴 (6/15)	 黃宣瑄 (6/15)

	 	 林淑惠 (6/15)	 卓育忻 (6/15)	 楊佩頤 (6/15)	 陳王秋蘭 (6/15)	陳錦蓉 (6/15)	 呂瑞敏 (6/15)	 黃香齊 (6/15)	 劉惠玲 (6/15)	 高睿宜 (6/15)

	 	 高睿廷 (6/15)	 張芯瑜 (6/15)	 Rinsky(6/19)	 鄭冠勳 (6/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1)	 陳椲詞 (6/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8)	 陳淑玲 (6/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5)	 蔡毓珊 (6/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6/4)	 廖銘傳廖朱雀菊廖貴興廖樹木程曲沈枝梅 (6/20)	張家溶 (6/20)	 尼克 (6/30)

	 	 陳福賢 (6/30)	 黃瑞葶 (6/30)	 吳怡瑾 (6/30)	 劉庭安 (6/30)	 葉怡君 (6/30)	 033383388(6/29)	 張定沂 (6/7)	 張立蓁 (6/7)

	 	 陳憶雯 (6/7)	 鄭連清 (6/20)	 張瑛珍 (6/7)	 陳威翰 (6/7)	 陳榕萱 (6/7)	 陳慧瑾 (6/7)	 劉珮蓉 (6/7)	 鄒佳宏 (6/20)	 黃素惠 (6/20)

	 	 周湘慧 (6/20)	 美而美 (6/28)	 地藏菩薩 (6/27)	Rinsky(6/27)	 羅介廷 (6/27)	 呂文吉 (6/26)	 黃世和 (6/26)	 張博程 (6/26)	 牟宗秋 (6/26)

	 	 陳品語 (6/26)	 劉庭安 (6/26)	 許佳妤 (6/25)	 周倪維 (6/25)	 蕭炤陽 (6/25)	 蔣嘉俊 (6/25)	 lau	ho	san(6/24)	張舒晴 (6/23)	 陳美月 (6/23)

	 	 林顥原 (6/23)	 趙英秀 (6/22)	 趙翊汝 (6/22)	 游子慧 (6/22)	 鍾承蓉 (6/22)	 陳奕霖 (6/18)	 蘇瑩菁 (6/18)	 郭瑞陵 (6/18)	 邱美雲 (6/18)

	 	 陳玉利 (6/17)	 陳千惠 (6/27)	 謝易展 (6/27)	 易書宏 (6/16)	 鄭媃安 (6/14)	 游喬筑 (6/14)	 王一 (6/14)	 王琮苡 (6/14)	 劉庭安 (6/14)

	 	 王國榮 (6/19)	 王儷陵 (6/15)	 陳天賜 (6/16)	 張靜宜 (6/30)	 馬烱修 (6/30)	 盧奕文 (6/30)	 王震瑜 (6/30)	 林東陸 (6/17)	 林彥宏 (6/17)

	 	 林彥廷 (6/17)	 楊善婷 (6/17)	 許珮純 (6/30)	 吳泉忠 (6/30)	 徐品蕙 (6/17)	 詹怡萍 (6/18)	 無名氏 (6/30)	 徐誠鴻 (6/17)	 簡曉郁 (6/18)

	 	 翁韶榕 (6/30)	 陳躍珮 (6/30)	 羅珮菁 (6/30)	 楊三賢 (6/30)	 謝鈺苓 (6/30)	 黃馨慧 (6/30)	 周依潔 (6/30)	 郭佑恆 (6/30)	 郭佑哲 (6/30)

	 	 陸軍專科學校 (6/18)	 鄭聖耀 (6/21)	 吳秀真 (6/21)	 宋秀穎 (6/8)	 陳慶和	陳麗華 (6/8)	 陳家福 (6/8)	 鄭君梅 (6/20)

	 	 蔡皓旭 (6/20)	 潘麗美 (6/20)	 楊智鈞 (6/20)	 楊博詠 (6/20)	 張簡志霖 (6/20)	江桓旭 (6/20)	 蔡政廷 (6/20)	 邱薰誼 (6/20)	 曾竣蔚 (6/20)

	 	 李哲凱 (6/20)	 胡家為 (6/20)	 周秋香 (6/20)	 苑美如 (6/9)	 陳德明 (6/21)	 陳宥諶 (6/21)	 楊雅珺 (6/21)	 陳品妘 (6/21)	 林美束 (6/21)

	 	 石博翔 (6/21)	 楊宗杰 (6/21)	 陳言禕 (6/21)	 陳易霈 (6/21)	 郭兆權 (6/21)	 江青貞 (6/21)	 梅哲卓也 (6/21)	簡慧玲 (6/21)	 林鈺珊 (6/21)

	 	 林豈崋 (6/21)	 蔡汝素 (6/21)	 林錦鴻 (6/21)	 羅金漢 (6/21)	 鄭詠馨 (6/21)	 何沛洵 (6/21)	 何振禔 (6/21)	 蔡振偉 (6/8)	 鄭凱謙 (6/8)

	 	 陳秋妤	江俊傑 (6/8)	 江幸真	江彥儀 (6/8)	 高雄善心人士 (6/9)	 黃湫眉 (6/24)	 黃宇禪 (6/24)	 高世杰 (6/24)

	 	 吳雅玲 (6/24)	 陳鼎昊 (6/24)	 陳鼎愷 (6/24)	 陳怡妏 (6/24)	 傅君緯 (6/12)	 林易秀 (6/12)	 吳沛珊 (6/11)	 陳淑玲 (6/11)	 徐裕勝 (6/11)

	 	 黃鈺婷 (6/11)	 郭思妤 (6/11)	 李采螢 (6/11)	 林憶珊 (6/10)	 劉庭安 (6/10)	 王惠君 (6/10)	 張家晢 (6/10)	 陳櫻月 (6/10)	 陳藝分 (6/10)

	 	 曾芷柔 (6/9)	 神明 (6/9)	 胡詔中 (6/8)	 顏郭珠蓮 (6/8)	 王怡瑾 (6/7)	 趙民吉 , 尤明智 (6/7)	 鄧育欣 (6/7)	 何信忠 (6/6)

	 	 吳義	蔡好菜吳建廷	吳慧玲	吳欣玲 (6/7)	 楊秀珍 (6/6)	 劉銘鈺 (6/5)	 楊智宇 (6/4)	 徐秉謙 (6/4)	 吳雲卉 (6/4)	 彭證霖 (6/4)

	 	 李柏翰 (6/4)	 羅巧蓁 (6/4)	 陳泳輝 (6/4)	 林淑惠 (6/3)	 吳宗益 (6/3)	 未來佛 (6/2)	 塗彥和 (6/2)	 黃旺旺 (6/2)	 邱傑星 (6/2)

	 	 吳娜錤 (6/2)	 rain(6/1)	 033383388(6/1)	 劉庭安 (6/1)	 李京瑢 (6/1)	 謝甘秀蓉 (6/23)	黃慧雅 (6/25)	 高盈楹 (6/24)

	 	 王冠清 (6/24)	 許邵淳 (6/23)	 伏鶯 (6/28)	 蔡泳南 (6/21)	 林右豐 (6/21)	 黃耀賢 (6/20)	 洪昆字 (6/19)	 梁玉崑 (6/18)	 郭芳廷 (6/18)

	 	 陳承雍 (6/18)	 陳宥翔 (6/18)	 陳先生 (6/16)	 傅欐婷 (6/15)	 林景福 (6/25)	 顏俊雄 (6/28)	 戚栩豪 (6/14)	 黄詩雯 (6/13)	 劉妹妹 (6/11)

	 	 廖珈琪 (6/11)	 呂姿玫 (6/11)	 蕭佳慧 (6/10)	 林怡辰 (6/10)	 陳以倢 (6/10)	 陳怡慧 (6/9)	 林天賜 (6/9)	 蕭玉桂 (6/9)	 林佳淑 (6/9)

	 	 曾信鈜 (6/8)	 高忠鵬 (6/8)	 許瓊薰許炎木 (6/8)	 范文承 (6/7)	 李美玲 (6/7)	 張德志 (6/5)	 張竣凱 (6/5)	 王信筌 (6/4)

	 	 黃彩瑗 (6/3)	 王淑芳 (6/3)	 張嘉芸 (6/3)	 顏富美 (6/25)	 劉勳國 (6/29)	 江文漳 (6/30)	 江黃清月 (6/30)	劉育光 (6/30)	 江幸娟 (6/30)

	 	 江亭延 (6/30)	 林彥丞 (6/30)	 施夢筠 (6/30)	 徐韻惠 (6/30)	 徐韻雯 (6/30)	 劉伃珊 (6/30)	 張淑慧 (6/30)	 徐韻婷 (6/30)

	 88	 邱翊珊 (6/20)	 王柏權 (6/20)	 李宥宏 (6/20)	 謝涵如 (6/20)	 張雅涵 (6/20)	 曾立傑 (6/20)	 楊文斌 (6/20)	 孫嘉蔚 (6/20)	 鐘子涵 (6/20)

	 	 潘金珠 (6/20)	 邱美玲 (6/21)

	 72	 柳寬治 (6/17)	 柳寬治 (6/19)	 柳寬治 (6/25)

	 60	 蔡涵倪 (6/21)

	 50	 盧昱尹 (6/2)	 陳正輝 (6/16)	 涂宸祐 (6/5)	 涂宸翰 (6/5)	 許倍瑜 (6/5)	 李彩玉 (6/24)	 簡家豪 (6/24)	 簡永昇 (6/24)	 簡沁睿 (6/24)

	 	 郭迫和 (6/10)	 劉吳良珠 (6/10)	郭秀滿 (6/10)	 劉建志 (6/10)	 陳品妤 (6/10)	 林日勇 (6/10)	 林詹秀蘭 (6/10)	涂盈文 (6/5)	 劉忠穎 (6/10)

	 	 劉蓁霓 (6/10)	 陳茂雄 (6/10)	 林東達 (6/10)	 陳黃英華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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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兒癌病童的捐款辦法
戶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1、	郵政劃撥捐款帳號：056-82889（基金會支付手續費每筆 15-20 元）

2、	銀行匯款	：台北富邦城中分行				00500210966415
	 可於捐款後將您的聯絡資料及匯款相關憑證傳真或郵寄至本會，

	 亦可來電本會告知，以方便開立捐款收據。( 匯款手續費由捐款人負擔 )

3、	郵局或銀行定期帳戶扣款 ( 基金會支付手續費每筆 8-10 元 )

	 信用卡捐款 ( 基金會支付手續費每筆 1.2-2%)

	 授權書請上官網下載或電洽本會索取

4、	掛號郵寄支票、匯票捐款	：

	 支票抬頭請寫：「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5、	愛心發票捐贈：欲捐贈電子發票請於結帳時輸入愛心碼 88888，
	 如需索取票卡貼請電洽本會。

6、	利用 OK 便利商店之「OK	go 平台」捐款。( 基金會支付手續費每筆 6 元 )

7、	利用 7-11 便利商店之「Ibon 便利生活站」捐款。( 無須支付手續費 )

捐款諮詢專線：(02)2389-6221．(02)2331-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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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金絲帶小勇士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獎項類別

特殊才藝
獎學金

學業成績
優良獎學金

奮發向上
助學金

金榜題名
獎學金

申請資格

凡國中（小）、高中
（職）特殊才藝（文
學、音樂、美術、語
言、體育、科技）獲
個人比賽前三名。

1.  國中（小）學年學
 業總平均85分以
 上者。
2.  高中（職）、大專
 學年學業總平均
 75分以上者。

領有各鄉、鎮、市、
區公所核發之中低/
低收入戶證明。
國中（小）、高中(
職)、大專總平均在
70分以上，操行成績
60分以上。

於前一年9月1日至當
年8月31日考上研究
所、碩博班。

獎助金額

國際：捌仟元整
全國：伍仟元整
校外比賽：參仟元整
校內比賽：壹仟元整

大專：伍仟元整
高中（職）：參仟元整
國中（小）：貳仟元整

大專
高中(職)
國中（小）

獎學金：陸仟元整

獎學金：伍仟元

應備文件

1. 本會獎助學金申請書。
2. 學校109學年度成績單（包括上、下
 兩學期）正本或蓋有學校戳章之成績
 單影本。
3. 申請特殊才藝獎學金者免繳學校成績
 單，但須附上得獎證明。
4. 申請奮發向上助學金者須提供，各鄉
 、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 / 中低收
 入戶證明。
． 送件方式
(1)郵寄：請於信封上註明【2021年
金絲帶小勇士獎助學金申請】，郵寄
至：80253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206號8樓之7  兒童癌症基金會 收。
(2)E-mail：僅受理PDF掃描檔，不受
理拍照之照片檔，傳送E-mail後請致
電本會高雄辦公室(07-2239520)確認
是否收到。
ccfrocsw@gmail.com ，信件主旨註明
【2021年金絲帶小勇士獎助學金申
請】。

＊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 贊助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大都會扶輪社
＊ 辦法說明：
1. 申請者須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且目前就讀台灣或離島之學校。
2. 申請學級資格：
 ．高中(職)：包括普通高中(職)及五年制專科一、二、三年級，不含空中專校、在職班。
 ．大專：包括大學、專科二年制，五年制之四、五年級，不含空大、在職專班、推廣教育學分班。
 ．研究所碩博班：不含在職專班，一般生已有正式工作者，亦不受理申請。 
3. 申請特殊才藝獎學金者，係指於109學年期間獲個人比賽前三名。
 若非代表學校參與民間或政府單位舉辦之比賽申請此獎項，基金會有最終審核權。
4. 學業總平均係指109學年度第一、二學期之智育成績平均。
5. 申請期間：2021年08月01日至09月24日接受申請與審理。
6. 申請獎助學金每次只能選擇一類，不得重覆申請。
7. 申請人請於期限內提出申請，並於收到領獎通知後，參加頒獎典禮親自領獎，若無法參加頒獎典
 禮，則應致電基金會，約定時間於各區親自領獎。
8. 特殊才藝獎學金及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申請人獲獎後，本會將擇期宣傳得獎金絲帶小勇士之事蹟，
 以茲鼓勵目前仍在療程中的孩子，勇敢面對癌症的挑戰，並於本會網站及宣導品中呈現。
9. 獎助學金得獎名單，將於10月01日刊登於本會官網及FB。
10. 相關申請報名表、附件內容及說明，歡迎電洽本會高雄辦公室07-2239520 索取，或直接至本會
 官網查詢及列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