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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絲帶小勇士

創作徵選

參加對象暨報名
1. 為本會收案之癌症兒童
2. 須以個人方式報名，並由家長簽署同意書

徵選活動項目
1. 創意作文
 (1)運用文字書寫你／妳的感受、想法⋯等，盡情揮灑文字
   藝術。
 (2)電腦打字、手書（請以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書寫，請勿用
   鉛筆）皆可，手書投稿者請用600字標準稿紙，以2000
   字為限，須由參加者獨立完成，違反上述規則者將不予
   收件及評選。
2. 創意繪畫  （本項只收實體郵寄作品）
 (1)運用色彩表達你／妳的感受、想法⋯等，盡情展現藝術
   創作。
 (2)作品規格，請以八開圖畫紙（27x39公分），使用任何
   畫材皆可，須由參加者獨立完成，違反上述規則者將不
   予收件及評選。
3. 創意新詩
 (1)運用文字，以新詩格式書寫你／妳的感受、想法⋯等，
   揮灑文字之美。
 (2)電腦打字、手書（請以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書寫，請勿用
   鉛筆）皆可，手書投稿者請用600字標準稿紙。
 (3)作品規格，字數含標點符號不得超過120字，且不能多
   於十行（含空行）、每行字數不超過18個字（含標點符
   號），標題則限10字以內（未含括於內文120字內），
   請切合主題為發想書寫，須由參加者獨立完成，違反上
   述規則者將不予收件及評選。
4. 創意標語設計  （本項只收實體郵寄作品）
 (1)運用創意構思文字標語及插畫表達出你／妳的感受、想
   法及體驗等，展現藝術創作。
 (2)一律使用八開圖畫紙，（27x39公分），並以手作完稿。
 (3)本項目參加者可和家人一同完成。
   以上徵選，可多項投稿，皆有機會獲獎。
 
活動主辦人
1. 聯絡人：莫旻修社工
2. 聯絡電話： (04)-22377563

收件日期
即日起至7月31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者恕不收件。

作品送審方式
1. 郵寄：
  請於信封上註明：「2022金絲帶小勇士創作徵選活動」，
  並郵寄至：台中市40646北屯區進化北路63號7樓之 1。
  兒癌基金會台中辦公室   收。
2. E-MAIL：
  請寄送電子郵件至：ccfrocsw@gmail.com，主旨請註明「
  2022金絲帶小勇士創作徵選活動」
3. 內容、報名表、同意書、徵選作品等相關資料，請上兒童
  癌症基金會官網下載。

徵選組別
1. 創意作文、創意繪畫、創意標語設計三項，分為：幼兒園
  組、國小低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國中組、高中組、大
  專組（含大學）。
2. 國小低年級組為國小一、二、三年級、高年級組為國小四、
  五、六年級。
3. 創意新詩類，因新詩書寫上較有難度，本項目參加者限定
  為國中組以上。
  可參加組別為：國中組、高中組、大專組(含大學)。

評分標準
1. 切合主題40%、創意性30%、內容豐富度30%。

獎勵辦法
1. 金絲帶藝術家：獎勵5000元，獎狀一紙。
2. 金絲帶創意家：獎勵3000元，獎狀一紙。
3. 金絲帶優異獎：獎勵2000元，獎狀一紙。
4. 金絲帶佳作獎：獎勵1500元，獎狀一紙。
5. 金絲帶特別獎：獎勵1000元，獎狀一紙。
6. 小綠人最佳勇氣獎：禮券500元。

獲選作品公告
1. 將於10月07日公開刊登於本會粉絲專頁與官網，並擇日進
  行頒獎典禮。

注意事項:
1. 違反前列各項所述規則之參賽者，恕該作品無法參與本次
  創作徵選。
2.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原創，將對投稿之稿件進行查證，杜絕
  抄襲、套用、模仿現成作品等情況，若經發現，將取消該
  作品參賽之資格；若為得獎後才經發現者，將追討得獎獎
  金、作品及獎狀。

題目：

邀請小勇士們，盡情揮灑你的想像，與我們分享你的生命中，
如果迎來了特別的那一天，會發生什麼精彩的故事呢？

如果有一天，我
順利完成治療，

最想做的事？

如果有一天，我有機會出國玩，
最想去的地方？

如果有一天，我見到了偶像，最想對他
╱她說的話？

如果有一天，我上了
天堂，最想對家人說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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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四十 迎接新局邁向四十 迎接新局

■ 文 / 董事長 林東燦

迎接新的一年，也是基金會邁向 40 周年的一年。

一月初，台灣兒童癌症研究群（TPOG）開了今年度第一次會議，雖受疫情影響以視

訊方式進行，但仍邀請到美國的裴正康院士，長庚大學陳鈴津院士及施麗雲教授，更請

到美國 Buffalo 國際知名的 Kara Kelly 教授來談霍金氏淋巴瘤的最新治療進展；他們的諸

多建議加上顧問醫師們熱烈的討論，將會使我們未來的研究更深更廣。會中成果報告進

步明顯，已達世界水準，但仍期盼能再提高兒童癌症的治癒率。

在疫情平靜中過了舊曆新年，這期間一群竹科媽媽捐繪本給基金會，基於親子共讀

的推薦，我們在會裡挪出一角作為閱覽區，希望家長可以多帶著小朋友來一起閱讀，除

了放鬆心情、增加常識外，也可增進親子關係。

年後，最主要的是新一屆董事會的改選，本屆董事以任務為導向，除過去的醫護人

員外，也加入了社工師，並有三位是具醫療背景及病友家長身分的董事。經過簡短的自

我介紹，增進彼此的認識，大家也達成為基金會努力的目標，承接上屆董事會的「永續

經營」，更要盡到基金會的「社會責任」。

這期間，有很多持續關懷基金會的個人或單位，如 珍愛獅子會、班德威酒商、春水

笈溫泉湯屋、火鷓鴣協會、提碁公司等…特別是提碁公司陳崇誠董事長為兒癌基金會募

款的公益路跑活動，他身體力行這次環島，行經大家的故鄉，除了溫暖你我的心，也獲

得很多迴響。再一次謝謝這期間出錢出力的所有善心人士。

最後，再一次提醒大家一起來防疫，「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尤其小

勇士們都尚未注射新冠疫苗，是相對弱勢的高危險族群，需要更加小心。希望疫情能儘

快過去，大家可以回復到以往正常的生活。

兒癌基金會第十四屆董事會董事合影

第一排由左至右：洪悠紀、陳月枝、陳文松、李偉政、林東燦、林凱信

第二排由左至右：周獻堂、陳博文、陳建旭、彭慶添、李雅玲、陳宛榆、褚秋華、鄭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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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會務報導 (111 年 2 月至 111 年 4月 )(111 年 2月至 111 年 4月 )

■ 文 / 社工師 林翔

3111.02.15-

1 11 . 0 3 . 1 1 

「為愛而跑•跑

出 善 動 力 」 感

謝提碁股份有限

公司舉辦公益路

跑所得全數捐贈

本會，社會大眾

為小勇士籌措的

善款，都是給兒

癌家庭莫大的協

助。

4111.02.21 舉辦繪聲繪影故事

活動，因疫情改為線上辦理，

但仍未澆熄孩子們的熱情，繪本

搭配手作燈籠有元宵過節氛圍，

讓孩子在病房也能感受佳節氣

息。

8111.03.22 召開第 14 屆第 1 次董事會，共 15 位董事出席，選舉 14

屆董事長，由林東燦連任當選。

10111.03.30 桃園自在獅子

會前來本會捐贈。以人為

本的關懷，是社會善心源源不斷

對小勇士的愛。

11111.04.01 舉辦南區兒童

節活動，至高雄榮總及高

醫發放兒童節禮物。孩子們手中

沉甸甸的禮物袋，承載著本會及

眾多社會善心的祝福。

13111.04.08 300B2 區獅子

會至本會進行捐贈儀式。

感謝社會大眾對小勇士不間斷的

關懷與付出。

16111.04.20 台 灣 武 田 藥 品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響應世

界血友病日，舉辦「2022 世界血

友病日 -PK Station 全面啟動尬電

戰」，本會連續兩年受邀為受贈

單位，感謝社會對癌童滿滿的愛。

15111.04.16 台南市南都獅

子會舉辦捐贈儀式，由董

事陳建旭醫師代表接受捐贈。感

謝社會大眾對小勇士不間斷的關

懷與付出。

17111.04.21 舉行 TPOG 學

術小組第一次視訊會議。

線上參與 TPOG 顧問醫師 9 位，

由林東燦董事長進行主持，一起

為兒童癌症醫療奮鬥。

18111.04.29 舉 行 TPOG 工

作小組第一次視訊會議。

線上參與 TPOG 顧問醫師 8 位，

由林東燦董事長進行主持，一起

為兒童癌症醫療奮鬥。

6111.03.07 愛的逆轉勝，金絲

帶小勇士創作畫展，本次巡

迴 3/7~3/28 於高雄市立圖書館總

館 B1 展覽區，讓民眾看見小勇

士的生命創作。

5111.02.25 至台北市私立立人

國際國民中小學接受捐贈儀

式。透過這次的活動，讓同學們

了解社會中有許多人需要我們的

關懷及幫助，進而更珍惜自己所

擁有的一切。

9111.03.29 與拜耳合辦 Vitrakvi

標靶藥物研討會，視訊與會

成員有 TPOG 30 位顧問醫師、台

灣拜耳等專家學者，主持人為林

東燦董事長。

7111.03.22 召 開 第 13 屆 第 8

次董事會，共 12 人出席，提

名下一屆董事會名單及審核 110

年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14111.04.09 舉辦小天使工

作坊，共 11 位小天使家

屬手足一同參與。藉由療癒的多

肉盆栽及言語訴說的深情祝福，

陪伴彼此走向復原之路。

2111.02.12 舉

辦年度展翅

生活營活動，感

謝玩樂小子帶領

有趣桌遊活動，

共 有 30 名 金 絲

帶小勇士家庭成

員參與，為寒假

留下美好回憶。

1111.02.07-

1 11 . 0 3 . 0 2 

金絲帶小勇士創

作畫展於桃園捷

運 A8 藝文中心

展出，邀請您一

起進入金絲帶小

勇士的「心」世

界。

12111.04.05 市民交響樂團

贈票 38 張「親子音樂劇

拯救珊瑚大作戰」，感謝社會大

眾對兒癌滿滿的愛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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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兒童癌症的精準醫療談兒童癌症的精準醫療

■ 文 /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兒童血液腫瘤科翁德甫醫師

兒童是台灣未來的主人翁，兒童的

健康更是每一個國人重視的議題。而兒童

癌症是兒童死亡最常見的原因，台灣的兒

童癌症發生率約十萬分之 15.7，每年約

有 400 多位兒童罹患癌症，相較老年人，

兒童癌症治癒後的健康人年（life year) 可

達數十年，對社會正常運作仍有貢獻，因

此在如今少子化的時代，如何治癒兒童癌

症，減少因兒癌死亡的病童，更顯重要。

而兒童癌症的治療需要仰賴許多專

業醫師的合作，才能達成正確的診斷與治

療。過去在台灣兒癌醫師團隊的努力之

下，與外科、病理科、影像科、放射腫瘤

科等組成多專科團隊，無論對於常見的兒

童血癌或固態腫瘤，都制訂了屬於台灣的

兒癌診斷標準與治療準則。然而科學與醫

學不斷在進步，癌症治療的大方向確定

後，針對不同體質的病人、不同基因的腫

瘤與對治療反應不同，就應該進一步擬定

不同的治療對策，而不是對每一位病人都

採用完全一樣的治療方式，這種別於過去

傳統治療（僅根據腫瘤種類、期別、體

重、年齡等指標），進一步仰賴現代分子

生物學、腫瘤基因檢查、標靶藥物與治療

反應（例如偵測微量殘存癌細胞 ,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來調整病童的治療

方式，稱之為「精準醫療」。

過去我們針對癌症分期、年齡、癌

別、位置、手術切除是否完全等，擬定了

病童的治療計畫，然而在精準醫療的時

代，我們除了過去這些已知的疾病嚴重度

外，我們更進一步想要針對癌症的基因與

治療的反應，來選擇個人化的治療。從血

癌開始，兒童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是兒童最

常見的癌症，從血癌診斷時，癌細胞的基

因突變、是否有染色體異常，就影響著醫

師的治療決策。開始治療後，就藉由監測

MRD 來評估第一階段治療的反應，調整不

同層級的治療強度：對於治療效果極佳的

病童，給予標準治療，對於反應不好的病

童，給予增強治療，對於疾病頑固的病童，

則必須給予骨髓幹細胞移植，而這些治療

的選擇，就屬於血癌精準醫療的一部份。

所以所謂的精準醫學，就是在治療方式的

大原則之下，根據病患癌症基因種類與治

療反應，再做個人化的調整，期待得到更

好的治療效果與更少的副作用。

兒童癌症雖然以血癌最為常見，但是

固態腫瘤（包括腦癌、神經母細胞瘤等）

佔兒童癌症的一半以上，因此針對這些固

態腫瘤，過去往往必須結合手術切除、化

學治療與放射治療，才能達到最好的治療

效果。然而對於少見而惡性的腫瘤、不易

手術完整切除的腫瘤，治療效果往往不

佳，導致病童死亡。因此在醫學的進步之

下，在腫瘤診斷時，對腫瘤基因進行篩檢，

尋找有適合標靶藥物的腫瘤基因，對於過

去治療反應不佳的腫瘤，合併傳統治療與

標靶治療，往往更有機會治癒疾病。因此，

尋找有標靶藥物的腫瘤基因，在現代兒童

癌症治療的角色，越顯重要。

而過去兒童癌症標靶治療最好的案

例，就是費城染色體的標靶藥物，過去急

性淋巴性白血病合併費城染色體，治療效

果非常差，即使進行骨髓移植，也很容易

復發，因此當開發出針對費城染色體的標

靶藥物後，就開始使用在具有費城染色體

基因的病患身上，藥效顯著，甚至病患可

以不再需要骨髓移植，僅需要傳統化療加

上標靶藥物，就可以治癒疾病。

在固態腫瘤上，過去腫瘤基因檢測並

不盛行，原因包括了並非所有醫院的病理

科都有足夠能力對腫瘤基因進行完整的基

因檢驗，而兒童腫瘤突變基因往往與成人

不同，不易被診斷，更進一步，即使診斷

出腫瘤基因，也沒有合適的標靶藥物可供

選擇。然而在科學家的努力下，兒童固態

腫瘤的基因篩檢開始逐漸進入臨床，藉由

基因實驗室的幫助，協助各家醫院的兒童

血液腫瘤醫師與病理科醫師，可以診斷出

更多癌症基因，更重要的是，新的兒童固

態腫瘤標靶藥物出現，與納入健保給付，

讓台灣兒童固態腫瘤也進入了精準治療的

新時代。

NTRK 融合基因就是一個最好的例

子，NTRK 融合基因存在於罕見的兒童癌

症（如惡性纖維肉瘤），也存在於少數兒

童常見的腫瘤（例如惡性腦瘤與惡性肉

瘤），這些含有 NTRK 融合基因的腫瘤往

往非常惡性，且對傳統放射治療與化學治

療效果不佳，倘若無法完整切除，則會導

致癌症復發與病患死亡。而目前已經開發

出 NTRK 融合基因的標靶藥物，對於具有

NTRK 融合基因的惡性腫瘤，效果奇佳，

其可以有效縮小惡性腫瘤，讓原本不能手

術切除的腫瘤可以順利切除，來達到治癒

的效果。也可以控制轉移無法切除的腫

瘤，讓其縮小，甚至消失。對於過去讓醫

師們束手無策的具有 NTRK 融合基因惡性

腫瘤，在標靶藥物的出現後，反而成為更

有機會治癒的腫瘤。

精準醫學的目的就是希望藉由腫瘤基

因的診斷與監測微量殘存癌細胞，進行更

進一步個人化的治療方式，在腫瘤惡化或

復發之前，給予精準的打擊，藉此達到更

好的治療效果與更少的副作用。讓罹患兒

童癌症的病童可以恢復健康，擁有美好的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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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勇士確診了，怎麼辦？小勇士確診了，怎麼辦？
談兒癌病童 COVID-19 嚴重度與疫苗議題談兒癌病童 COVID-19 嚴重度與疫苗議題

■ 文 /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蔡季桓、賴昭穎 
    插圖 /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科藝術治療師  吳庭瑋
    審訂 / 臺北醫學大學臺北癌症中心兒癌團隊主治醫師  何宛玲、劉彥麟

最近臺灣罹患 COVID-19 的兒童人數

逐漸上升，雖然大部分聽到的都是輕症、

居家隔離的個案，但也不乏有小朋友出現

高燒或甚至需要住院觀察的情形。由於目

前流行的新冠病毒 Omicron 變異株傳染力

很強，抗癌小勇士們在學校和社區接觸的

病毒的機率也增加不少。如何照護確診的

小勇士，也成為家長們及治療團隊關注的

焦點。本文由疫情期間在兒癌病房實習的

兩位醫學生，在主治醫師指導下進行文獻

回顧，希望將國際間最新研究資訊分享給

小勇士與家長，並提供藝術治療師建議的

紓壓妙方。

癌症病童如果感染新冠病毒，會
不會比較嚴重？

根 據 2021 年 8 月 發 表 在 國 際 知

名 期 刊《 刺 胳 針 腫 瘤 學 The Lancet 

Oncology》，由美國 St. Jude 兒童醫院國

際部發起的全球兒癌 COVID-19 資料庫研

究，從 2020 年 4 月到 2021 年 2 月間，

一共登錄來自 45 個國家、共 1,500 位確

診病童，其中有超過 97% 為尚在化療中

的病童。該研究指出，全球癌症病童確

診 COVID-19 後，有 35% 為無症狀感染，

45% 為輕症或中症，而重症率為 20%，比

一般兒童的 1%–6% 重症率要高出不少。

癌症病童確診 COVID-19 後的死亡率則是

3.8%，也明顯高於一般兒童的 0.01~0.7%。

若只看高所得國家的結果，癌症病童的重

症率為 7.4%，死亡率為 1.2%，皆低於全

球平均。

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期間，大多數

國家盛行的病毒是最初的 Alpha 株或 2021

年初的 Delta 變異株。隨著近年來病情較

為溫和的變異株陸續出現，兒童的病程是

否會變得更為輕症化，還有待觀察。從國

際比較中也可以得知：若能配置足夠資源、

在疫情下維持醫療體系運作，應能大幅減

輕 COVID-19 對重大疾病兒童的傷害。

在療程方面，該研究中有 55.8% 的病

童受影響，其中 80% 必須暫停化療療程。

這點符合我國現況，由於病童感染期間大

部分需居家隔離、觀察病程變化，因此主

治醫師可能會建議暫停化療一段時間，等

退燒或解除隔離後再開始化療。另一方

癌症病童感染 COVID-19 之重症率
資料來源：Mukkada S et al.(2021).  Lancet Oncol 22:1416-26. doi:10.1016/s1470-2045(21)00454-x

健康成人和癌症病人接種 COVID-19 疫苗的效力相近
資料來源：Waldhorn I et al.(2021).  Cancer Discov 11:2430-5. doi:10.1158/2159-8290.CD-21-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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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研究分析全球 1,301 位有登錄詳細資料的兒癌病童，罹患 COVID-19 之嚴重度。

面，國際間關於兒癌治療的研究認為，如

果沒有特殊理由，進行中的兒癌治療方案

不宜中斷超過 4 週，以維持治療成績。

建議小勇士如果遇到確診或居家隔離，應

和治療團隊保持密切聯繫，由主治醫師決

定是否需暫停化療，及評估恢復療程的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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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小勇士需要特別注意呢？

上述研究中也發現一些與兒癌病人併

發重症或死亡風險有關的因子，除了前述

的國民所得外，還有例如年齡較大（15 歲

以上）、診斷為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或淋巴

瘤、中性白血球或淋巴球低下、罹患其他

共病等，這些都是要萬一染疫會需要比較

小心觀察及照顧的族群，也預期是接種疫

苗後最有機會受惠的族群。

小勇士要如何避免染疫呢？

由於病毒傳染力很強，無論有沒有接

種過疫苗，平時還是要記得做好基本防疫

措施：勤洗手、戴口罩、避免與他人不必

要的密切接觸。如果家中有其他小孩或大

人為確診者或接觸者，應配合疾病管制署

發布的「居家照護應注意事項」，隔離期

間盡可能遵守 1 人 1 室不接觸的規範，並

定時進行浴廁及門把等清潔消毒、維持房

間通風、垃圾與衣物分流處理 ... 等。

如果已經確診的小勇士，應注意有沒

有連續高燒、脫水、呼吸急促、胸痛、活

力差或其他心、肺、神經系統的警徵，與

治療團隊保持聯繫，必要時需緊急就醫。

目前各國普遍上認為最有效、也有很

多國家已經陸續實行的預防方式，便是給

兒童施打疫苗。我國也不例外，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於 4 月 21 日宣布，以緊急

授權方式開放 6~11 歲兒童族群接種莫德

納疫苗，也已採購 BNT 兒童疫苗提供更多

選擇。家長們都有很多疑問，疫苗保護力

好嗎？如果小孩有癌症還在治療中，要打

疫苗嗎？

疫苗在兒童身上的保護力如何？

美國於 2022 年初開放 5–11 歲兒童

施打輝瑞 BNT 疫苗。美國疾病管制署於 3

月發表的研究發現，針對 1,052 名 5–11

歲兒童及 312 名 12–17 歲青少年，在接

種兩劑輝瑞 BNT 疫苗後，預防 Omicron 感

染的效果，分別為兒童降低 3 成（31%）、

青少年降低６成（59%）。此外，數據也

顯示施打過疫苗的小朋友，症狀會較快緩

解。

而在兒童莫德納疫苗方面，根據今年

5 月出版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的第二、

三期臨床試驗數據：在 2,687 名接種兩劑

50 微克莫德納疫苗（成人劑量的一半、間

隔 28 天 )、與 880 名接受安慰劑的的 6-11

歲兒童受試者中，截至 2021 年 11 月（以

Alpha 和 Delta 為主的變異株流行期間）

資料分析，發現施打第一劑疫苗 14 天後

的兒童，可預防 88% 有症狀的 COVID-19

感染，說明臨床保護力相當良好，且沒有

嚴重副作用的產生。雖然從青年施打疫苗

的數據看起來，莫德納疫苗發生罕見心肌

炎的機率高於 BNT 疫苗，但其機率低於萬

分之 2，也都遠低於 COVID-19 自然感染

引發心肌炎的機率（約萬分之 15），因

癌症病人（實驗組）與一般成人（對照組）於施打 2 劑輝瑞 BNT 疫苗 6 個月後血中抗體陰性、陽性比例。

癌症病童感染 COVID-19 之重症率
資料來源：Mukkada S et al.(2021).  Lancet Oncol 22:1416-26. doi:10.1016/s1470-2045(21)00454-x

健康成人和癌症病人接種 COVID-19 疫苗的效力相近
資料來源：Waldhorn I et al.(2021).  Cancer Discov 11:2430-5. doi:10.1158/2159-8290.CD-21-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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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目前我國的兒童莫德納疫苗或輝瑞 BNT

疫苗接種方案，都是相當安全的選擇。

癌症病患會不會影響疫苗的保護
力呢？

假使我家小朋友是化療中的小勇士或

已完成治療的康復者，會不會影響到疫苗

的效果？由於目前還沒有專門針對癌症病

童接種疫苗後的免疫力研究，但有一篇於

2021 年 10 月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癌症

發現 Cancer Discovery》的成年癌症病人

預防接種研究，能帶給我們一些想法。以

色列的 Rambam Health Care Campus 腫瘤

中心收錄了 154 名癌症病友與 135 名年紀

相近的健康成人，分別施打輝瑞 BNT 疫苗

兩劑，於 6 個月後比較血中抗體數量。結

果如下：154 名癌症病人接種 6 個月後，

有 122 位可在血中測到足夠的抗體濃度，

抗體保護力為 79%；而健康成人組在 135

名中有 114 名為抗體陽性，抗體保護力

為 84%，兩組結果相當接近。由此可知，

疫苗在癌症病人身上仍有相當不錯的保護

力。雖然此研究是針對成人，但結果仍可

作為父母們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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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治療師給小勇士及家長的紓
壓小錦囊

北醫吳庭瑋藝術治療師分析，兒童

病人確診 COVID-19 時，最常見的焦慮原

因可能有：害怕未知的嚴重症狀、隔離需

要多久、是不是做錯什麼事才會被關起來

等，這時除了陪伴，也需要提供小朋友情

緒上的支持，讓他們有信心接受治療。除

了口頭上的鼓勵，也可以利用一些小小的

藝術活動，來幫助小朋友安定心情、提升

控制感，進而減低焦慮。 藉由「環境曼陀羅」塗鴉，可增進兒童對生

活周遭的掌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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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曼陀羅 — 曼陀羅是以「圓」為

基礎，常見的藝術治療方式，複雜一點的

如纏繞畫，簡單一點的如隨性塗鴉，都可

以達到不同層次的療癒效果。我們與小朋

友在家隔離時，小朋友很有可能會因為無

預警的生病、被迫接受治療，而感到對身

體失去控制，而並產生焦慮的感覺。這

時，可以在紙上畫一個圓，然後詢問小朋

友：「現在身邊有什麼事情是自己可以控

制的？」例如：色筆使用的顏色、玩具的

擺放、植物的照顧、洗澡 / 寫作業的時間、

晚餐的選擇等。列出來的事物當然也會需

要與平時的家庭習慣做配合，如果家長可

其他國家怎麼做呢？

截 至 2022 年 5 月 初， 除 了 臺

灣，很多先進國家都已開放兒童施打

COVID-19 疫苗，包含美國、日本、南

韓、澳洲、加拿大、歐盟、英國（其中：

澳洲、加拿大、英國和臺灣一樣，是

同時開放莫德納及輝瑞 BNT 疫苗供兒

童接種）。國際間許多癌症相關醫學

會，也都一致呼籲癌症病人只要沒有

禁忌症，更需要透過接種疫苗來避免

重症。針對 COVID-19 疫苗在兒童甚

至幼兒的安全性，也陸續有大規模研

究證實，因此在疫情流行期間，接種

疫苗是最為有利且有效的防治措施。

接種兒童 COVID-19 疫苗，是防止

感染與重症最有效的武器。

以從小事情提供小朋友做選擇（例如：「晚

餐後的水果，要吃蘋果還是香蕉？」），

就能進而提升兒童對生活周遭的掌控度、

減少焦慮。完成作品後，可以告訴他們：

「你看，我們有這麼多事情可以控制，當

我們盡力把可以控制的事情做好，就有力

量一起面對我們無法控制的事情。」

此外，也可以製作一些手工藝品，佈

置在隔離房的環境，提升小朋友對環境的

熟悉與安全感。網路上有許多親子互動手

工藝及遊戲的分享，家長們也可以與小朋

友們一起討論，並挑選想嘗試的活動，陪

伴小朋友度過這段辛苦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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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去年度台灣美光科技桃園廠及台

中廠捐贈禮物，禮物內容豐富且多元包含 :

繪畫本、適齡玩具、桌遊、布偶娃娃…..

等等，亦同謝謝台大童癌童語社的大哥哥

及大姐姐們，為這一群小朋友親手設計一

張張別出心裁，且滿滿溫度的兒童節小卡

片。小朋友接受到了你們滿滿的都是愛，

讓住院的小朋友即使在住院間仍感受兒童

節的快樂， 謝謝你們 ! 

暖心兒童節 - 愛的禮物暖心兒童節 - 愛的禮物

■ 文 / 社工 潘怡婷

為什麼有兒童節 ? 兒童節的由來

兒 童 節 ( 英 文 :Children’s Day)， 是

為了小朋友們特別制定的節日 ! 兒童節的

由來，不像其他民俗傳統節慶有神秘的傳

說故事，而是來自於一場溫馨、溫暖的國

際會議。

西元 1925 年時，有一群來自世界各

地不同國家的人，他們聚集在瑞士辦了一

場『兒童幸福國際大會』，並一起在這場

大會通過了『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這

個宣言，是在提醒全世界的人們都要『好

好保護兒童的福利與安全』，宣言的內容

包括 : 要幫助貧苦的兒童，要避免讓兒童

做危險的工作….. 等。

在這個宣言制定、公告後，各個國家

就紛紛制定了『兒童節』來表達對保護兒

童的支持，這就是兒童節的由來。( 摘自

親子天下 Youtube 頻道 )

小朋友最期待兒童節的到來，本

是屬於小朋友開心及歡樂的兒童節，

卻有許多小朋友要在醫院度過，今年

的兒童節很不一樣，基金會高雄辦公

室悄悄地進行一系列兒童節 - 愛的禮

物慶祝活動，活動當天由各醫院及本

會社工一一送至兒童病房內之病童手

中，許多病童小小的手臂上，打著治

療藥物因為治療過程所產生不舒服之

情緒，最後開心的拿了兒童節禮物揚

起大大的微笑，並迫不及待地一層層

拆封禮物，而讓原本枯燥乏味及哭泣

聲的病房區，瞬間充滿了笑聲滿溢幸

福愉悅。

在醫院裡有許多孩子因為病情因

素，必須長期接受治療，原本歡樂、

開開心心的兒童節，心上難免會有

陣陣的失落感，然而在兒童節禮物發送完

後，一如走在長長的兒童病房走道上，仔

細停下腳步一聽，病房內充滿了各種美好

的聲音有歡笑、有鄰區病童之間的遊戲分

享與討論…. 等等，原哭鬧聲之負面情緒

已漸漸遠去，取而代之的是小朋友們笑聲

及童言童語聲所填滿，喚起了小朋友的天

真笑容，兒癌基金會希望每位小朋友，不

只是兒童節，而是每天都能健康、快樂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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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兒童的治療歷程，伴隨一到三年

不等的密集住院及追蹤。過程往往會造成

癌童生理、心理及社會層面的改變。生理

層面由於治療的副作用以及常見化療掉髮

的因素，導致其身體心像 (body image) 的

轉變；心理層面因長期缺乏與外界的互動

及刺激，在人際互動及情緒上所產生的退

縮及僵化思考，且由於面臨生老病死的生

命課題，導致對未來的不安及焦慮等；社

會層面例如療程結束面臨返校階段時，所

需要面對的學校生活及同儕相處的適應。

兒童癌症基金會長年關注兒癌存活

者的長期追蹤及社會適應議題，每年舉辦

■ 文 / 社工師 林翔

寒假展翅生活營隊，期能夠過團體活動，

讓孩子學習生活技能、團體活動、自我成

長及興趣探索。也透過親子團體的方案活

動，讓金絲帶小勇士及其家屬能共同參

與，學習辨識情緒、自我覺察及親子溝通

的技巧。

一年一度的「金絲帶小勇士展翅生活

營」於今年寒假順利舉辦。因應疫情的變

化，本次取消過往過夜以及跨日舉辦的慣

例，單日並且就近於基金會十樓活動空間

舉辦。本次共邀請九組家庭，共計 30 位

大小朋友一起共襄盛舉。

本次也邀請 GoKids 玩樂小子前來帶

領桌遊團體。桌遊是一種與人面對面互動

的遊戲，不僅只是打發時間的活動，還能

讓全家人一起放鬆玩樂、促進感情，並提

供孩子豐富的學習機會及情緒發展。

活動一開始，由輕鬆的猜猜我是誰

作為破冰開場，在簡單的規則過程中，建

立孩子在新的環境認識他人的能力，也透

過交換名牌及取名綽號的遊戲規則，考驗

孩子的記憶力。過程中不乏逗趣的取名環

節，像是有西瓜蘋果葡萄的「水果大家庭」

以及汽車火車摩托車的「交通大隊」等。

緊接著的是非大挑戰，讓大小朋友一起動

動雙腿，在耳聽題目的同時要能快速跳到

正確的是非位置，不僅關乎孩子對日常事

物的認識程度，也考驗其聽覺及肢體的反

應敏銳度。 張屬於自己的未來信，讓孩子自由寫下、

畫下對自己今年度的期許，並預告將於聖

誕節前寄出。孩子們開始專心描繪手中的

卡片，並將內心的願望描繪於紙上。

而到了下午，由熱心的志工們帶領的

桌遊團體，準備了許多適合不同年齡的各

式桌遊，例如心靈圖解任務，考驗夥伴默

契的同時也能用有趣的方式學到英文；而

在時間線 (Timeline) 的遊玩過程中，才發

現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是如此宏大，充滿

著智慧及大自然的奧秘。簡單好上手的跳

跳棋，卻能讓大人小孩都絞盡腦汁的耗盡

腦力，只為了在眼下的小小棋盤中得勝。

一年一度的展翅生活營，也在此告一

段落。看著孩子們開心且依依不捨離去的

表情，也是基金會服務不懈的始終期盼。

情緒九宮格，則是藉由孩子喜歡的

投球九宮格，結合九種不同常見的情緒種

類，例如期待、開心、失望、悲傷等等。

在活動中，孩子為了能盡快進行下一輪投

球，都能夠在短時間內想出跟不同情緒有

關的回憶及情境。

在上午活動的尾聲，邀請小朋友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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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社工 莫旻修

清明連假回鄉掃墓，拿著線香，看著煙霧裊裊升起，忽然很有感觸。

到基金會來服務將近一年半，

110 年度我送了十二份喪葬關懷補助金，

其中有六位是我熟悉的孩子。

3、5、6、14、18、22。

這是他們離開時的年齡。

我也曾有過一樣的經歷，但我很幸運列車仍舊在前行，

他們則是在這六站下了車，停了終點站。

5 歲的孩子，喜歡玩 switch，

最後一次看到他時他跟我說薩爾達傳說卡關正在賭氣，

本來要跟他一起挑戰，但剛好遊戲機沒電了，

我跟他說下次來陪他一起破關。

那是我留給他的最後一句承諾，他卻沒留給我兌現的時間。

14 歲的孩子做穿刺打了麻醉，平時成熟穩重跟我說話的他那天像喝醉一樣躺著跟我撒
嬌，抓著我的手摸來摸去，媽媽怕我困擾笑著道歉想拉開他的手但被我阻止，反差好大
的一面平常可見不到，真的好可愛，說好過幾天等他清醒了再來找他玩，希望他還能這
樣跟我撒嬌。

下一次看到他時，是他那張成熟的臉，高掛在靈堂前的相框

22 歲的大孩子，住院無聊，院內都是年紀小的孩子，玩的東西跟他有落差，平常喜歡打
麻將，我還跟喜願協會及醫院社工一起跟醫師請願，偷渡麻將桌到醫院晚上開打，雖然
過程繁瑣每張牌都要一一消毒，但看他笑得開心，就覺得這些不算什麼。說好等他痊癒，
出院陪他繼續摸。

然而，大概是嫌我們牌技不如他，先一步離開到天上找神明摸牌去了。

接下這份工作時我就明白，死別一定是會遭遇的，

母親曾說我是理性的人，但我認為或許可以謂之冷血。

能在工作時將情緒抽離，下了班轉換角色，悲傷及疲勞才一擁而上。

孩子忍受艱困的時刻仍舊離世，難過一定有，但更多的是可惜，

打了那麼多的化藥，用了這麼多種療程，犧牲了這麼多正常生活，

即使是醫療飛速進步的現在，我們還是救不了每一個孩子。

當然更多的是接受治療後康復回歸正常生活的個案，

看著我們提供協助，他們努力面對疾病，

家人的支持、孩子自身的努力都有了成果，

最後一切都好，比什麼都好。

慢慢可以明白為什麼很多學長姐畢業後分享不做社工，

因為社工真不是人做的。

工時長內容雜薪水餓不死吃不飽，又要面對各種不同的家庭與境遇，

一個人有一種生活，社工介入服務就形同參與你的人生，

容易把遭遇及苦楚與自身重疊，就像收集負面情緒的垃圾桶，

沒有熱忱跟理想真的很難支撐。

但去家訪時案母一句：

「有社工哥哥你真好，因為有你，我們的生活才有今天。」

頓時腦海中浮現離開孩子們的臉，臉上掛著大大的笑容。

淚珠盈滿眼眶、心中的悸動都證明著，原來我不是冷血的人。

沒賺到多少錢，感動倒是賺了不少。

鼻子摸摸，再一年好了…。

煙霧仍在上升，帶著我的懷念上達天廳。

謝謝這些離開的孩子，我會繼續活著證明你們曾經存在。

也謝謝這些日子一起工作的各位夥伴，

無論是社工、醫師或護理師，有你們的努力才有健康的孩子們。

No child should die of cancer.

這是基金會的宗旨及目標，但我一直很不敢說出這句話。

因為以現今的醫療技術，還做不到讓兒童癌症百分百痊癒。

希望在可見的未來，這句話不再只是一句口號。

而是人類社會中，一件讓人覺得再平凡不過的小事。

期待未來，我們能幫助更多的孩子，

免受癌症病痛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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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社工副組長 毛昱安

每位孩子都是父母的心肝寶貝、心頭

肉，最期望的就是能陪著他健健康康、平

平安安長大，沒有人能接受孩子先一步離

開 ...... 縱使做了再多的心理準備，但從孩

子當小天使的那一刻起，還是留下了無盡

的心痛和眼淚。

兒癌基金會在清明節左右，邀請了小

天使家人們，帶著深深的愛與思念，與春

天、與彼此、與心中最重要的寶貝有約。

心心相印

這次由我擔任團體帶領者，陪伴著

小天使家人們，一開始許多人彼此是陌生

的，我不希望一開場就是乾巴巴的介紹一

圈自己的名字，所以請大家一進門，先到

一旁的桌子上，選一張最能代表自己最近

生活或心境的圖片，透過抽象的圖像，能

延伸出無限的解讀空間，看著大家聚精會

神地在桌邊挑揀，也是在觀照自己的內

心，選出一張最能觸動心神的圖片，在大

家的分享中，有人說生活像一堆齒輪卡在

一起、有人說生活像俄羅斯娃娃有不同面

具面對不同的人、有人說希望生活中能有

魔法藥水、有人說孩子離開後的日子像夜

幕中下著雨。

   

 

愛不「植」息

接下來進入今天的主題，手作老師

先是詳細的介紹了帶來的多肉植物，讓大

家更認識每種植物的名字與特性，都是好

種、好照顧、生命力強的植物，最後開放

大家挑選，再帶領大家從石膏暈染、盆器

灌模、植土、鋪石、植栽、到裝飾，一點

一滴親手打造一座小小秘密花園。過程

中，專心致志，彷彿忘卻了紛擾和飄搖，

將瞬息當下留給了心中的寶貴回憶、也留

給自己，每一座小花園，都是獨一無二的，

栽著對小天使的祝福，也妝點著滿滿的愛

和思念。

「森」情祝福

在大家完成花園妝點後，邀請家人

們將想對小天使說的話，那些深埋心中、

來不及訴說、或是日積月累的思念，化成

文字雋刻紙上。人是視覺的動物，視覺增

添了我們生活的豐富，也容易讓人聽不清

心裡的聲音，所以邀請大家閉上眼睛，彷

彿最寶貝的小天使就在眼前，從一位位家

人的低語中，看到了許多孩子的可愛與勇

敢，從家人的淚水中，聽到了許多深埋的

哀傷與想念，麥克風一一傳遞著，彷彿，

也將溫暖與陪伴傳遞，連成了一個圓，裡

不要害怕流淚，因為眼淚是愛的標記，悲傷沒有應該結束的限期

面有被理解的傷痛、有承載思念的眼淚、

更多的是深深的愛與祝福。

有家長說 ~ 悲傷的日子感覺很長，但

愛不會減少。

有家長說 ~ 雖然聽不到你的聲音、看

不到你、抱不到你，但知道你一直在身邊，

期待與你重逢的那天。

親愛的小天使~願你在天上吃好、

睡好、一切安好，我們對你的愛

永不止息，在此獻上最深情的祝

福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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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兒子昶安，經歷了 4 年 7 個月的

治療，最後離開了。

我相信每一個兒癌家庭都有一個或

辛苦、或難過的故事。我本是一個不太分

享私事的人，所以不想細說我們的故事；

但“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懂”，所以我仍想

通過我們的經歷，分享我的感想和經驗教

訓。為了已逝的孩子，讓他的生命繼續發

揮意義；為了和我們一樣，也會經歷這趟

旅程的家庭可以減少茫然和不知所措，少

走彎路。

也因此，這會是一篇沒有文采，只有

道理的乾癟文章。而道理不能治癒你。能

治癒你的只有你自己。我所期待，是能對

你有所啟發。

人生的意義是給予

是的，從世俗角度，我必須承認兒癌

家庭是比較不幸運的。即使在昶安走後，

我仍然在問：為什麼讓我們經歷這一切？

為了每一位看這篇文章的你為了每一位看這篇文章的你

■ 文 / 昶安媽媽

不管你是否有宗教信仰，不管你信仰何方

神聖，都沒有人可以給你一個明確的答

案。你唯有自己探索，理智地、嚴謹地、

腳踏實地、一點一滴地去探索，去感受。

是的，當你在疲於應付照顧生病孩子的間

隙，當你回頭看發生的一切的時候，你終

會慢慢了解，事情的發生不是出於某個原

因，而是由於透過某種手法，你可以注視

著自己的經歷，然後從這些經歷的細節

中，精心設計出意義與目標。

你所處的環境和經歷會影響你的觀

念。昶安的生病，讓我對人生充滿感恩。

我們獲得了太多人的幫助和關心：醫生、

護士、社工、老師、社會組織、病友、親

友、陌生人、甚至未曾謀面的人……我所

記得的每個擦身而過的人，他們給予我們

的都是溫暖。所以，我對孩子生病治療這

件事，沒有怨恨，只有感恩。心中懷著感

恩之情，並不是要否定自己的失落與悲

傷，而是去正視其他的事實。我們可以在

陷入艱困經驗中的同時，仍對自己經歷的

美好保持敏銳。

昶安的生病，也讓我得到了救贖的機

會。此前，我對我的靈魂一竅不通，一直

低頭忙於創造富足的物質生活。因為我以

為這樣我就舒適而輕鬆了，這樣我就快樂

了。昶安的生病，是他送給我這位媽媽的

禮物。他一定在投胎前就安排好了一切，

用最有效的方案，讓我這個沉迷人世的媽

媽懸崖勒馬。在陪伴他的過程中，他讓我

認識到，如果快樂的人生缺乏意義，那麼

快樂就不足以讓你感覺充實圓滿。所以人

生追求的不是快樂，而是充實圓滿。而充

實圓滿的生活，需要富有意義。當我們能

夠從艱難的經驗中，創造出正向且具使命

感的行為，我們就能夠開始理解這艱難經

驗帶來的意義。我們可以將我們的人生重

新架構，盡己所能幫助別人，在社會發揮

自己的那一點光和熱，我們將終能治癒自

己的傷痛，我們將可以從一個更有意義的

角度看待孩子和我們經歷的一切。而同

時，你的每一絲善念都將在宇宙中聚集，

最終強大到可以星火燎原。這樣，孩子和

你，都不虛此行。

是的，如果你換個角度體會和看待，

我們可以獲得別人沒有機會認識到的“財

富”。我們何其幸運！

唯有愛，才能讓所有人得到救贖

我的孩子得了重病，我要怎麼辦？

愛他，更愛他啊！愛，才是萬能鑰匙，是

解決一切問題的答案。面對生病的孩子，

我們需要記住的最重要事情是我們的母親

（父親）身份。家長可以陪孩子走的路是

有限的，我們要珍惜每個我們可以在一起

的當下，讓那個當下充滿幸福。讓孩子仍

然有學習的機會，讓他不斷地瞭解這個世

界，懂得更多的道理，減少他的困惑，建

立強大的內心，有自己的主見，獨立思考

和決策。（仍需註記一下，真正的愛不是

溺愛，溺愛是傷害。）

但家長脾氣不好，不夠寬容，怎麼

辦？請參考薩提爾的親子關係類圖書。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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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發現的最切實可行的改善方法。家長

也要不斷學習，改進自己，因為父母是世

界上最具挑戰的工作。在照顧昶安的後期

和安安走後，我讀了一些書。我在讀的過

程中，常常想如果我可以早點讀到就更好

了。是的，活到老，學到老。

陪伴撇步分享

孩子生病了，我們手足無措，我們要

怎麼辦？除了和病友多交流以外，我的建

議如下：

1. 請自行上網瞭解這個疾病和治療流程，

治癒機率。信任醫療團隊，但不是把孩

子丟給醫療團隊。自己的孩子，自己多

盡一份心。

2. 治療的路，注定不會平坦，特別是在疫

情大流行的現在。家長辛苦，但仍要充

滿希望。多給孩子包容，他們可能因為

藥物作用不舒服或發生性情變化，多多

理解。

3. 去瞭解你的孩子，瞭解他愛什麼。有質

量的陪伴，多陪孩子讀書，在可行的情

況下，出門走走步道，看看大自然。即

使一片小小的綠地，也會為我們的心靈

與情緒健康帶來一定的效果，讓我們緩

和焦慮和沮喪。在和孩子共處的時候，

多和孩子說出自己的想法，讓他知道你

對他的愛。家長是孩子的依靠，在孩子

無助的時候，給予他們力量。不要留遺

憾。

4. 多參加相關組織的活動。兒癌基金會組

織了很多有趣又有意義的活動，讓孩子

開心的同時，也為每個兒癌家庭留下寶

貴又溫馨的回憶。

5. 多參考心理師、音樂治療師、社工、安

寧護理師的意見，他們是專業人員，會

幫助孩子抒發內心的困惑和鬱悶；會啟

發家長認識到自己需要注意的地方和努

力的方向，帶領你消除可能的遺憾。

和那沒有解的悲傷共存

如果孩子的病最終沒能治癒，在孩子

還在的時候，不要讓恐懼壓垮你。不能治

癒的孩子，會選擇自己離開的時間。就像

前面我提到的，他們的靈魂早已安排好了

一切。昶安走之前，自己清空了大便，我

給他洗了澡。因為我急性子，在給他洗澡

的時候害他嗆到水，讓他很不舒服。他和

我約定，下次給他洗澡的時候不要這麼心

急。這之後，他走了……我再給他洗澡，

是他走後了。我對他說：「你放心！媽媽

知道你愛乾淨。這次媽媽不著急，我會慢

慢地仔細地給你擦乾淨。」聽說，人的聽

力在死後仍可以維持4小時。他應該知道，

我有遵守和他的約定。

孩子走了之後，是的，你會陷入深深

的悲傷。而這個悲傷，沒有解。因為你只

能面對現實，你再也不會見到他。你會切

身體會什麼是“痛徹心扉”。身處悲傷的

過程，我想起了尼采提出的“永恆輪回”

理論。尼采認為人生的本質是痛苦的，並

且這種痛苦不會結束。你此生的遭遇即由

你前世的遭遇引發，也會觸發你來生的遭

遇（和佛教因果理論類似）。

當然，尼采又提出了“命運之愛”的

解決辦法，即“對命運的熱愛”。這是一

種態度，即認為生活中發生的一切，包括

痛苦和損失，都是好的，或者至少是必要

的。愛上你所有的幸運與厄運，從抗拒到

看開，坦然接受。

昶安最後的時候，我和他聊到身後

事。我說：「安安！你走後，媽媽會非常

非常難過。就像現在我哭著和你說這些，

即使到了明天都會因為今天的悲傷而疲

累。這個悲傷會耗費我很多的心力。但，

媽媽要活下去。媽媽仍然需要活下去，媽

媽也會好好活下去。隨著時間的推移，也

許媽媽不會像現在這麼難過了，但你永遠

在媽媽心裡。」昶安流了眼淚，點點頭。

孩子知道，他理解你。

是的，生活還是要繼續。最後，我分

明聽到了昶安和我說：「媽媽，要好好愛

弟弟！」是的，他用意念提醒我，應該把

注意力放在仍然擁有的一切，而不是丟逝

的部分。所以，我寫了這篇文章，希望可

以為你提供一些參考和幫助。希望可以安

慰孩子在天之靈。希望兒癌家庭仍然可以

好好生活，仍然幸福。希望大家都願意力

所能及地幫助他人。

最後，衷心感謝彰基和台大醫護團

隊、學校老師、特教老師、音樂治療師、

安寧護理師、社工師、友善醫療個管師、

兒癌基金會和各社會團體、陪我們共同走

過的病友和幫助過我們的所有的人！你們

使我們即使經歷艱困，但心中仍充滿溫暖；

你們幫助我們更妥善地走完這一程，沒有

遺憾！

最後的最後 ~「安安！謝謝你來作我

的兒子！謝謝你為我做的一切！對不起，

在作媽媽的路上，我仍需不斷改進！加

油！加油！」

What is stronger than the human heart 

 ( 還有什麼能夠強過人的心 )

which shatters over and over and still lives

 ( 一次次粉碎破裂 卻仍然跳動 )

--Rupi Kaur The Sun and Her Flowers 

《太陽與她的花》

24 25

為了每一位看這篇文章的你



材料：

保久乳  200ml

吉利丁片 1 片

做法：

1. 吉利丁片泡入冰冷水，幫助軟化。

2. 把保久乳倒入鍋裡開小火。

3. 將泡軟的吉利丁片擠去多餘水分放置旁備用。

4. 保久乳冒小泡泡之後關火，迅速加入吉利丁片攪

拌至溶化。

5. 倒入耐熱容器，等待冷卻即可放入冷藏（大約 3

至 4 小時），簡單吃就很好吃，可加入喜愛的水

果丁或果醬口感更豐富唷 !

美味提案美味提案

■ 食譜撰寫及操作 / 董又綺

    審稿 / 林口長庚醫院營養師 曹雅姿

■ 食譜撰寫及操作 / 董又綺

    審稿 / 林口長庚醫院營養師 曹雅姿

材料：

南瓜半顆；切小塊

紅蘿蔔半條；切小塊

洋蔥半顆；切絲

鴻禧、雪白菇；各半

水 1200ml

調味料：鹽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電鍋是個好幫手，這道菇菇湯可是我們家寶貝的最愛，南瓜口感

綿密具有胡蘿蔔素、礦物質等營養，皮可以選擇削掉，不過，南瓜外皮可是個好寶貝，膳食纖維

多多唷 ! 加入菇菇除了口感更豐富之外，也是因為菇類高蛋白、低醣又低脂，是我們家常出現的

料理喔 ! 這道美味的南瓜菇菇湯分享給大家。

甜品奶酪不用添加鮮奶油一樣有美味不減，且使用保久乳就不用再額外加糖，吃起來沒負擔，

記得放入冷藏一定要 3 小時以上，材料簡單又爽口喔 ! 大家一定要試看看。

做法：

1. 取一個湯鍋，加入所有材料，除

了鴻禧、雪白菇一旁先備用。

2. 倒入 1200ml 水。

3. 放入電鍋，電鍋內放一米杯水等

待跳起。

4. 跳起之後放菇類，電鍋內鍋再加

一米杯水，再次等待電鍋跳起即

可加入適當的鹽巴調味。

美味美味
菇菇湯菇菇湯

美味美味
鮮奶酪鮮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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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1/01~2022/01/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1/01~2022/01/31

	 200,000	 社團法人台北大都會扶輪社 (1/13)
	 129,185	 Benevity	公益事業網站捐款	(1/21)
	 100,000	 曼迪傳播有限公司 (1/4)	 偉錚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1/12)	 曼迪傳播有限公司 (1/28)
	 80,000	 直心服務社會捐款 (1/25)
	 60,000	 魏林素絨 (1/8)	 全力專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3)	 盟晉股份有限公司 (1/27)
	 52,219	 小桌曆 -大愛心 (1/5)
	 50,000	 吳淑玲 (1/7)
	 40,000	 神兒女 (1/10)	 鍾光豐 (1/13)
	 34,330	 彩色糖霜 (1/25)
	 30,000	 無名氏 (1/7)	 裕隆行國際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1/10)	 陳美滿 (1/24)	 富興禮儀社 (1/14)	 誠毅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1/23)
	 	 無名氏 (1/28)	 無名氏 (1/22)	 李姵瑩 (1/26)	 林惠芬 (1/27)	 梁淑慧 (1/27)
	 25,000	 翁愷廷 (1/12)	 楊顗蓁 (1/12)
	 24,000	 杜小玲 (1/10)
	 20,000	 鄭秋美 (1/1)	 吳淑賢	輔導會長 (1/7)	 聖誕節禮物捐贈活動共 57人 (1/6)	 陳淑慎 (1/3)	 黃苑婷 (1/19)	 劉韋佑 (1/19)
	 	 戴強生 (1/7)	 優悅股份有限公司 (1/19)	 社團法人傅弘寬熱心服務慈善會 (1/20)	 陳重光 (1/20)	 李庠棋 (1/25)	 連香木 (1/21)
	 	 楊承蓁 (1/1)	 張淑慧 (1/18)	 鄭錦鶴 (1/19)	 謝建榮 (1/15)	 盧澤舜 (1/24)	 常揚工業有限公司 (1/26)	 張月秋 (1/27)
	 15,475	 阿川茶葉茶器 (1/25)
	 15,400	 池光昃希 (1/19)
	 15,310	 臺南市後壁區後壁國民小學 (1/17)
	 15,000	 黃一峰 (1/10)	 沈德欽 (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1)	 邱冠禎 (1/25)
	 14,000	 汪家榕 (1/25)
	 13,000	 北區大火爐 (1/7)	 樂沐制作	相聚拾光	徐莉媛 (1/28)
	 12,000	 余佳津	俞博豐 (1/10)	 李佳玲 (1/14)	 陳智仁 (1/18)	 張欽治 (1/22)	 李彥霆 (1/28)
	 11,550	 王睨閑 (1/11)
	 11,368	 孫康定 (1/1)
	 11,111	 王嘉莉 (1/1)
	 10,000	 歐陽黎薇 (1/2)	 台北市東驛獅子會 (1/7)	 國際獅子會 300B2 區	- 鼎馨獅子會 (1/8)	 慶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10)	 王麗婷 (1/11)
	 	 蒔食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13)	 蒔時苑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1/13)	 臺灣洸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3)
	 	 梁淑慧 (1/3)	 張娟娟 (1/17)	 洋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7)	 蔡萬福	等 (1/7)	許諾 (1/19)	 大興實業有限公司 (1/24)	 李純慧 (1/10)
	 	 金宏亞科技有限公司 (1/24)	 台灣恩慈股份有限公司 (1/24)	 李桂珠 (1/12)	 陳雨欣 (1/12)	 郭子嘉 (1/14)	 李奇秀 (1/14)	 李耀轟 (1/19)
	 	 謝易杰 (1/27)	 葉耀中 (1/28)	 彭珈琪 (1/27)	 許聖杰	許聖旻 (1/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7)	 董晉宇 (1/21)	 曾士玉 (1/16)
	 	 林士凱 (1/26)	 王明賢 (1/10)	 李復生 (1/19)	 羅雙霖 (1/28)	 王筑丘 (1/28)	 林敬儒 (1/19)	 熊彥超 (1/24)	 田宜庭 (1/26)	 許菀育 (1/28)
	 	 呂芝媗 (1/28)
	 8,869	 柴山迷社群 (1/24)
	 8,809	 黃珮瑜 (1/22)
	 8,000	 林禹廷	林正章 (1/20)	 林玉英 (1/24)	 盧永昌 (1/24)	 盧陳秀純 (1/24)	 吳國璽 (1/28)
	 7,500	 搞工手作餅乾 (1/27)	 徐家樂 (1/24)
	 6,666	 善心人士 (1/27)
	 6,600	 陳嬋娟 (1/17)
	 6,200	 鄭明輝 (1/31)
	 6,100	 萌牙愛心社 (1/19)
	 6,000	 沈洋銘	沈大毅 (1/4)	 楊秀夫 (1/4)	 林建仁	林銀象	林蔡雅惠 (1/1)	 謝瑋育 (1/6)	 謝鑑源 (1/5)	 林函柔 (1/7)	 郭雅鈞 (1/21)
	 	 張進豐 (1/18)	 葉瑞民	高瑞芬 (1/10)	 林富美 (1/11)	 楊秉逸 (1/5)	 楊竣富 (1/18)	 鍾睿弘 (1/28)	 龔冠宇 (1/18)	 任雯靜 (1/20)
	 	 和雅居 (1/22)	 周景笙 (1/27)
	 5,900	 小麥家烘焙坊 (1/22)
	 5,500	 許韶芸 (1/22)
	 5,400	 洪子懿 (1/10)	 賴睦友 (1/27)
	 5,200	 張耀云 (1/3)	 劉樹珩 (1/28)
	 5,020	 杜耀楠 (1/25)
	 5,000	 盧奕樺 (1/24)	 鄭秀緞 (1/2)	 周裕軒 (1/3)	 李順景 (1/4)	 郭家琦 (1/4)	 台北市景新獅子會 (1/7)	 李美惠	專區主席 (1/7)
	 	 翁杏君 (1/3)	 善心人士 (1/3)	 采盟股份有限公司 (1/5)	 蔡昀璉 (1/5)	 張貴芳 (1/4)	 連育忠 (1/6)	 何婷婷 (1/7)	 范莉苓 (1/12)
	 	 楊慧瑩	張芷晴	林婉莉 (1/10)	 劉美惠 (1/12)	 賴碧霞 (1/13)	 曹盛堯 (1/3)	 蕭宏揚 (1/3)	 陳雪觀 (1/3)	 蔡莉莉 (1/4)	 范瑞娟 (1/5)
	 	 陳錫土 (1/6)	 吳季娟 (1/6)	 李豐年 (1/6)	 林錦松 (1/6)	 陳李勤 (1/6)	 王清海 (1/7)	 陳瀅仁 (1/8)	 陳榆家 (1/8)	 蘇勢貿 (1/8)
	 	 邱筠芸 (1/11)	 陳榮鍠 (1/14)	 林琮晏 (1/11)	 林郁芯 (1/11)	 林筱霏 (1/11)	 張敬茹 (1/18)	 林美芳 (1/23)	 曾師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20)
	 	 謙成有限公司 (1/20)	 于培倫 (1/20)	 蔡靚 (1/24)	 余麗華 (1/12)	 空軍機械學校常士 85年班 111 期 (1/12)	 陳素英 (1/12)
	 	 魏宗男 (1/13)	 劉怡君 (1/12)	 莊文啟 (1/5)	 牛仰堯 (1/14)	 煌茂水產有限公司 (1/25)	 彭俊明 (1/28)	 王仁宏 (1/30)	 陳清美 (1/17)
	 	 簡綺瑩 (1/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4)	 鄭舜文 (1/28)	 林思瀚 (1/19)
	 	 練思賢 (1/9)	 王紹魁 (1/2)	 邱志偉 (1/2)	 蔡湘韻 (1/26)	 廖婉君 (1/22)	 龔麗華 (1/6)	 高長青 (1/11)	 徐銘駿 (1/31)	 許智祥 (1/1)
	 	 陳明英 (1/25)	 鄭合益 (1/19)	 程秀香 (1/18)	 李振良 (1/19)	 黃金城 (1/20)	 李虹震 (1/19)	 陳雲雀 (1/21)	 陳雲蓮 (1/21)	 劉旭家 (1/24)
	 	 王錦耀 (1/21)	 盧奕安 (1/24)	 黃雅鈴 (1/24)	 潘珊娜 (1/24)	 何素婷 (1/26)	 林新桐 (1/26)	 莊逸君 (1/26)	 巫豐林 (1/27)	 黃怡娟 (1/28)
	 	 謝旻興 (1/28)	 余育愷 (1/28)
	 4,200	 張峻源 (1/27)
	 4,153	 小麥家烘焙坊 (1/4)
	 4,050	 OKGO捐款 (1/30)
	 4,000	 吳柏鴻 (1/10)	 林絮紅 (1/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4)	 游石菁 (1/1)	 謝孟維 (1/21)	 謝孟恩 (1/21)
	 	 何國傑 (1/24)	 江子維 (1/25)	 詹詠涵 (1/25)	 林宜穎 (1/27)
	 3,800	 OKGO捐款 (1/1)
	 3,600	 洪詩惠 (1/8)	 李綉莑 (1/13)	 見新科技有限公司 (1/17)	 王振益	(1/17)	 王振哲 (1/17)	 陳映瑄 (1/22)	 黃建銘 (1/14)	 善心人士 (1/25)
	 	 黃郁淳 (1/31)	 黃士嘉 (1/28)	 蔡任軒 (1/26)	 林亞亭	鍾承佑 (1/25)	 陳俊諺 (1/31)	 楊雅筑	楊雅雯 (1/24)	 張英朋 (1/28)
	 	 林美利 (1/28)
	 3,500	 林科宇 (1/4)	 王淑品 (1/19)	 楊佳瑀 (1/3)	 楊智乘 (1/3)	 吳羽霏	吳羽喬 (1/12)
	 3,300	 黃上銓 (1/4)

徵信芳名錄徵信芳名錄 	 3,200	 陸影梅	梁如強合家 (1/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9)	 王承翰 (1/28)
	 3,196	 張吉勝	鄭雅媛 (1/5)
	 3,10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
	 3,000	 邱瑛瑛 (1/4)	 橫川義康 (1/4)	 翁甄禧 (1/4)	 台北市中華獅子會 (1/7)	 國際獅子會 300A3 區	台北市警雁獅子會 (1/7)	 無名氏 (1/6)
	 	 台北市日僑獅子會 (1/7)	 台北市遠東獅子會 (1/7)	 台北市友聯獅子會 (1/7)	 台北市光華獅子會 (1/7)	 周筠淇 (1/10)
	 	 台北市國華獅子會 (1/7)	 台北市領航獅子會 (1/7)	 台北市沐蘭獅子會 (1/7)	 周承俊 (1/5)	 台北市眾躍獅子會 (1/7)
	 	 台北市典範獅子會 (1/7)	 台北市信義獅子會 (1/7)	 台北市聯友獅子會 (1/7)	 台北市南港獅子會 (1/7)	 霍正邦 (1/8)
	 	 台北市東湖獅子會 (1/7)	 台北市古亭獅子會 (1/7)	 玳安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1/9)	 黃安睿 (1/8)	 李揚 (1/10)	 王之承 (1/10)
	 	 吳雪娥 (1/3)	 蔡芳萍 (1/3)	 簡蕭木 (1/3)	 無名氏 (1/14)	 林錫癸 (1/4)	 王瑋銘 (1/4)	 葉映汝 (1/4)	 關家莉 (1/14)	 王文中 (1/24)
	 	 張皪元 / 張崴程 (1/14)	 林南榮 (1/4)	 陳玟蒲 (1/5)	 余敏君 (1/5)	 葉嘉恩 (1/18)	 李元瑞	王元瑩 (1/5)	 許立欣 (1/6)
	 	 蘇曾味 (1/6)	 潘建村 (1/7)	 王明得 (1/7)	 賴麗純 (1/7)	 無名氏 (1/21)	 善心人士 (1/11)	 廖珮茹 (1/11)	 善心人士 (1/18)
	 	 林森建材行 (1/20)	 劉夏豪	劉寬	劉瑄	陳淑如 (1/20)	無名氏 (1/22)	 陳湘銘 (1/24)	 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 (1/20)	 鄭博升 (1/10)
	 	 吳金洲 (1/10)	 王秀蘭 (1/11)	 顏御安 (1/24)	 吳耑穎 (1/24)	 郭和讚 (1/11)	 蔡淑靜 (1/12)	 善心人士 (1/26)	 楊純如 (1/13)
	 	 黃淑華 (1/15)	 幫助癌症家庭 (1/25)	 簡豐裕 (1/29)	 吳奕璇 (1/28)	 魏鏞 (1/28)	 速比爾有限公司 (1/28)	 曾月怜 (1/21)
	 	 OKGO捐款 (1/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2)	 陳純佳 (1/21)	 林雲龍 (1/20)	 江麗雲 (1/20)
	 	 林家田園 (1/29)	 林家琪 (1/25)	 廖崇智 (1/25)	 善心人士 (1/22)	 黃意晴 (1/5)	 李晨煜 (1/2)	 夏雯娣 (1/11)
	 	 吳昱霆 (1/25)	 黃資婷 (1/27)	 許曾氣 (1/27)	 楊秋芳 (1/18)	 鍾宜蓁 (1/18)	 胡敏 (1/10)	 胡敏 (1/2)	 貝立德行銷企業有限公司 (1/16)
	 	 周梓誠 (1/25)	 梁淑儀 (1/27)	 陳家坤 (1/6)	 王重鈞 (1/14)	 凃玉玲 (1/19)	 凱興電腦有限公司 (1/14)	 李姿螢 (1/11)	 黃永漢 (1/4)
	 	 林明星 (1/17)	 蘇美月 (1/18)	 謝春猛 (1/21)	 王馨蔓 (1/21)	 張巧昀 (1/21)	 許淑真 (1/21)	 梁銘哲 (1/24)	 鄞芳美 (1/25)	 穎川堂 (1/26)
	 	 林美華 (1/26)	 呂信君 (1/26)	 蘇宸黎 (1/27)	 許連獲 (1/27)	 黃美琪 (1/27)	 李元瑞	王元瑩 (1/27)	 蘇宸漢 (1/27)	 鄭政輝 (1/27)
	 	 陳呈豪 (1/28)	 鄒家弘	呂沛穎 (1/28)
	 2,900	 王承翰 (1/20)
	 2,800	 無名氏 (1/12)	 鄭美玲 (1/1)
	 2,650	 OKGO捐款 (1/2)
	 2,600	 大千里土地公 (1/24)	 大忠里土地公 (1/24)
	 2,580	 葉宣橫 (1/14)	 黃福星 (1/22)
	 2,500	 陳世中 (1/4)	 劉成舉 (1/12)	 無名氏 (1/17)	 李善堯	任怡蕙	李為仁	李為文	李為元 (1/6)	 吳明鴻 (1/11)	 傅旭正 (1/28)	 邱于真 (1/28)
	 	 張騏全 (1/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7)	 李宗達 (1/30)	 詹鎧洋 (1/5)	 林永明 (1/25)	 劉高呈 (1/29)	 李沛晴 (1/25)
	 2,418	 莊家和	莊宏益 (1/3)
	 2,400	 李亦栢 (1/12)	 黃明雅 (1/25)
	 2,366	 林家禾 (1/19)
	 2,300	 吳書慧 (1/11)	 黃上銓 (1/24)
	 2,200	 邱保村 (1/30)	 郭翠雯 (1/21)
	 2,100	 許曉玲 (1/29)
	 2,022	 施育憲 (1/27)
	 2,020	 無名氏 (1/13)
	 2,008	 陳禹廷 (1/22)
	 2,000	 蔣雪 (1/3)	 土地公土地婆 (1/2)	 劉家霖 (1/2)	 黃錫成 (1/4)	 簡辰光 (1/4)	 黃恆逸 (1/4)	 黃文玲 (1/3)	 吳佳玲 (1/4)
	 	 張振宗 (1/4)	 洪光熙	陳靜珠 (1/4)	 臺北市私立菁英種子幼兒園 (1/4)	 台北市珍愛獅子會 (1/7)	 善心人士 (1/3)
	 	 皇廣鑄造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1/5)	 莊芸安 (1/5)	 林佳慧 (1/5)	 張冰瑩 (1/5)	 無名氏 (1/4)	 呂浚民 (1/4)	 李勇達 (1/3)
	 	 張詩韻 (1/5)	 黃全福	林品君 (1/6)	 王彥鈞 (1/6)	 無名氏 (1/6)	 方明華 (1/9)	 徐玉珍 (1/8)	 無名氏 (1/7)	 鄒凭晏 (1/7)
	 	 周惠萱 (1/10)	 鄭家洧 (1/10)	 楊志偉 (1/12)	 洪佩岑 (1/12)	 柯學哲 (1/11)	 無名氏 (1/11)	 卜祥琨 (1/12)	 陳姿穎 (1/13)	 黃鈺婷 (1/13)
	 	 陳羿綺 (1/12)	 王心慈 (1/12)	 蔡旻潔 (1/12)	 莊曉婷 (1/12)	 高宗永 (1/12)	 胡珮瑩 (1/12)	 高靜華 (1/12)	 洪曉蘭 (1/12)	 謝惠珠 (1/12)
	 	 英甲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1/12)	 莊如芳 (1/12)	 黃文玲 (1/13)	 王淑品 (1/13)	 柯朋昌 (1/3)	 蔡珠珊 (1/3)	 李振德 (1/3)
	 	 邱進任	邱王哖 (1/3)	 周阿添 (1/3)	 何湘于 (1/3)	 鄭葉密	鄭正義	鄧如珍	鄭如惠	蔡鎮成	鄭吉盛	蔡宗翰 (1/3)	 黃佳瑛 (1/14)
	 	 啟凱螺絲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 :89691941(1/3)	 徐美玲 (1/14)	 吳尚恆 (1/4)	 游惠華	劉能源 (1/4)	 陳安邦 (1/4)
	 	 唐豪局	張惠雅 (1/4)	 劉鍾春梅 (1/4)	 謝翔宇 (1/4)	 胡瀞涵 (1/14)	 衛美娟 (1/14)	 黃瀞萱 (1/14)	 李淑婉 (1/14)	 沈格祥 (1/14)
	 	 創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張凌芝 (1/14)	 王瀛屏 (1/14)	 張庭萱 (1/14)	 黃秋香 (1/14)	 鄭凱懌 (1/14)	 廖淑絹 (1/14)	 吳俊杰 (1/17)
	 	 練淑華 (1/4)	 無名氏 (1/19)	 胡瑋庭 (1/5)	 王日祺 (1/5)	 鐘心妤 (1/5)	 陳巧智 (1/5)	 孫綾子 (1/5)	 陳如潔	吳忠欽 (1/5)
	 	 何芑禛 (1/19)	 楊佳麟 (1/6)	 林惠美 (1/6)	 陳金練 (1/6)	 許增全 (1/6)	 王冠翔 (1/6)	 李竹水 (1/7)	 溫聰敏 (1/7)	 鐘志鴻 (1/7)
	 	 張嫌 (1/7)	 王建宏 (1/7)	 蔡東霖 (1/7)	 邱秉媛 (1/7)	 漢翔公司慈光社 (1/8)	 林士哲藍凱薇林璟鋒邱玉玲連金葉 (1/20)
	 	 周俊吉 (1/20)	 鄭雯心 (1/8)	 善心人士 (1/14)	 王彥閔 (1/17)	 廖施景 (1/20)	 林昱廷 (1/20)	 林昱嘉 (1/20)	 莊茜琦 (1/20)
	 	 余南興 (1/20)	 冠鼎工業有限公司 (1/20)	 周銘慶 (1/20)	 江麗蘭 (1/20)	 黃譯葶 (1/20)	 鄒靖楠 (1/20)	 遠祥國際有限公司 (1/20)
	 	 蔡玉娟 (1/20)	 王心瀚 (1/20)	 吳奇軒 (1/23)	 蘇微惠 (1/24)	 王德勳 (1/24)	 黃明熙 (1/24)	 鍾明宏 (1/20)	 蔡鄭碧娟 (1/10)
	 	 黃惠美 (1/10)	 蔡承儒 (1/10)	 無名氏 (1/10)	 黃憲宗 (1/10)	 黃寶貴 (1/11)	 蔡富枝 (1/11)	 周茂森 (1/24)	 葉炳男 (1/24)	 傅美慧 (1/24)
	 	 武晉萱 (1/24)	 善心人士 (1/24)	 林建仲 (1/24)	 林煌文 (1/24)	 蕭碧真 (1/24)	 許秀穎 (1/24)	 邱玉環 (1/24)	 趙雲蓉 (1/11)
	 	 黃錚芩 (1/11)	 黃文玲 (1/24)	 彰化縣成功高中國中部資優巡迴輔導班 (1/24)	 詹景超 (1/12)	 王淑華 (1/12)	 呂姵穎 (1/12)	 吳麗文 (1/12)
	 	 李羿鉌 (1/13)	 陳肯輝 (1/12)	 周志誠 (1/14)	 陳憲璋 (1/13)	 無名氏 (1/26)	 薛光珍 (1/26)	 趙麗麗 (1/13)	 陳華雄 (1/13)	 歐芃真 (1/13)
	 	 周志誠 (1/14)	 周志誠 (1/14)	 周志誠 (1/14)	 奇磊股份有限公司 (1/14)	 陳美秀 (1/14)	 葉侢清 (1/22)	 陳建烝 (1/4)	 薛宏明 (1/14)
	 	 徐國雄	王瑞華 (1/4)	 林志鵬	唐詠婷	林孟諴 (1/4)	 嘉鏵生技醫藥股分有限公司 (1/4)	 鴻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20)
	 	 孫譽維 (1/25)	 曾慶忠 (1/31)	 林昆翰 (1/31)	 無名氏 (1/26)	 無名氏 (1/26)	 江禹葳 (1/28)	 陳巧薰 (1/28)	 顏暉恩 (1/27)	 鄧名珊 (1/28)
	 	 吳佩珊 (1/19)	 賴映秀 (1/28)	 林雅婷 (1/31)	 古興龍 (1/31)	 陳依凌 (1/31)	 范夢軒 (1/30)	 李建民 (1/31)	 吳光六 (1/17)	 王歆絜 (1/17)
	 	 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7)	 善侑會計師事務所 (1/27)	 萬太企業有限公司 (1/17)	 林詠婕 (1/28)	 黃翊涵 (1/31)	 林宜靜 (1/17)
	 	 汪素慧 (1/17)	 余鈞婷 (1/30)	 沈明潭 (1/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5)	 溫能岳 (1/30)	 李嘉蘭 (1/4)
	 	 鍾孟樺建築師事務所 (1/24)	 鍾岳廷建築師事務所 (1/24)	 啊源 (1/30)	 石珊綺 (1/29)	 吳懿儒 (1/28)	 黃舒韓 (1/27)	 朱世傑 (1/27)
	 	 善心人士 (1/25)	 徐秉澄 (1/19)	 陳幸玫 (1/15)	 謝淳凱 (1/13)	 楠梓中埔代天府五府千歲 (1/12)	 蔡佳芳 (1/11)
	 	 林佩璇 (1/7)	 張沛昕 (1/7)	 林裕紘 (1/7)	 黃培維 (1/6)	 徐賢良 (1/6)	 王緁羚 (1/5)	 蔡裕豐 (1/3)	 林聖傑 (1/2)	 楊美玲 (1/27)
	 	 廖玲菱 (1/18)	 林佳瑩 (1/18)	 閻家琪 (1/11)	 唐天翔 (1/4)	 鍾明淵 (1/15)	 林奕丞 (1/26)	 陳雅晴 (1/26)	 林才弘 (1/26)	 張志豪 (1/19)
	 	 陳盈縝 (1/15)	 許舒婷 (1/10)	 楊曉伃	劉清標 (1/26)	 飯大廚烏日店 (1/6)	 蔣忠庭 (1/7)	 鄭功詺 (1/29)	 陳品君 (1/22)
	 	 孫定邦 (1/31)	 朱硯農 (1/29)	 林哲璋 (1/31)	 鍾伊婷 (1/11)	 王煒智 (1/13)	 賴學冠 (1/29)	 鄒世安 (1/25)	 劉宜芳 (1/18)	 藍敬 (1/19)
	 	 方馨芸 (1/14)	 得邦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1/3)	 陳氏祖先 (1/30)	 曾郁婷 (1/23)	 周雅羚 (1/31)	 王靜宣 (1/31)	 廖貝豪 (1/16)
	 	 廖英杰 (1/23)	 龐智謙 (1/21)	 施欣欣 (1/26)	 咖啡開心領 (1/22)	 謝昀芳 (1/26)	 鄧立群 (1/16)	 蕭榮志 (1/1)	 蔡佳璋 (1/18)
	 	 黃旭寬	黃承瑜 (1/18)	 黃勝燦 (1/19)	 許維晏 (1/19)	 劉孔翔 (1/20)	 李奕楨	吳梅香	李岱勳	李岱峯 (1/19)	 黃渝晴 (1/20)
	 	 友展企業有限公司 (1/19)	 陳國經	陳思瑩	魏芬媞 (1/20)	 黃錦美 (1/22)	 王穎誠 (1/22)	 鍾明璟 (1/24)	 洪秀芬 (1/22)	 盧捷 (1/24)
	 	 方惠美 (1/21)	 陳進教 (1/22)	 吳育美	陳元麒	陳元魁	陳平山 (1/21)	 蔡念庭	蔡哲維	蔡忠旗	盧淑秋 (1/21)	 曾靖雅 (1/21)
	 	 大輪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24)	 孫綺蓮 (1/24)	 陳慧婉 (1/22)	 勝興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24)	 周麗珠 (1/24)
	 	 楊佳麟 (1/25)	 宮家寶 (1/25)	 王文慶 (1/25)	 陳安邦 (1/25)	 潘宗淵 (1/25)	 林孟均 (1/25)	 王姿文 (1/25)	 蔣建智 (1/25)	 蘇立緯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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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1/01~2022/01/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1/01~2022/01/31

	 	 廖清俊 (1/20)	 蘇秀里 (1/20)	 童國誠 (1/20)	 李美莉 (1/20)	 莊麗惠 (1/20)	 周長平 (1/20)	 羅嘉寧 (1/20)	 楊兆平 (1/20)	 陳秋茹 (1/20)
	 	 林瓊華 (1/20)	 劉宜榛 (1/20)	 蘇淑英 (1/20)	 吳心硯	(1/20)	 吳心畫 (1/20)	 黃傳叡 (1/20)	 呂侑萱 (1/20)	 謝忠謀 (1/20)	 鄭姝羚 (1/20)
	 	 張嘉珍 (1/20)	 黃玉苹 (1/20)	 陳姵羚 (1/20)	 唐兆漢 (1/20)	 陳建成 (1/20)	 劉俊芬 (1/20)	 劉惠滿 (1/20)	 游玉敦 (1/20)	 洪曉珊 (1/20)
	 	 鍾政緯	黃羽溱 (1/20)	 余瑞梅 (1/20)	 唐瑞檠 (1/20)	 黃禾玲 (1/20)	 高文賀 (1/22)	 無名氏 (1/22)	 林珍里 (1/24)	 蘇旭雯 (1/24)
	 	 陳媚綺 (1/24)	 馮柏霏 (1/24)	 蔡宏祥 (1/24)	 吳建璜 (1/24)	 鄒開鑄 (1/24)	 蘇立菁 (1/24)	 劉俊亨 (1/24)	 林瓊汝 (1/24)	 林佩燁 (1/24)
	 	 胡信哲 (1/24)	 吳思宇 (1/24)	 侯嘉穎 (1/20)	 江韻如 (1/24)	 蕭清洲 (1/24)	 邱重嘉 (1/20)	 邱志玄 (1/24)	 劉立麗 (1/24)	 林素雯 (1/20)
	 	 張皓宇 (1/20)	 吳純瑛 (1/20)	 許詠涵 (1/20)	 林孟潔 (1/20)	 陳陞泓 (1/20)	 陳彥斌 (1/20)	 鄭楀澄 (1/20)	 唐慧珍 (1/20)	 廖敏辰 (1/20)
	 	 易威廷 (1/20)	 李東穎 (1/24)	 曾俊皓 (1/24)	 徐舒眉 (1/10)	 陳正達 (1/10)	 孫可宏 (1/10)	 劉張月鳳 (1/10)	 曾春梅 (1/10)
	 	 陳秀后 (1/10)	 陳奕廷 (1/10)	 林明仁 (1/10)	 夏平 (1/10)	 陳求宏	林翠貞	陳薏婷	陳顗翔	陳顗喆 (1/24)	 詹媛安 (1/10)	 黃宣凱 (1/11)
	 	 徐陳淑春 (1/10)	 王文志 (1/10)	 皇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	 曾國忠 (1/10)	 吳振豐 (1/10)	 陳鴻春 (1/11)	 邱珮玲 (1/11)
	 	 李家穎 (1/11)	 李宥融 (1/11)	 張婧淳 (1/24)	 曹雨萱 (1/24)	 温雅茹 (1/24)	 楊啟靖 (1/24)	 沈詩芸 (1/24)	 林冠伶 (1/24)	 周昱翔 (1/24)
	 	 魏志強 (1/24)	 魏宏霖 (1/24)	 康錦豐 (1/24)	 黃琦絜 (1/24)	 呂美珠 (1/24)	 林佑羚 (1/24)	 林柏穎 (1/24)	 高敏卿 (1/24)	 劉丹 (1/24)
	 	 陳玉書 (1/24)	 簡大閎	簡大盛	簡伯育	簡唯霓	簡孝安 (1/10)	 劉子綝 (1/10)	 姜雯萍 (1/10)	 邱燕雪 (1/10)	 杜諺穎 (1/11)	 許昱莉 (1/11)
	 	 鍾文魁 (1/11)	 王秀婷 (1/11)	 江金龍 (1/11)	 秦美玉 (1/11)	 盧泳瑞	盧宜和	盧林翠媛	盧銀田 (1/11)	 張兆棠 (1/11)	 李亞諭 (1/11)
	 	 陳世恩 (1/11)	 蕭伊雯 (1/11)	 無名氏 (1/24)	 宋品嫺 (1/24)	 張兆棠 (1/11)	 劉安莉 (1/12)	 吳美佐 (1/12)	 黃阿粉 (1/12)	 林春梅 (1/12)
	 	 唐韋媛 (1/12)	 蘇侯翔 (1/12)	 陳彥廷 (1/12)	 郭建豪 (1/12)	 吳淵源 (1/12)	 傅玉寶 (1/12)	 劉品妤 (1/13)	 陳清貴 (1/13)	 陳冠蓉 (1/13)
	 	 周祐年 (1/13)	 吳駿彬 (1/13)	 程紗闔家 (1/13)	 姜元靜 (1/12)	 紀曉春 (1/12)	 岩陳淺雲 (1/12)	 許美嬌 (1/12)
	 	 陳賜國 (1/12)	 陳玟伶 (1/12)	 邱竹于	邱竹婷 (1/12)	 何湘文 (1/13)	 劉羿均 (1/13)	 劉軍葵 (1/13)	 王雋琳 (1/14)	 莊宜倫 (1/13)
	 	 梁智傑 (1/13)	 陳美鑾 (1/13)	 陳建瑜 (1/13)	 詹淑幸 (1/13)	 楊姍儒 (1/14)	 曾安裕 (1/14)	 曾雅萱 (1/14)	 張瑞朋 (1/14)	 康守花 (1/14)
	 	 彭增陵	林淑珍 (1/14)	 劉白江	莊玉娥 (1/3)	 曾安民 (1/3)	 李美慧 (1/3)	 林瓊君 (1/4)	 曾麗君 (1/4)	 孫郁淳 (1/4)
	 	 顏英菊 (1/4)	 金總酒店 (1/4)	 詹川慶 (1/14)	 無名氏 (1/14)	 陳怡君 (1/14)	 江志隆 (1/14)	 張勝杰 (1/14)	 陳彥甫 (1/14)	 林正文 (1/14)
	 	 林一郎 (1/14)	 善心人士 (1/24)	 阮國誠	蘇秀玲 (1/25)	 黃秀雲 (1/15)	 王銘珠 (1/14)	 高紀芬	謝傢璘	謝傢政 (1/14)
	 	 方美琪 (1/14)	 陳君偉 (1/14)	 李雪紅 (1/14)	 潘怡安 (1/28)	 鍾佩伶 (1/27)	 洪瑜旻 (1/27)	 劉明彥 (1/26)	 買信諭 (1/23)	 陳忻言 (1/28)
	 	 善心人士 (1/25)	 劉春秀 (1/28)	 田馥綿 (1/28)	 周畇奇 (1/28)	 陳慧珊 (1/28)	 鄒宇松 (1/28)	 唐培恩	(1/28)	 唐詩涵 (1/28)
	 	 陳品宏 (1/28)	 戴家琦 (1/28)	 黃莉彥 (1/28)	 黃麗蓉 (1/28)	 林芯伃 (1/28)	 林辰恩 (1/28)	 無名氏 (1/27)	 陳珉 (1/28)	 趙哲逸 (1/28)
	 	 陳毓宣	張國樑 (1/28)	 許日桂 (1/28)	 梁瑜芮 (1/28)	 顏振勛 (1/27)	 無名氏 (1/30)	 無名氏 (1/29)	 陳慈渝 (1/29)	 李百齡 (1/28)
	 	 陳宥勳 (1/28)	 張耀中 (1/28)	 林美智 (1/28)	 劉瑞珍 (1/28)	 王文雄 (1/28)	 李錫智 (1/28)	 呂姿瑩 (1/28)	 無名氏 (1/28)	 黃彥儒 (1/28)
	 	 陳厚廷 (1/28)	 盧廷煜 (1/28)	 劉宥吟 (1/28)	 林政緯 (1/30)	 無名氏 (1/30)	 張宇璿 (1/29)	 孫柏年 (1/17)	 羅秀琴 (1/17)	 張鳳英 (1/17)
	 	 鮑麗英 (1/17)	 OKGO捐款 (1/18)	 林玉華 (1/17)	 任重	刁鵬	任立 (1/17)	 善心人士 (1/30)	 余立萬 (1/17)
	 	 沈智平 (1/17)	 施秀瑩 (1/31)	 林宜璇 (1/17)	 李奕辰 (1/17)	 浩嘉小吃店	( 三寶爸 )(1/17)	 蔣紫彤 (1/17)	 黃媛淑 (1/17)	 沈尚弘 (1/17)
	 	 OKGO捐款 (1/7)	 江國源 (1/17)	 黃哲璋 (1/17)	 OKGO捐款 (1/28)	 徐郁晴 (1/30)	 善心人士 (1/30)
	 	 蕭耕欣 (1/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7)	 徐英雲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1)	 李易叡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7)	 徐郁涵 (1/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	 潘榆喬 (1/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	 善心人士 (1/20)	 陳志緯 (1/5)	 陳碧玲 (1/30)	 巫伊婷 (1/20)	 劉宛蓉 (1/4)	 紀俞辰 (1/4)
	 	 林書羽 (1/30)	 蘇永文 (1/30)	 洪啟瑞 (1/30)	 杜名謙 (1/30)	 葉千琡 (1/29)	 林俊安 (1/29)	 陳柏源 (1/29)	 林欣茹 (1/29)	 kimi(1/29)
	 	 徐潔茹 (1/28)	 王志豪 (1/28)	 黃睬雲 (1/28)	 鄭昇銘 (1/28)	 江永泰 (1/28)	 顏玉春 (1/28)	 陳鈺雅 (1/27)	 台東天后宮媽媽祖娘 (1/27)
	 	 林垣升 (1/27)	 林子浩 (1/27)	 黃姵鳳 (1/27)	 張馨文 (1/26)	 張均亦 (1/26)	 胡聲平 (1/25)	 黃秀鳳 (1/25)	 張竣旗 (1/24)	 徐于珺 (1/24)
	 	 蔡美姿 ( 紀念 )(1/24)	 黃閃 (1/24)	 陳默樊 (1/24)	 侯盈鈞 (1/22)	 吳啟彰 (1/11)	 蔡耀華 (1/11)	 蘇永文 (1/8)	 彭維新 (1/7)
	 	 鐘英德 (1/28)	 楊梅啟新宮 (1/17)	 林靜薇 (1/16)	 劉倢妏 (1/16)	 黃嘉祥 (1/15)	 張元貞 (1/14)	 陳瓊宇 (1/13)	 李英豪 (1/13)
	 	 石崇佑 (1/13)	 簡佑 (1/12)	 謝靜宜 (1/12)	 黃玉茶 (1/11)	 孫佳筠 (1/11)	 陳秉瑞 (1/11)	 龔于弘 (1/10)	 粱家盛全家福 (1/10)
	 	 大梵天王 (1/10)	 林冠傑 (1/10)	 呂淼婷 (1/8)	 陳美臻 (1/4)	 李俞蓁 (1/4)	 謝孝則 (1/8)	 黃昭華 (1/8)	 陳俊能 (1/8)
	 	 溫淳晽 (1/7)	 童輊軒 (1/6)	 吳泓陞 (1/6)	 呂學顯 (1/6)	 碰氣 (1/6)	 陳素卿 (1/5)	 顏玉春 (1/5)	 莊惠騏 (1/3)	 許文鼎 (1/3)
	 	 施正成 (1/3)	 王初軒 (1/3)	 劉蕙心 (1/2)	 蔡東和 (1/24)	 謝諾維 (1/2)	 鄭棠允 (1/1)	 鄭棠心 (1/1)	 王雪紛 (1/2)	 夏雯娣 (1/11)
	 	 倪旭昇 (1/2)	 陳雅琪 (1/1)	 劉怡君 (1/1)	 吳冠鋕 (1/1)	 陳芸溱 (1/30)	 無名氏 (1/29)	 黃玖美 (1/18)	 鄭小姊 (1/1)	 張廷安 (1/13)
	 	 蔡永鴻 (1/7)	 游清國 (1/5)	 汪震宏 (1/27)	 鄒依蓉 (1/26)	 王傳宗 (1/31)	 李俞蓁 (1/27)	 洪明甫 (1/28)	 詹嘉琪 (1/27)	 吳雅惠 (1/9)
	 	 徐志銘 (1/27)	 楊志中 (1/3)	 羅小玫 (1/21)	 孫雅晴 (1/28)	 鄭濰寬 (1/27)	 林方妤 (1/7)	 沈彤芬 (1/29)	 陳志傑 (1/6)	 邱彥富 (1/22)
	 	 蔡昀霖 (1/13)	 吳柏毅 (1/13)	 陳思孝 (1/7)	 陳逸帆 (1/11)	 鄭存鈞 (1/7)	 魏如杏 (1/15)	 陳芳蘭 (1/25)	 邱耀生 (1/11)	 陳張鳴 (1/12)
	 	 王浿汾 (1/26)	 黃佳盈 (1/26)	 長春四面佛 (1/4)	 徐霆峰 (1/8)	 饒瑞煌 (1/25)	 墜力瑋 (1/14)	 柯良玉 (1/1)	 顏小姐 (1/20)
	 	 陳惠華 (1/2)	 曹廷偉 (1/10)	 賴東群 (1/7)	 趙映婷 (1/3)	 呂吳芬芳 (1/2)	 黃映菁 (1/2)	 戴秋香 (1/27)	 曾韋凱 (1/27)	 周仁廷 (1/1)
	 	 湯燕娇 (1/18)	 林憶純 (1/26)	 黃之宥 (1/2)	 呂美誼 (1/18)	 許竣傑 (1/18)	 張靖昊 (1/19)	 黃蜀娟 (1/19)	 黃信瑋 (1/8)	 胡寧珊 (1/23)
	 	 吳建榮 (1/29)	 游家軒 (1/5)	 温俐婷 (1/3)	 魏子易 (1/17)	 吳映嬅 (1/5)	 續培蓮 (1/16)	 陳玫夆 (1/1)	 許淑慧 (1/18)	 闕唐薇 (1/5)
	 	 謝佩蓉 (1/29)	 羅文君 (1/25)	 林叔慧 (1/31)	 李莉幼 (1/14)	 李政道 (1/23)	 林顥書 (1/11)	 楊勝邦 (1/14)	 李奇文 (1/31)	 林宗諺 (1/31)
	 	 張嘉恩 (1/20)	 黃健維 (1/29)	 陳慧如 (1/14)	 曾鈺鈴 (1/30)	 黃裕凌 (1/30)	 周煜庭 (1/23)	 甯學忠 (1/2)	 張維 (1/1)	 江麗敏 (1/28)
	 	 翁聖玉 (1/9)	 蔡崴昊 (1/1)	 陳逸霖 (1/9)	 黃彥璋 (1/6)	 王若桐 (1/31)	 鄧采婕 (1/17)	 劉紋君 (1/4)	 胡弘德 (1/18)	 賴彥凱 (1/10)
	 	 林秀鳳 (1/5)	 尤建凱 (1/1)	 劉秀滿 (1/5)	 梁凱程 (1/24)	 詹惠如 (1/18)	 明德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18)	 呂昀容 (1/18)
	 	 林宛靜 (1/18)	 林芬名 (1/18)	 徐錦鳳 (1/18)	 賴蕭富美 (1/18)	 顏苙玲	顏婕珉 (1/18)	 蔡富美 (1/18)	 鄭翠琴 (1/19)
	 	 劉有祥	吳玉英	劉奕志 (1/18)	 郭素梅 (1/19)	 謝名偉 (1/20)	 蔡鶴立 (1/20)	 陳水金 (1/20)	 黃冕 (1/19)	 楊安庭 (1/19)	 呂宗育 (1/19)
	 	 邱莉惠 (1/19)	 江弘海 (1/19)	 陳進德 (1/19)	 楊竣森 (1/19)	 王信輝 (1/19)	 邱敬琁 (1/19)	 陳高發 (1/19)	 吳憲明 (1/19)	 李淑芬 (1/19)
	 	 王成傑 (1/20)	 蔡姿宜 (1/20)	 善心人士 (1/20)	 曲雪卿 (1/20)	 林秀燕 (1/20)	 黃玉玲 (1/20)	 陳續元 (1/20)	 邱美鵑 (1/20)
	 	 魏秀鳳 (1/22)	 徐寶珠 (1/22)	 徐雅莉 (1/22)	 謝舉泉 (1/22)	 高立森 (1/21)	 鄧國士 (1/21)	 陳律學 (1/21)	 許誌原 (1/21)	 熊家瑞 (1/21)
	 	 孫李愛瑛 (1/22)	 朱汪月英 (1/21)	 蓮池山四象寺	法界看屬護法會 (1/21)	 石振輝 (1/22)	 譚秀娟 (1/24)
	 	 陶維均 (1/24)	 周裕崴 (1/24)	 林俊彣 (1/24)	 饒晴梅 (1/24)	 張軒誠 (1/24)	 王東三 (1/24)	 富邦人壽富尊通訊處 (1/25)	 張美足 (1/25)
	 	 許林美枝 (1/25)	 凌淑真 (1/25)	 楊祁𤫟 (1/25) 汪志明 (1/25) 郭欣儀 (1/25) 周文瀚 (1/25) 林文鶯 (1/25) 王惠珠 (1/25)
	 	 蕭松彬	洪瑜君 (1/25)	 大菱冷凍機械廠有限公司 (1/25)	 郭駿伯 (1/26)	 施祥青 (1/26)	 李正意 (1/26)	 黃品誠 (1/26)
	 	 高雄市私立甜甜圈幼兒園 (1/26)	 黃玉鳳 (1/26)	 汪正雄 (1/26)	 蔡淑宜 (1/26)	 張凱毓 (1/26)	 黃慶平 (1/25)	 高菁敏 (1/25)
	 	 李萬得	吳文鈞 (1/26)	 吳櫻花 (1/26)	 賴麗子 (1/26)	 梁敏惠 (1/26)	 錢姵縈 (1/26)	 甘雲霞 (1/26)	 陳永添 (1/26)	 林秋彩 (1/26)
	 	 翁霈蓉 (1/27)	 蔡宗恩 (1/27)	 茹毅紅 (1/27)	 林憲良 (1/27)	 李亞諭 (1/27)	 林志良 (1/27)	 林瓊君 (1/27)	 李燦煌	李昱鋒 (1/27)
	 	 邱美惠	林裕真	邱于珊 (1/27)	 林松柏 (1/27)	 蔡佳倫 (1/27)	 李氏 (1/27)	 黃建勇 (1/27)	 馮雪真	李瑞盈 (1/27)	 黃秋子 (1/28)
	 	 劉美杏	周經凱 (1/27)	 劉容淨 (1/28)	 陳溥楨 (1/28)	 龍德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1/28)	 陳冠至	陳妏菱	林秀盈 (1/28)	 江賢哲 (1/28)
	 	 李培金	李林依金 (1/28)	 黎心慈	蔡昆諺 (1/28)	 賴玉芳 (1/28)	 駱文晟 (1/28)	 洪美津 (1/28)	 黃義方 (1/28)	 劉佩霈 (1/28)
	 	 鄧澤霖 (1/28)	 邱麗香 (1/28)	 鄧后瑜 (1/28)	 陳佑昇	陳碩甫	陳佑姍 (1/28)	 周淑惠 (1/28)	 馬嘉駿	洪黃梅	馬暐傑	馬敬婷	馬睿澤 (1/28)
	 	 蔡亞芯 (1/28)	 聶暘 (1/28)	 蕭敏華 (1/28)
	 996	 全聯中山松江店 (1/4)	 善心人士 (1/4)
	 990	 黃武永 (1/28)

	 	 鼎正有限公司 (1/25)	 林智豊 (1/25)	 楊凱鈞 (1/25)	 洪上程 (1/26)	 黃興維 (1/26)	 王本然 (1/26)	 郭雨淳 (1/26)	 李卓穎 (1/27)
	 	 啟凱螺絲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 :89691941(1/26)	 楊賢泰 (1/27)	 高如函	高瑀函	高秩宇 (1/27)	 杜苡瑄 (1/27)	 善心人士 (1/27)
	 	 陳玉燕 (1/27)	 陳洽由 (1/28)	 吳永盛 (1/28)	 高誌鴻 (1/28)	 徐愛婷 (1/28)	 陳儀珊 (1/28)	 王喬鈺 (1/28)
	 1,985	 肯岳亞股份有限公司 (1/20)
	 1,850	 葉振翔 (1/1)
	 1,800	 吳新鈞 (1/10)	 廖庭禾 /劉懷勝 /劉牧龍 /劉芯菲 (1/12)	 串一串繞炒燒烤 (1/18)	 師盟共同學習教室 (1/26)	 郭亭佑 (1/26)
	 	 郭進欽 (1/26)	 蘇怡玲 (1/26)	 郭南君 (1/26)
	 1,688	 歐陽文 (1/29)	 廖峻威 (1/27)
	 1,620	 洪瑞志 (1/13)
	 1,600	 沈曉蓓 (1/24)	 曹英昌 (1/24)	 OKGO捐款 (1/29)	 劉基賓 (1/17)	 張怡清 (1/19)	 許維倫 (1/19)
	 1,550	 OKGO捐款 (1/9)	 張舜閔 (1/21)
	 1,500	 蔣健群	劉瑞娥	蔣偉倫	蔣瑋恩	蔣翔騰 (1/4)	 潘柔諭 (1/10)	 張家鳴 (1/11)	 享樂中壇元帥 (1/10)	 蘇玩伶 (1/2)	 張軒綺 (1/12)
	 	 呂佩純	呂依璇	呂翊綺 (1/3)	 李明易 (1/3)	 菖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1/3)	 陳怡蓁 (1/3)	 陳信辰 (1/3)	 呂信君 (1/4)	 吳永清 (1/4)
	 	 菖鴻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1/4)	 李宜家	李易叡	李宜蓁 (1/4)	 吳家威 (1/4)	 崔明貴 (1/14)	 吳雅萍 (1/14)	 姜銀和 (1/14)	 許秀月 (1/17)
	 	 陳永文 (1/14)	 楊于萱 (1/20)	 宋昊謙 (1/22)	 彭文芳 (1/20)	 羅欽賢 (1/24)	 鄭卉芸 (1/10)	 鄭丞勛 (1/10)	 無名氏 (1/10)	 侯麗梅 (1/24)
	 	 陳憲霆 (1/11)	 賴佳渝 (1/12)	 王阿雪 (1/12)	 菖源股份有限公司 (1/13)	 甘秀淑 (1/14)	 李宗倫 (1/15)	 菖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4)
	 	 無名氏 (1/26)	 邱奕達	邱王哖	邱進任 (1/28)	 高于婷 (1/27)	 朱雪珠 (1/28)	 黃金木 (1/28)	 OKGO捐款 (1/26)	 陳明媛 (1/31)
	 	 楊燿聰 (1/30)	 張碧姬 (1/29)	 吳炳泓 (1/28)	 花素蓮 (1/8)	 沈巧婷 (1/13)	 洪紹華江桓瑜 (1/11)	 張凱傑張詠淳黃慧玉 (1/10)
	 	 劉家宏 (1/23)	 尤則翰 (1/18)	 謝婉如 (1/3)	 趙家緯 (1/27)	 凌偉恩 (1/8)	 魏康瑋	魏康瑤	魏聖琪 (1/18)	 蘇于婷 (1/18)	 鍾乃宇 (1/24)
	 	 連千惠	連宇璋	連建洲 (1/21)	 鄭明興 (1/25)	 王湘琳 (1/26)	 亦唐	亦孟雪 (1/27)	 楊陳順娣 (1/27)	 何鑑哲 (1/28)
	 	 李善豪	周育榛	李為德 (1/28)	 何永裕 (1/28)
	 1,400	 黃平和	黃彥彰	蔡麗金	黃靜鈴	周雅紋	黃晨軒	黃煦宸 (1/3)	 范紫庭 (1/17)
	 1,371	 張隆勝 (1/10)
	 1,300	 OKGO捐款 (1/13)
	 1,200	 石宜靜 (1/4)	 蕭璽彧 (1/1)	 姚昱伶 (1/10)	 盧霽千 (1/10)	 羅國基 (1/10)	 楊迪華 (1/12)	 林雨祥 (1/3)	 林雯琦 (1/3)	 王玥媛 (1/17)
	 	 黃筠恩 (1/5)	 黃晨語 (1/5)	 鄒年恩	賴瑞蓮	鄒永隆	鄒鳳蘭	黃俊瑋 (1/6)	 高于婷 (1/6)	 邱淑慧 (1/7)	 蔡天從 (1/7)	 吳玲玲 (1/7)
	 	 鄭好晴 . 何庚鴻 (1/21)	 陳品蓁 (1/10)	 李元菁 (1/10)	 陳品頤 (1/10)	 林杏林 (1/24)	 林靜宜 (1/11)	 曾仁德 (1/14)	 童翠黛 (1/14)
	 	 韓寶珠	趙芯誼	趙于薇	趙翊筑	趙明龍	趙馥儒 (1/10)	 林宇華	林宇豐	林芳池	林阿瑟	李鈺慈 (1/12)	 鄭勝緯 (1/14)	 唐宜霠 (1/7)
	 	 郭振山 (1/15)	 (1/25)	 杜瓊肌 (1/17)	 韋國元 (1/30)	 王俊生 (1/25)	 徐琦淓 (1/18)	 高睿鴻	高若芯 (1/18)	 許庭維 (1/19)
	 	 張詠晴	張力文 (1/22)	 劉素惠 (1/21)	 許幼如 (1/21)	 呂鎵彣 (1/26)
	 1,111	 廖紋翊 (1/30)
	 1,100	 楊淑玲 (1/2)	 董惠如 (1/20)	 賴玉恩 (1/22)	 周培煜 (1/24)	 王又平 (1/27)	 何宜鴻 (1/18)	 吳承翰 (1/27)	 何彥霖 (1/18)	 黃馨瑩 (1/3)
	 1,020	 無名氏 (1/7)
	 1,015	 潘德旗 (1/3)	 謝沂其 (1/4)	 劉洺賢 (1/4)	 蔡苾珞 (1/11)	 無名氏 (1/26)
	 1,010	 鄒美蘭全家 (1/6)
	 1,002	 曾柏蓉 (1/28)
	 1,000	 沈昭仁 (1/2)	 梁藝馨	梁家睿	梁其葳	梁君帆 (1/3)	 李淑蓉 (1/4)	 莊桂惠 (1/4)	 葉上菁 (1/4)	 林淵欽 (1/4)	 張鈞維 (1/4)
	 	 方文波 (1/4)	 鄭色孟 (1/4)	 陳徵平 (1/4)	 高美祝 (1/4)	 統宇電研股份有限公司 (1/4)	 孫婕祐 (1/4)	 朱彥堯 (1/4)	 余美玲 (1/4)
	 	 林明宜 (1/4)	 洪西彬 (1/4)	 王宥崴 (1/4)	 林金龍 (1/4)	 沈依欣 (1/4)	 楊美雲 (1/4)	 黃子馨 (1/4)	 倪庭恩 (1/4)	 倪正杰 (1/4)
	 	 詹益能 (1/4)	 李日農 (1/4)	 劉俞旻 (1/4)	 鄭芝昀 (1/4)	 陳雪青 (1/4)	 陳志維 (1/4)	 毛良慶 (1/4)	 洪源泰 (1/4)	 詹世明 (1/4)
	 	 劉雅君 (1/4)	 蘇怡頤 (1/4)	 林美慧 (1/4)	 蕭羽秀 (1/4)	 游慧敏 (1/4)	 葉國暉 (1/4)	 澔昇國際有限公司 (1/4)	 江沛峰 (1/4)
	 	 張淑儀 (1/4)	 朱美惠 (1/4)	 林永重 (1/4)	 劉汶銘 (1/4)	 劉子欣 (1/5)	 陳苡瑄 (1/5)	 善心人士 (1/4)	 張惠晴 (1/4)	 郭怡芳 (1/6)
	 	 張智詠 (1/6)	 洪閩萱 (1/6)	 周歐元 (1/6)	 何琬婷 (1/5)	 趙伯綸 (1/9)	 林佳華 (1/8)	 鄭安余	林政宏	林靖崴林韋彤 (1/8)
	 	 黃惠雯 (1/7)	 楊忠明 (1/10)	 洪于絜 (1/10)	 劉書合 (1/10)	 無名氏 (1/7)	 林谷裕 (1/10)	 楊宗恩 (1/10)	 善心人士 (1/10)
	 	 黃培誠 (1/10)	 歐陽貞穎 (1/10)	 楊子陞 (1/10)	 龔雙慶 (1/10)	 許珮雯 (1/10)	 麥家豪 (1/10)	 麥維倫 (1/10)	 黃雪梅 (1/10)
	 	 簡苑倩 (1/10)	 林雅姿 (1/10)	 郭原宏 (1/10)	 林庭瑤 (1/10)	 陳國清 (1/10)	 陳宏曜 (1/10)	 陳逸如 (1/10)	 周子民 (1/10)	 李麗香 (1/10)
	 	 林芳至 (1/10)	 顏維志 (1/10)	 吳宗原 (1/10)	 黄珮茹 (1/11)	 潘怡君 (1/11)	 何承軒 (1/11)	 無名氏 (1/10)	 無名氏 (1/10)	 許嘉峻 (1/10)
	 	 李國鴻 (1/10)	 無名氏 (1/7)	 善心人士 (1/6)	 捐款 (1/10)	 賴慧蓉 (1/12)	 傅秀雅 (1/12)	 李政模 (1/12)	 黃淑苑 (1/12)	 無名氏 (1/12)
	 	 無名氏 (1/11)	 辛珮琪 (1/12)	 陳維堉 (1/12)	 張永聖 (1/12)	 無名氏 (1/11)	 萬美嬿 (1/13)	 田乃云 (1/12)	 陳威銘 (1/12)	 謝玲玲 (1/12)
	 	 李貴蓮 (1/12)	 陳維憲 (1/12)	 黃晟硯 (1/12)	 洪淑瑩 (1/12)	 宋弘軒 (1/12)	 楊宏基 (1/12)	 曾兆慶 (1/12)	 黃麗秋 (1/12)	 無名氏 (1/12)
	 	 黃浩耕 (1/12)	 劉益嘉 (1/12)	 高治圻 (1/12)	 江惠瑜 (1/12)	 孫永安 (1/12)	 謝秀足 (1/12)	 陳慧娟 (1/12)	 林函蓁	馬運芳	馬德華 (1/3)
	 	 張雅筑	張迪崴 (1/3)	 蔡沅峰 (1/3)	 魏秀賢 (1/3)	 蔡佳倫 (1/3)	 羅成基 (1/3)	 楊蘇敏娟 (1/3)	 黃貞毓 (1/3)	 邱金玉 (1/3)
	 	 蔡碧瑜 (1/3)	 楊坤山 (1/3)	 酆碧雲 (1/3)	 侯博文 (1/3)	 謝文鳳 (1/3)	 張凱晟	張純瑄	劉柚佃 (1/3)	 蔡梅君 (1/3)	 張皓凱 (1/3)
	 	 李振宇	李家毓	李榮政	羅密君 (1/3)	 張武雄 (1/3)	 林清榮 (1/3)	 李德明 (1/3)	 林振興 (1/3)	 賴徐錦 (1/3)	 陳春良 (1/3)
	 	 林憲仁 (1/3)	 高長慶 (1/3)	 王君豪 (1/3)	 周賜杰 (1/3)	 余素秋 (1/3)	 盛貿藝品有限公司 (1/3)	 黃弘任 (1/3)	 陳家億 (1/14)
	 	 陳裕盛 (1/14)	 劉柏敏 (1/14)	 陳怡安 (1/14)	 吳慶隆 (1/14)	 柯炳松 (1/14)	 無名氏 (1/14)	 無名氏 (1/14)	 吳林蓀 (1/14)	 張睿允 (1/14)
	 	 無名氏 (1/14)	 楊睿晴 (1/14)	 張怡婷 (1/14)	 鍾淑芳 (1/4)	 孫張單 (1/4)	 孫蕙菁 (1/4)	 徐振誠	徐振中 (1/4)	 陳廷寬 (1/4)
	 	 邱美惠 (1/4)	 無名氏 (1/14)	 陳牧元 (1/14)	 于秉辰 (1/14)	 胡秀萍 (1/14)	 歐子瑄	歐子瑞	歐子瑋 (1/14)	 吳維紋 (1/14)	 蔡超塵 (1/14)
	 	 紀銘祥 (1/14)	 陳桂緣 (1/14)	 蔡昇豪 (1/14)	 柯若妍 (1/14)	 彭惠群 (1/14)	 江隆昇 (1/14)	 林子展 (1/14)	 林子展 (1/14)	 無名氏 (1/14)
	 	 郭雅雯 (1/14)	 羅慧明 (1/14)	 呂建億 (1/14)	 柯秀婷 (1/14)	 康善生技	賴淑萍 (1/14)	 劉澤滄 (1/14)	 周子誠	周可恩 (1/14)
	 	 王明慧 (1/14)	 鄭世雄 (1/14)	 無名氏 (1/14)	 黃碧霞 (1/14)	 黃淑為 (1/14)	 林保洲 (1/14)	 高毅民 (1/14)	 莊子頤 (1/14)	 吳玉印 (1/14)
	 	 王哲雄 (1/14)	 許保民等六人 (1/14)	 文宗麟 (1/14)	 陸冠瑋 (1/14)	 黃玉英 (1/14)	 曾心怡 (1/14)	 王逸嫻 (1/14)	 楊紫彤 (1/14)
	 	 鄭楷軒	蔡淑芬	鄭明輝 (1/14)	 蔡依菱 (1/14)	 潀達有限公司 (1/14)	 無名氏 (1/14)	 顏子涵 (1/14)	 曾平毅 (1/14)	 林享億 (1/14)
	 	 陳靚 (1/14)	 吳家寬 (1/14)	 無名氏 (1/14)	 唐佐幸 (1/14)	 蔡馨儀 (1/14)	 陳慧文 (1/14)	 無名氏 (1/14)	 鍾安倩 (1/14)	 謝宥如 (1/14)
	 	 白昇永	施淑芬	白育慈	白芳瑜 (1/14)	 郭曉惠 (1/14)	 梁淑燕 (1/14)	 蕭欣羽 (1/14)	 侯孟芬 (1/14)	 吳思緰 (1/14)	 無名氏 (1/17)
	 	 周佳嫺 (1/17)	 劉柏陞 (1/4)	 小飛象	手作 (1/4)	 金大腳養生館 (1/4)	 王自義 (1/4)	 李氏 (1/5)	 林定積 (1/5)
	 	 陳劉阿美 (1/5)	 詹春花 (1/5)	 黃秋子 (1/5)	 無名氏 (1/18)	 陳麗姬 (1/18)	 陳凱歆 (1/18)	 許偉誠 (1/5)	 張采如	張慧如 (1/5)
	 	 許玉珠 (1/5)	 李信毅 (1/5)	 許麗紅 (1/5)	 李瑞真 (1/5)	 陳泰宇 (1/5)	 丁春桃 (1/5)	 楊翔任	楊淞壹	楊品寬 (1/5)	 許育誠 (1/5)
	 	 楊子藝	楊紹然	余碧雲 (1/5)	 世貿海運承攬運送股份有限公司 (1/5)	 世貿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 (1/5)	 吳美玲 (1/5)
	 	 龍德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1/5)	 林禮慧 (1/5)	 陳溥楨 (1/5)	 黃建勇 (1/5)	 光偉塗裝機械有限公司 (1/5)	 李維洲 (1/6)	 高瑋 (1/6)	
	 	 趙之潁 (1/6)	 蕭松彬	洪瑜君 (1/6)	 邱士良 (1/6)	 邱羽晞 (1/6)	 張碧如 (1/6)	 李宥柏 (1/6)	 李文雄 (1/6)	 胡彭準 (1/7)
	 	 胡再秋 (1/7)	 洪紹美 (1/7)	 李祐呈 (1/6)	 李培金	李林依金 (1/6)	 鄭文義 (1/6)	 黃孟聰 (1/6)	 范瑋庭 (1/6)	 莊詠甯 (1/6)
	 	 施蘊庭 (1/6)	 張秀媚 (1/6)	 林宣吟 (1/7)	 陳秋星 (1/7)	 趙睿成	趙守鈞	趙宇恩 (1/7)	 陳泳璟 (1/7)	 簡淑麗 (1/7)	 李文富 (1/7)
	 	 謝宜全 (1/7)	 陳張洪英 (1/7)	 陳昱璇 (1/7)	 陳立軒 (1/7)	 林彥廷	林孟翰 (1/7)	 樓雅萍 (1/7)	 許雪花 (1/7)	 江宥嫺 (1/7)
	 	 林銘勇 (1/7)	 鍾麗君 (1/7)	 塗雅淇 (1/7)	 高鈺軒	高鈺旂 (1/7)	 陳美惠 (1/8)	 劉偉行 (1/8)	 劉玟妤 (1/21)	 無名氏 (1/20)
	 	 廖堉翔 (1/19)	 徐美月 (1/8)	 姚玉菁 (1/12)	 鄧文瑜 (1/9)	 善心人士 (1/11)	 柳淑秋 (1/11)	 賴嘉偉 (1/12)	 賴婕庭 (1/20)
	 	 兒童癌症基金會 (1/14)	 江學瀅 (1/20)	 鐘美玲 (1/20)	 簡文通 (1/20)	 林春燕 (1/20)	 簡麗姑 (1/20)	 蘇士詠 (1/20)	 鍾瀚滬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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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1/01~2022/01/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1/01~2022/01/31

	 	 王柏霖	王博勳 (1/14)	 蔡孟娟 (1/14)	 高淵清 (1/14)	 吳媽曾麗美 (1/14)	 陳金英 (1/14)	 林峻興 (1/14)	 吳姿穎 (1/14)
	 	 蔡政峯 (1/14)	 蔡濬澤 (1/14)	 蔡濬謙 (1/14)	 陳月嬌 (1/14)	 鄭美惠 (1/14)	 吳國禎 (1/14)	 立欣企業有限公司 (1/14)	 游郅銳 (1/14)
	 	 曾千芬 (1/14)	 林美麗 (1/14)	 徐思穎 (1/14)	 陳瓊華 (1/14)	 林科瑋 (1/14)	 官伯釗 (1/14)	 柯虹伶 (1/14)	 林志奇 (1/14)	 許淑綺 (1/14)
	 	 黃國慶 (1/14)	 朱亭語 (1/14)	 郭智軒 (1/14)	 郭智軒 (1/14)	 無名氏 (1/14)	 陳昀姍 (1/14)	 陳若蘋 (1/14)	 郭喬柔 (1/14)	 周聖翔 (1/17)
	 	 黃坤招 (1/4)	 昱銓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1/4)	 唐瑩 (1/4)	 林書億 (1/4)	 紀明和 (1/4)	 張熒珊 (1/4)	 黃浩軒 (1/4)	 林峻寬 (1/4)
	 	 葉人瑋 (1/5)	 吳宗翰 (1/5)	 卲仲平 (1/5)	 黃馨儀 (1/5)	 許芷妡 (1/14)	 顧英珍 (1/5)	 卲麒維 (1/5)	 卲芝穎 (1/5)	 葉人豪 (1/5)
	 	 陳冠宇 (1/5)	 邱芳姿	郭家偉 (1/5)	 黃韋碩 (1/5)	 吳明澤 (1/5)	 申榮剛 (1/5)	 周佾廷 (1/5)	 任君勝企業有限公司 (1/5)
	 	 許瑞文 (1/5)	 陳聖文 (1/5)	 陳秉沅 (1/5)	 陳宥帆 (1/5)	 張淑惠 (1/5)	 李文華 (1/5)	 陸萱 (1/5)	 游銘棟 (1/5)	 周永清 (1/5)
	 	 劉修宏 (1/5)	 陳念慈 (1/5)	 王慶財 (1/5)	 陳評勻 (1/5)	 廖碧霞 (1/5)	 陶昌穗 (1/5)	 謝政育 (1/5)	 夏雲霞 (1/5)	 張家華 (1/5)
	 	 曲妍璇 (1/5)	 王偉禎 (1/5)	 廖家妙 (1/6)	 楊順賀 (1/6)	 倪慶標闔家 (1/5)	 黃崑恭 (1/5)	 沈莉媛 (1/5)	 楊錦喜 (1/6)
	 	 董佳淋 (1/6)	 董俊汶 (1/6)	 劉士加 (1/6)	 許堯卿 (1/6)	 楊益銓 (1/6)	 楊劉美鳳 (1/6)	 許素香 (1/7)	 游雅芳 (1/7)	 劉育珍 (1/7)
	 	 何雪珍 (1/6)	 高樹山 (1/6)	 林于恭	林于絹	林于敬	陳萮芯 (1/6)	 丁聖岡 (1/6)	 王清棋 (1/6)	 王銘發	吳富惠 (1/6)
	 	 鍾治蘇 (1/6)	 曾英彥	曾仁志	曾紹哲	曾韋皓	曾晟安 (1/6)	 李子成 (1/6)	 林冠亨 (1/6)	 林孟珍	莊嫚雯	莊靖雯	莊新昌 (1/6)
	 	 陳玉珍 (1/6)	 游興隆 (1/7)	 游亞詩 (1/7)	 游凌軒 (1/7)	 游竣逵 (1/7)	 游博丞 (1/7)	 陳碧霞 (1/7)	 林祐民 (1/7)	 林哲綸 (1/7)
	 	 林元鈞 (1/7)	 盧朝傳 (1/7)	 高琦姝 (1/7)	 張錦梅 (1/7)	 董孟瑤 (1/7)	 林芳瑜 (1/7)	 羅建華 (1/7)	 張莉筠 (1/7)	 郭人華 (1/7)
	 	 黃戀淑 (1/7)	 陳金精	蕭國賀	蕭宏宇	蕭加珈	蕭瑩螢	許倍瑜	蕭愃樂	蕭可 (1/7)	 莊瑩甄 (1/7)	 林錦煌	陳秋蘭 (1/7)	 邱麗香 (1/8)
	 	 鄧后瑜 (1/8)	 無名氏 (1/20)	 鄧澤霖 (1/8)	 善心人士 (1/11)	 沈文堅 (1/9)	 黃士權 (1/14)	 趙素娟 (1/20)	 周宗頡 (1/20)
	 	 方華生 (1/20)	 李宥蓁 (1/20)	 張晁阜 (1/20)	 王彥博 (1/20)	 翁禎言 (1/20)	 莊仁政 (1/20)	 莊文忠 (1/20)	 黃建鈞 (1/20)	 陳宛妤 (1/20)
	 	 張寶珠 (1/20)	 張維蓁 (1/20)	 林郭月 (1/20)	 楊蕎伊 (1/20)	 楊淑安 (1/20)	 蔡昇勳 (1/20)	 邱宗瑋 (1/20)	 黃汶霞 (1/20)	 王咏雪 (1/20)
	 	 徐毅宸 (1/20)	 陳秋香 (1/20)	 張君亦 (1/20)	 邱理甄 (1/20)	 莊惠雯 (1/20)	 林盈媺 (1/20)	 林毅誠 (1/20)	 蕭潤祺 (1/20)	 楊友香 (1/20)
	 	 張志安	黃意惠	張郁慈	張筠汝	張佑民 (1/20)	 黃姸心 (1/20)	 洪祖喨 (1/20)	 李佩珊 (1/20)	 施金賢 (1/20)	 翁慧鈴 (1/20)	 林麗芬 (1/20)
	 	 林銘宏 (1/20)	 蘇珮君 (1/20)	 楊菫華 (1/20)	 洪嘉苡 (1/20)	 錢彥蓁 (1/20)	 林旂賢 (1/20)	 郭沐桓 (1/20)	 李欣怡 (1/20)	 李皓鈞 (1/20)
	 	 廖紫婷 (1/20)	 梁彩燕 (1/20)	 戴淑惠 (1/20)	 鄭朱惠文 (1/20)	 王筱涵 (1/20)	 蕭亦翔 (1/20)	 無名氏 (1/22)	 曾芷柔 (1/24)
	 	 葉建邦 (1/24)	 魏宗崙 (1/24)	 吳美金 (1/24)	 宋浩淵 (1/24)	 張春蘭 (1/24)	 張柏松 (1/24)	 施欽閔 (1/24)	 陳帟綸 (1/24)	 陳澎璇 (1/24)
	 	 林彥辰 (1/24)	 陳信威 (1/24)	 張倫戩 (1/24)	 蔡雅琳 (1/20)	 劉孟杰 (1/20)	 陳品臻 (1/20)	 曾聖媛 (1/20)	 黃珮菱 (1/20)	 李政哲 (1/20)
	 	 王政惟 (1/24)	 王秀芬 (1/24)	 王永哉 (1/24)	 倪睿妤 (1/10)	 倪崧恩 (1/10)	 劉俊民 (1/10)	 劉子豪 (1/10)	 蕭雪如 (1/10)	 郭世崇 (1/10)
	 	 許家輔 (1/10)	 林欽泉 (1/10)	 黃麗蕙 (1/10)	 黃添修	魏曉梅 (1/10)	 黃嘉國全家 (1/10)	 林妍姿 (1/24)	 張新龍 (1/24)
	 	 鄒秋錦 (1/24)	 莊凱茵 (1/24)	 陳和慶 (1/24)	 林怡欣 (1/24)	 王麒祐 (1/24)	 李芝芸 (1/24)	 陳瀚元 (1/24)	 林陳美惠 (1/24)
	 	 游煥霓 (1/24)	 黃哲錦 (1/24)	 蔡玲娟	(1/24)	 蔡立言 (1/24)	 古恬禎 (1/24)	 許智涵 (1/24)	 麥凱傑 (1/24)	 莊惠如 (1/24)	 陳品靜 (1/24)
	 	 黎惠玲	(1/24)	 湯泰山 (1/24)	 湯懿庭 (1/24)	 湯懿安 (1/24)	 楊雅茜 (1/24)	 康錦綉 (1/24)	 陳貴英 (1/24)	 葉明珠 (1/24)	 詹景惠 (1/24)
	 	 陳重光	陳范月應 (1/24)	 陳天祐 (1/11)	 廖俊喬 (1/11)	 黃芯珮	黃芯薇 (1/11)	 馮忻蕾 (1/11)	 林亞築 (1/11)	 沈子合 (1/11)
	 	 張永萱 (1/11)	 廖士璿 (1/11)	 徐雯渟 (1/11)	 廖美潔 (1/24)	 林龍賢	林素秋 (1/11)	 林子祐	林子亮 (1/11)	 康世堅 (1/11)
	 	 吳芳珠 (1/11)	 游秀蘭 (1/11)	 鄭金婷 (1/11)	 薛富騰 (1/12)	 蔡櫻桃 (1/12)	 李啟堯 (1/12)	 呂欣	呂佳 (1/12)	 陳映羽 (1/12)
	 	 陳陽隆	陳柏瑋 (1/12)	 胡素貞 (1/12)	 莊順程 (1/12)	 施瑞展 (1/12)	 侯俊丞 (1/13)	 陳佑婷 (1/12)	 李宗諭 (1/12)	 吳亞臻 (1/13)
	 	 柳冠羽 (1/13)	 黃秉豐 (1/13)	 涂莉婷 (1/13)	 黃廷緯 (1/13)	 吳柏嵩 (1/13)	 陳通城	楊雪鍾 (1/12)	 陳律嘉 (1/12)	 陳映羽 (1/12)
	 	 陳律嘉 (1/12)	 莊智雅 (1/12)	 林忠信 (1/12)	 陳美月 (1/12)	 楊凱閔 (1/12)	 彭雅芳 (1/12)	 林玉玲 (1/12)	 郭秀玲 (1/26)	 王興琳 (1/13)
	 	 李昀欣 (1/13)	 种懿真 (1/13)	 簡玉屏 (1/13)	 林秀絹 (1/13)	 邱靖富 (1/13)	 林祈慶 (1/13)	 吳昕玹 (1/13)	 賴奕廷 (1/14)	 黃浩軒 (1/14)
	 	 詹德界	張玉紗	詹國瑞	詹士慶	詹文婷 (1/14)	 賴建銘 (1/21)	 江華瀧 (1/14)	 江豐鈦 (1/14)	 江懿庭 (1/14)	 張家禎 (1/3)	 李牽治 (1/3)
	 	 蔡麗蘭 (1/3)	 林說花 (1/3)	 高庚鑽	徐怡玲 (1/3)	 鄒文妍 (1/3)	 吳劍進 (1/3)	 林伶 (1/3)	 張憲雄 (1/3)	 李晉坪 (1/3)
	 	 張翊庭 (1/3)	 張庭宇 (1/3)	 蔡金國 (1/4)	 黃俊穎 (1/5)	 關中穎 (1/5)	 石昀夏 (1/16)	 無名氏 (1/15)	 無名氏 (1/18)	 傅丰筠 (1/14)
	 	 吳慶隆 (1/14)	 許文貞 (1/14)	 王瑋琳 (1/14)	 陳晴惠 (1/14)	 劉慧玲 (1/15)	 白華幼	黃煌釧 (1/14)	 陳季鎂 (1/14)	 江翊榕 (1/14)
	 	 陳安妤 (1/27)	 李孟潔 (1/26)	 林富榮	李玉㮼 (1/15)	 林雅敏	蔡典元	蔡克培	蔡克梵 (1/28)	 李焌瑛 (1/28)	 王妙真 (1/28)
	 	 李依潔 (1/28)	 王智勇	王柏翔 (1/28)	 劉國偉 (1/28)	 朱杏花 (1/28)	 魏玉宏 (1/28)	 徐筱涵 (1/28)	 林巧敏 (1/28)	 黃琮勝 (1/28)
	 	 周碧霞 (1/28)	 柯瑋宸 (1/28)	 林靜怡 (1/28)	 顏秀蓉 (1/28)	 趙永崴 (1/28)	 吳泓治 (1/28)	 葉姿君 (1/28)	 陳彥良 (1/28)	 吳文平 (1/28)
	 	 陳虹妤 (1/29)	 李書丞 (1/28)	 陳琡云 (1/28)	 廖昱叡 (1/28)	 鍾昊恩 (1/28)	 周敏華 (1/28)	 陳怡靜 (1/30)	 譚若怡 (1/30)	 張進益 (1/17)
	 	 何美津 (1/17)	 顏朝發 (1/17)	 孫維均 (1/17)	 OKGO捐款 (1/10)	 孫浿瑄 (1/17)	 林祐鮮 (1/17)	 黃士權 (1/28)	 廖英智 (1/17)
	 	 簡麗香 (1/17)	 OKGO捐款 (1/3)	 劉千翡 (1/17)	 郭素貞 (1/17)	 曾婉慈 (1/17)	 郭蕙英 (1/27)	 張琬淇 (1/23)	 楊芷雅 (1/23)
	 	 蔡一志 (1/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6)	 aiko(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5)	 呂翊綸 (1/31)	 李名琪 (1/31)	 陳慧嫺 (1/31)
	 	 程裕權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6)	 潘莉珺 (1/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	 mimi(1/21)
	 	 楊榆品 (1/20)	 李國榕 (1/20)	 邱巧玲 (1/30)	 高雄小港張秋月 (1/20)	 張慧美 (1/20)	 何佳容 (1/20)	 李妍融 (1/4)	 蔡佳玲 (1/4)
	 	 許嘉珊 (1/30)	 何睿菁 (1/30)	 張瑋珊 (1/29)	 黃慧美 (1/29)	 林誌鑫 (1/29)	 張裕偉 (1/29)	 曾秀涓 (1/29)	 黃榆媗 (1/28)	 張芸溱 (1/28)
	 	 李國榕 (1/28)	 陳夢燕 (1/28)	 楊豐懋 (1/28)	 聯峰工礦股份有限公司 (1/28)	 涂于婷 (1/27)	 陳定檒 (1/27)	 陳秉瑞 (1/27)	 lynn(1/27)
	 	 古益成 (1/27)	 林燕玉 (1/26)	 張裕偉 (1/26)	 黃准予 (1/25)	 曾姮瑤 (1/25)	 陳秉瑞 (1/25)	 徐一中 (1/24)	 陳慧嫺 (1/24)	 程裕權 (1/24)
	 	 莊雄傑 (1/24)	 李柔蒂 (1/24)	 黃姵榕 (1/24)	 潘淑麗 (1/24)	 鄧竣豪 (1/19)	 呂秋燕 (1/19)	 游義欽 (1/23)	 劉佳妮 (1/23)	 陳暐翰 (1/23)
	 	 陳昱辰 (1/23)	 孫豐澤 (1/22)	 蔡宇學 (1/22)	 洪文進 (1/21)	 楊峻奇 (1/19)	 廖文志 (1/18)	 陳慧嫺 (1/18)	 程裕權 (1/18)	 陳永秦 (1/18)
	 	 李有城 . 葉新瑜 (1/18)	 胡茹瀞 (1/8)	 李怡臻 (1/7)	 鐘英德 (1/9)	 姜凱勛 (1/27)	 卓德偉 (1/17)	 潘炎華 (1/17)	 崔倬豪 (1/16)
	 	 陳立銘 (1/16)	 張仲豪 (1/15)	 許雅婷 (1/15)	 陳又嘉 (1/15)	 廖帷媗 (1/15)	 李佩怡 (1/15)	 林侑稼 (1/15)	 黃卉婷 (1/15)	 詹秦蘢 (1/14)
	 	 吳承恩 (1/14)	 徐雅瑟 (1/14)	 李偵玉 (1/13)	 簡秋蘭 (1/13)	 賴如琳 (1/13)	 吳金釵 (1/13)	 劉芮慈 (1/13)	 林奕廷 (1/13)	 謝智任 (1/13)
	 	 彭緯宸 (1/12)	 詹勝惠 (1/12)	 善心人士 (1/12)	 tukaichi(1/12)	 木木 (1/11)	 江亭鋒 (1/11)	 邱振展 (1/11)	 李怡靜 (1/11)
	 	 吳瑞展 (1/10)	 崔正宇 (1/10)	 陳慧嫺 (1/10)	 程裕權 (1/10)	 葉薰仁 (1/10)	 吳佳祐 (1/9)	 黃瑋如 (1/9)	 吳奕勳 (1/9)	 陳瑞杰 (1/8)
	 	 李名琪 (1/8)	 吳冠賢 (1/8)	 詹富傑 (1/8)	 洪睿謙 (1/7)	 曾韋凱 (1/6)	 林氏金同派系 (1/6)	 蔡鎔至 (1/6)	 廖靜茹 (1/6)
	 	 賴怡婷 (1/6)	 elaine(1/6)	 張霽 (1/5)	 蔡宜庭 (1/5)	 金湘齡	黃仲生 (1/5)	 古益成 (1/5)	 陳秉瑞 (1/5)	 林秋足 (1/5)
	 	 何惠鵑 (1/5)	 黃俐嘉 (1/5)	 黃金鈺 (1/5)	 周宛儒 (1/28)	 周育誠 (1/28)	 陳慧嫺 (1/3)	 程裕權 (1/3)	 陳伽磬 (1/1)	 黃義全 (1/27)
	 	 黃義全 (1/3)	 黃高麗鳳 (1/2)	 賴奇易 (1/21)	 賴奇易 (1/5)	 陳可潔 (1/6)	 彭柏森 (1/6)	 蔡東和 (1/15)	 廖建智 (1/23)	 陳科榤 (1/2)
	 	 郭承鑫 (1/8)	 林珉如 (1/30)	 林珉如 (1/11)	 引誠股份有限公司 (1/11)	 皇國股份有限公司 (1/11)	 彭健珉 (1/2)	 蕭維倫 (1/1)
	 	 林俊儒 (1/1)	 陳楷綸 (1/1)	 張潭鈞 (1/1)	 王媛慧 (1/30)	 洪兆威 (1/7)	 林栴緦 (1/10)	 劉美月 (1/5)	 謝明勳 (1/1)	 張淑娟 (1/18)
	 	 洪侯月 (1/18)	 簡秀華 (1/18)	 洪笙凱 (1/3)	 吳信緯 (1/30)	 曾渝鈞 (1/29)	 王傳宗 (1/5)	 蕭安妤 (1/4)	 陳有貫 (1/4)	 蔡玉鑾 (1/4)
	 	 宋建煌 (1/29)	 蕭羽晴 (1/28)	 張珮芹 (1/16)	 吳靜芬 (1/27)	 陳小真 (1/11)	 林連興 (1/6)	 謝珮甄 (1/31)	 李清樹 (1/23)	 廖巧嵐 (1/11)
	 	 李豐宇 (1/9)	 林泉昱 (1/30)	 簡宏恩 (1/5)	 黃淑貞 (1/19)	 林雯淇 (1/4)	 象神花坊 (1/3)	 翁珮瑜 (1/10)	 黃冠翰 (1/2)	 翁馨圩 (1/12)
	 	 郭冠宏 (1/17)	 葉書誠 (1/26)	 陳俊源 (1/30)	 陳樂頤 (1/1)	 陳文忠 (1/12)	 李美仁 (1/24)	 WeTrip(1/28)	 陳建宏 (1/30)	 廖欣塘 (1/14)
	 	 何明彥 (1/8)	 黃培維 (1/20)	 呂欣積 (1/18)	 呂典樺 (1/18)	 吳陳一枝 (1/18)	 陳張月星 (1/18)	 洪熙閑 (1/18)
	 	 洪辰諭 (1/13)	 洪秋忠 (1/26)	 陳敏 (1/14)	 李佳樺 (1/6)	 陳品侖 (1/11)	 陳妍孜 (1/2)	 洪茉喬 (1/18)	 郭羽庭 (1/18)	 郭俊宏 (1/18)
	 	 林栛伃 (1/18)	 楊益瑞 (1/18)	 王意嫺 (1/25)	 林黃金菊 (1/2)	 吳青穗 (1/19)	 尤立文 (1/10)	 楊雅苓 (1/4)	 王庭玉 (1/11)	 顏梅如 (1/11)

	 983	 彰基兒癌病房 (1/18)
	 900	 孫立穎 (1/13)	 OKGO捐款 (1/12)	 郭泰麟 (1/9)	 鄒效祥 (1/23)	 李素玫 (1/25)	 蔡璇如 (1/26)
	 888	 林照貴 (1/23)
	 875	 王震燦 (1/14)
	 850	 林鄭靜瑞 (1/12)	 林煌 (1/12)
	 800	 曹嘉仁 (1/9)	 鄭美如 (1/10)	 蔡淑隆 (1/10)	 蘇政泓 (1/10)	 黃群凱 (1/10)	 陳哲憲 (1/10)	 徐秀子 (1/11)	 蔡淑真 (1/12)	 高豪志 (1/12)
	 	 李涒雯 (1/4)	 吳文傑 (1/5)	 范綱欣 (1/5)	 林千芮 (1/5)	 林保仁 (1/20)	 金晴有限公司 (1/24)	 蔣若涵 (1/24)	 陳日慶 (1/10)
	 	 劉東慶 (1/24)	 陳秋美 (1/24)	 許雪梅 (1/13)	 詹雁雲 (1/14)	 善心人士 (1/21)	 田雅文 (1/20)	 OKGO捐款 (1/8)
	 	 OKGO捐款 (1/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8)	 簡佑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	 liang(1/29)	 曹依婷 (1/28)
	 	 徐雅玲 (1/27)	 韋國元 (1/24)	 顏嘉緯 (1/11)	 陳玟秀 (1/2)	 王俊生 (1/14)	 洪明甫 (1/5)	 樹林草本蔬果俱樂部 (1/31)	 許明哲 (1/28)
	 	 許明敏 (1/28)	 許鶴文 (1/28)	 許正記 (1/28)	 潘慧玲 (1/28)
	 792	 袁明政 (1/6)
	 750	 善心人士 (1/5)	 善心人士 (1/8)	 李政昕 (1/4)	 李俊勳 (1/4)	 陳澄霞 (1/20)	 林宗模 (1/20)	 璿灃營造 (1/24)
	 73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硏究所學會 (1/26)
	 721	 吳堉帆 (1/12)
	 715	 廖珮雯 (1/13)
	 702	 張桂松 (1/7)
	 700	 張綉春 (1/4)	 江宜梅 (1/4)	 廖姻斐 (1/4)	 曹斯婷 (1/9)	 洪綺鴻 (1/14)	 陳嘉妮 (1/14)	 洪江坤 (1/5)	 李彩筠 (1/7)	 黃義盛 (1/7)
	 	 陳君涵 (1/20)	 彭秄齊 (1/12)	 OKGO捐款 (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4)	 張清泉	褚麗卿 (1/19)
	 	 小魚兒服飾	鄭雅芳 (1/21)
	 666	 林志明 (1/3)
	 660	 周秉濂 (1/20)	 周承葦 (1/20)
	 650	 郭雨淳 (1/26)
	 632	 張軒宇 (1/29)
	 600	 江毅生 (1/4)	 廖宸毅 (1/4)	 謝佳妤 (1/4)	 葉耿華 (1/4)	 盧茗蓁 (1/4)	 翁蘭娜 (1/4)	 蔡安琪 (1/4)	 鄭雅君 (1/10)	 張玉明	(1/10)
	 	 李期陽 (1/10)	 陳梅雪 (1/10)	 儲玉媛 (1/10)	 楊淑媛 (1/10)	 吳欣曈 (1/10)	 吳淑靜 (1/10)	 林宜君 (1/10)	 李慧敏 (1/12)	 林勳爵 (1/12)
	 	 陳銀英 (1/12)	 曹馨心 (1/12)	 王雲寶 (1/3)	 三寶弟子 (1/3)	 謝明憲 (1/14)	 陳澤愷 (1/14)	 朱秋燕 (1/4)	 陳俞妏 (1/4)	 劉宇 (1/14)
	 	 黃禹霏 (1/14)	 黃春景 (1/14)	 賴建行 (1/14)	 曾楷諭 (1/14)	 曾楷澄 (1/14)	 無名氏 (1/14)	 曾鈺倫 (1/14)	 正鑫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1/14)
	 	 謝媛惠 (1/5)	 呂奕穎 (1/5)	 蔡宜珊 (1/5)	 黃翊宸 (1/5)	 王惠民 (1/5)	 曾嘉祥 (1/6)	 李方喆 (1/7)	 李蓁宜 (1/7)	 王淑靜 (1/20)
	 	 施夙芬	郭昱岑 (1/20)	 莊涵雯 (1/20)	 陳瑞玉 (1/24)	 蔡依雯	(1/24)	 吳禹潔 (1/24)	 葉姿君	葉佳玟	葉俊廷 (1/10)	 黃國輝 (1/24)
	 	 李慧貞 (1/24)	 許安其 (1/24)	 蘇國維 (1/24)	 黃麗華 (1/10)	 羅秀珍 (1/12)	 張芷瑄 (1/12)	 吳明獻 (1/13)	 姚委武 (1/13)	 周寶賢 (1/3)
	 	 呂欣泰 (1/3)	 善心人士 (1/22)	 善心人士 (1/20)	 劉欣潔 (1/28)	 陳奇聰 (1/28)	 黃瑞菊 (1/28)	 陳桂美 (1/28)
	 	 OKGO捐款 (1/15)	 OKGO捐款 (1/6)	 李彥璋 (1/30)	 陳怡蓁 (1/30)	 徐英哲 (1/30)	 趙妞妞 (1/23)	 黃聖淵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6)	 鄭明峰 (1/28)	 徐珞菲 (1/20)	 吳聰明 (1/20)	 林宜儒 (1/30)	 陳巧紜 (1/4)
	 	 柯秀瑜 (1/29)	 鄭昇翔 (1/28)	 鄭寬財 (1/27)	 戴晉得 (1/25)	 王俊憲 (1/24)	 王承翰 (1/11)	 張畇菲 (1/11)	 曹宇妏 (1/11)	 劉彥村 (1/6)
	 	 蔡翔亦 (1/6)	 黃富麟 (1/5)	 陳怡伽 (1/3)	 曾怡雯 (1/10)	 曾怡雯 (1/10)	 郭承鑫 (1/30)	 葉峻嘉 (1/2)	 林沛鈺 (1/16)	 陳力賓 (1/5)
	 	 陳怡孜 (1/5)	 李俞蓁 (1/22)	 李俞蓁 (1/10)	 李俞蓁 (1/25)	 蕭家景 (1/29)	 黃益宏 (1/25)	 劉忠和 (1/8)	 莊欣穎 (1/24)	 張雅綾 (1/27)
	 	 葉品宏 (1/27)	 陳依玲 (1/10)	 侯懿瑄 (1/28)	 陳冠頴 (1/23)	 嚴艾宸 (1/21)	 許巧穎 (1/31)	 吳亭毅 (1/12)	 江純瑋 (1/27)	 蔡金花 (1/4)
	 	 薛靜淑 (1/1)	 李燿安 (1/30)	 吳芃霖 (1/23)	 張嘉琦 (1/24)	 張馨方 (1/26)	 謝欣 (1/25)	 王藝錚 (1/21)	 朱美樺 (1/28)	 吳夢蝶 (1/15)
	 	 夏莉淇 (1/18)	 溫麗華 (1/19)	 劉宜政 (1/19)	 簡志宇 (1/19)	 蔡博儒 (1/20)	 許文翰 (1/21)	 鐘月香 (1/24)	 林敬凱	陳美玉 (1/24)
	 	 張佩真 (1/25)	 王騰慶 (1/26)	 郭家維 (1/26)	 彭湘凌 (1/27)	 林詩涵 (1/28)	 楊春明 (1/28)	 張郁翎 (1/28)
	 599	 張雅茹 (1/14)
	 575	 育才安親班 (1/21)
	 563	 蕭佑卉 (1/4)
	 560	 吳昱萱 (1/28)
	 555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1/24)
	 550	 OKGO捐款 (1/4)
	 521	 李宇雯 (1/20)
	 520	 簡苡釩 (1/4)	 洪子晴 (1/10)	 康鑫五金公司 (1/26)
	 500	 楊嘉齊 (1/4)	 林子嘉 (1/4)	 林駿典 (1/4)	 鄭幸宜 (1/4)	 鄭喬芳 (1/4)	 蔡宗明 (1/4)	 吳淑敏 (1/4)	 陳志勇 (1/4)	 李麗玉 (1/4)
	 	 林福海 (1/4)	 林志學 (1/4)	 林志鴻 (1/4)	 陳意文 (1/4)	 楊文凱 (1/4)	 王得中	(1/4)	 王郁雯 (1/4)	 王郁茜 (1/4)	 蔡儀勳 (1/4)
	 	 蔡儀潔 (1/4)	 陳建志 (1/4)	 汪麗娟 (1/4)	 朱馮佑 (1/4)	 潘怡君 (1/4)	 金之華 (1/3)	 張歆苡 (1/4)	 楊菀甄 (1/4)	 劉美琪 (1/4)
	 	 陳柏安 (1/4)	 陳忠佑 (1/4)	 高健誠 (1/4)	 顏志蕙 (1/4)	 李子晴 (1/4)	 吳譿軒 (1/4)	 李曼駖 (1/4)	 李曜廷 (1/4)	 陳逸君 (1/4)
	 	 王俊凱 (1/4)	 廖婉喻 (1/4)	 莊璧霞 (1/4)	 黃莉玲 (1/4)	 呂振榮 (1/4)	 陳淑薇 (1/4)	 李順良 (1/4)	 盛子語 (1/4)	 蕭羽秀 (1/4)
	 	 蕭亦汝 (1/4)	 林重義 (1/4)	 陳爾杰 (1/4)	 林艷秋 (1/4)	 林心筠 (1/4)	 賴玟吟 (1/4)	 金玄宮 (1/4)	 王辛翠 (1/4)	 陳麗英 (1/4)
	 	 無名氏 (1/4)	 善心人士 (1/1)	 財團法人中華 (1/4)	 吳詠芯 (1/5)	 郭蕙英 (1/1)	 廖柏順 (1/4)	 善心人士 (1/5)	 葉艷屏 (1/2)
	 	 蔡佩君 (1/3)	 善心人士 (1/5)	 彭惠敏 (1/5)	 翁順吉 (1/5)	 王文娟 (1/10)	 無名氏 (1/8)	 張曉君 (1/7)	 李東哲 (1/10)	 楊淳米 (1/10)
	 	 沈軒 (1/10)	 林美伶 (1/10)	 無名氏 (1/7)	 趙美惠 (1/10)	 魏聖洲 (1/10)	 林玉梅 (1/10)	 郭又誠 (1/10)	 洪佳純 (1/10)	 林素瑱 (1/10)
	 	 陳保穎 (1/10)	 黃金藏 (1/10)	 李冠廷 (1/10)	 李冠德 (1/10)	 高亦萱	張耕輔	張語岑 (1/10)	 林心筠 (1/10)	 韓璧雲 (1/10)	 汪祐任 (1/10)
	 	 黃翠芳 (1/10)	 黃昱仁 (1/10)	 郭芬玲 (1/10)	 盧垠城 (1/10)	 林映君 (1/10)	 陳維中 (1/10)	 陳林澤 (1/10)	 楊思倫 (1/10)	 鄭雅文 (1/10)
	 	 張瑞文 (1/10)	 張秀娟 (1/10)	 簡華霖 (1/10)	 胡德寬 (1/10)	 邱雅怡 (1/10)	 洪銘傳 (1/10)	 陳蕙珍 (1/10)	 游珍菁 (1/10)	 陳健字 (1/10)
	 	 黃馨諄 (1/10)	 洪楷婷 (1/10)	 余欣宸 (1/11)	 湯凱程 (1/11)	 湯健業 (1/11)	 隆升和有限公司 (1/11)	 高詩惟 (1/12)	 陳佳彥 (1/12)
	 	 高振傑 (1/12)	 高詩雅 (1/12)	 陳佳綺 (1/12)	 林小玉 (1/12)	 羅貞玲 (1/12)	 潘麗雅 (1/12)	 黃翠萍 (1/12)	 李秋冬 (1/12)	 陳宗銓 (1/12)
	 	 陳雋安 (1/12)	 陳怡君 (1/11)	 李依玲 (1/12)	 蘇麗珍 (1/12)	 吳淑玉 (1/12)	 曾姿玉 (1/12)	 陳樂沁 (1/12)	 黃裕家 (1/11)	 鄧東杰 (1/9)
	 	 陳振武 (1/13)	 林志奇 (1/13)	 郎亞玲 (1/12)	 林佑寯 (1/12)	 黃宏達 (1/12)	 鄭莉芸 (1/12)	 蔡馨儀 (1/12)	 陳勁宇 (1/12)	 陳博元 (1/12)
	 	 林芯亦 (1/11)	 陳子騰 (1/12)	 林睿勝 (1/12)	 賴玉婷 (1/12)	 楊銘昭	(1/12)	 李品琪 (1/12)	 湯儒彥 (1/12)	 潘國柱 (1/12)	 周宥慧 (1/12)
	 	 黃淑惠 (1/12)	 慧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1/12)	 陳奎彰 (1/12)	 宏展通訊行 (1/12)	 郭育秀 (1/12)	 郭以婷 (1/12)	 黃韋嘉 (1/12)
	 	 王秀婷 (1/3)	 藍若慈 (1/3)	 梁容禎 (1/3)	 莊孟育 (1/3)	 紀翠華 (1/3)	 王國元 (1/3)	 謝有貴 (1/3)	 葉啟斌 (1/3)	 賴漢聲 (1/3)
	 	 無名氏 (1/3)	 李萬得	吳文鈞 (1/3)	 李秉諭 (1/3)	 李昌諭 (1/3)	 謝正忠 (1/3)	 吳素珍 (1/3)	 張庭瑋 (1/3)	 黃松柏 (1/3)
	 	 鄧皚蓮 (1/3)	 陳軍翰 (1/3)	 紀美踧 (1/3)	 紀耀宗 (1/3)	 洪慧敏 (1/3)	 傅玉燕 (1/14)	 邱榮澄 (1/14)	 劉汝南 (1/24)	 廖禾豐 (1/14)
	 	 劉珮璋 / 李淑韻 /李淑瀛 /劉肇昀 (1/14)	 曾睿偉 (1/14)	 黃炳憲 (1/14)	 劉淑寧 (1/14)	 詹達明 (1/14)	 劉淑寧 (1/14)	 陳淑婷 (1/14)
	 	 楊小唯 (1/4)	 高筱媛 (1/14)	 彭光華 (1/4)	 陳于毅 (1/14)	 林欣妤 (1/14)	 官佳蓉 (1/14)	 黃鈺高 (1/14)	 無名氏 (1/14)	 梅元光 (1/14)
	 	 楊芷琁	楊允瑭 (1/14)	 蕭郁帆 (1/4)	 許康欣 (1/4)	 于乃亨 (1/4)	 曹立中 (1/4)	 紀彣欣 (1/4)	 柯宏偉 (1/4)	 蕭柏凱 (1/4)
	 	 楊逸飛 (1/14)	 彭婕妤 (1/14)	 蔡逢原 (1/14)	 劉育豪 (1/14)	 王鈴晴 (1/14)	 張雅粢 (1/14)	 倪金蓁 (1/14)	 李裕卿 (1/14)	 黃雅祺 (1/14)
	 	 林俊宏 (1/14)	 陳祈儒 (1/14)	 吳素寬 (1/14)	 林文華 (1/14)	 陳俊伊 (1/14)	 吳建彤 (1/14)	 楊于嫺 (1/14)	 陳晴惠 (1/14)	 許壽文 (1/14)
	 	 林伊蘋張名廣 (1/14)	 簡君倫 (1/14)	 彭天榮 (1/14)	 陳幸足 (1/14)	 林啟祥 (1/14)	 無名氏 (1/14)	 洪瑱齋 (1/14)	 陳志宏 (1/14)
	 	 林筱臻 (1/14)	 莊美吟 (1/14)	 蘇敏慧 (1/14)	 李采蓁 (1/14)	 廖麗華 (1/14)	 林財旺 (1/14)	 高惠玲 (1/14)	 曾敏智 (1/14)	 洪瑋蔆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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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1/01~2022/01/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1/01~2022/01/31

	 	 邱玉茹 (1/8)	 劉彥廷 (1/30)	 吳仰哲 (1/2)	 吳秋怡 (1/29)	 陳建誠 (1/18)	 陳舒瑜 (1/6)	 林海鵬 (1/11)	 林建瓊 (1/6)	 邱桂珍 (1/11)
	 	 蔡雅鈴 (1/11)	 彭冠怡 (1/18)	 陳宥憓 (1/12)	 蔡金土 (1/21)	 洪永紀 (1/8)	 陳誼謹 (1/11)	 林永賢 (1/24)	 王士豪 (1/1)	 張欽棠 (1/1)
	 	 陳文樑 (1/3)	 陳杏雯 (1/16)	 呂神柱 (1/2)	 許怡芳 (1/3)	 巫承達 (1/1)	 黃貞珍 (1/27)	 楊弘達 (1/11)	 楊文助 (1/29)	 陳昭宜 (1/18)
	 	 周金德 (1/18)	 徐銘澤 (1/18)	 洪博彥 (1/18)	 林素蘭 (1/18)	 巫穎翰 (1/18)	 游素珍 (1/19)	 葉王愛 (1/19)	 尹勇傑 (1/19)	 蔡英玟 (1/19)
	 	 黃柏綱 (1/19)	 黃昌川 (1/19)	 王椒珍 (1/20)	 林建亨 (1/20)	 詹月華 (1/20)	 陳月嬌 (1/20)	 洪麗麗 (1/20)	 蕭立苹	徐語彤 (1/20)
	 	 黃梅貞 (1/20)	 張沐晅 (1/20)	 高德箐 (1/20)	 徐文曾 (1/20)	 賴予晴 (1/20)	 陳玟伶 (1/20)	 李國偉 (1/20)	 李玉環 (1/22)	 曾世濬 (1/21)
	 	 劉映廷 (1/21)	 許珮綺 (1/22)	 許合尹 (1/21)	 陳春津	陳盈君	陳宏傑	陳維婷 (1/21)	 陳羅彩雲	陳靜文	陳炏明	陳逸樺	陳星儀 (1/21)
	 	 王郁玟 (1/21)	 劉映岑 (1/21)	 徐慧中 (1/21)	 蕭岳聰 (1/21)	 陳瓊年 (1/22)	 陳世文 (1/24)	 陳芝蓮	陳敬文 (1/24)	 王映方 (1/24)
	 	 侯宗熙 (1/24)	 周昆宜 (1/24)	 趙名慧 (1/24)	 陳素梅 (1/24)	 政昌汽修廠	葉奕甫 (1/24)	 洪榆晴 (1/24)	 陳狩德	陳妙鈴 (1/24)
	 	 陳素華 (1/25)	 于宗申 (1/25)	 于建培 (1/25)	 王思云 (1/24)	 劉玉珊 (1/24)	 沈啟文 (1/24)	 葉奕鴻 (1/24)	 紀翠華 (1/25)	 陳立翰 (1/25)
	 	 于宗弘 (1/25)	 趙瑩 (1/25)	 紀美踧 (1/25)	 紀耀宗 (1/25)	 曾傳明 (1/25)	 楊和基 (1/25)	 李有連 (1/25)	 陳美雪 (1/25)	 楊子乂 (1/25)
	 	 蔡嫻曄 (1/26)	 李文華 (1/26)	 許瑞文 (1/26)	 吳昕穎 (1/26)	 鄧宏義 (1/26)	 許偉儀 (1/26)	 孫積儀 (1/26)	 陳玉棠 (1/26)	 黃浩軒 (1/26)
	 	 蔡鋌鏵 (1/26)	 康聿寧 (1/26)	 陳一仁 (1/26)	 林欣妤 (1/26)	 劉士緯 (1/26)	 劉憲祥 (1/26)	 羅方琪 (1/26)	 陳郁憓 (1/26)	 陳佳雯 (1/26)
	 	 朱瑞月 (1/27)	 朱虔儀 (1/26)	 蔡依綸 (1/27)	 沈秀連 (1/27)	 陳桂子 (1/27)	 林文雄 (1/27)	 翁瑋婷 (1/27)	 蔡宜霓 (1/27)	 蔡尚恩 (1/27)
	 	 袁慧蘭	鄭信鴻	鄭鈺勳	鄭鈺晟 (1/27)	 蔡宗憲 (1/27)	 溫承勳 (1/27)	 劉世平 (1/27)	 曾子瑞 (1/27)	 吳華宗 (1/27)	 卲麒維 (1/28)
	 	 卲芝穎 (1/28)	 蔡淑敏 (1/27)	 陳宥睿 (1/27)	 楊瓊雅 (1/27)	 翁霈琪 (1/27)	 莊浩峰 (1/27)	 楊碧玉 (1/27)	 蔡宜蓁 (1/27)	 鄭碧娥 (1/27)
	 	 溫憲堂 (1/27)	 沈文堅 (1/27)	 饒瑞士 (1/27)	 周育如 (1/28)	 李松樺 (1/28)	 阿貓手工坊	所有訂購人 (1/28)	 黎高興 (1/28)	 王璿瑋 (1/28)
	 	 余毓敏 (1/28)	 顧英珍 (1/28)	 卲仲平 (1/28)	 余謝輝 (1/28)	 陳學銘 (1/28)	 呂亦凡 (1/28)	 黃浩軒 (1/28)	 張惠敏 (1/28)	 吳義南 (1/28)
	 	 邱嬿儒 (1/28)	 安雲香 (1/28)	 葉文秀 (1/28)	 梁儀萱 (1/28)	 李明宗 (1/28)	 張熒珊 (1/28)	 徐季英	張文秀 (1/28)	 李佳心 (1/28)
	 	 周文玲 (1/28)	 葉文秀 (1/28)	 周玲惠 (1/28)	 林孟嫻 (1/28)	 林彩翎 (1/28)
	 499	 陳翰廷 (1/4)	 陳威光 (1/4)
	 40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
	 400	 黃麗燕 (1/4)	 劉振貴	孫月桃	劉家穎	劉睿豐 (1/4)	 張維真 (1/4)	 楊世民	楊承翰	楊采于	鄭夙玲 (1/4)	 陳婉玲 (1/4)
	 	 江紫榮 (1/4)	 葉慧蘭 (1/4)	 戴智子	林瑞哲 (1/3)	 吳承徽 (1/14)	 林鈺玶 (1/14)	 黃俊銘 (1/4)	 顏子哲 (1/6)	 魏楷矜 (1/7)
	 	 李子安	李健治 (1/7)	 張國鐘 (1/20)	 許敬忠 (1/25)	 紀佩汾 (1/11)	 紀良育 (1/11)	 黃俊盛 (1/24)	 王瑜 (1/24)	 紀龍年 (1/11)
	 	 潘樹凰 (1/11)	 吳宥甄 (1/12)	 王品孟	王品昊 (1/13)	 陳宥熙	陳奕瑈 (1/13)	 蔡伯鴻	蔡伯隴 (1/12)	 吳品樺 (1/27)
	 	 官祖誼	紀雯婷 (1/13)	 鄧學梅	林瑄珮	周塏庭	周麟瑋 (1/14)	 楊思樺	楊梁玉桂	楊禮銘	楊景森 (1/15)	 李美紅 (1/14)
	 	 善心人士 (1/31)	 侯佩姍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4)	
	 	 諶學儒 (1/24)	 黃柏凱 (1/2)	 范美蓮 (1/11)	 蔡岳軒	蔡昕璇 (1/2)	 楊巧如	殷偉泓 (1/6)	 林韋愷 (1/28)	 李鈺仁 (1/20)
	 	 李鈺泉 (1/20)	 陳瑞宗 (1/26)	 鐘朝鵬 (1/27)	 鐘梁榴 (1/27)	 馬千棋 (1/27)	 馬千富 (1/27)	 劉和紳 (1/28)
	 392	 李永棟 (1/14)
	 388	 張譯中 (1/5)
	 380	 善心人士 (1/13)	 陳芮逸 (1/25)
	 360	 陳秀琳 (1/12)
	 350	 楊美棻 (1/4)	 溫惠燕 (1/4)	 陳玨瑞 (1/4)	 陳俞瑾 (1/4)	 尤若霞 (1/6)	 陳奕霏 (1/4)	 柯貞宇 (1/4)	 詹宏仁 (1/28)
	 337	 劉容竹 (1/3)	 田家如 (1/3)	 高秀惠 (1/3)	 黃紫瑗 (1/3)	 Rainbow(1/3)	 粉圓 (1/3)
	 333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1/24)
	 331	 夏莉淇 (1/4)
	 315	 游秋敏 (1/5)
	 300	 曾義証 (1/2)	 蔡睿璟 (1/4)	 陳又菱 (1/4)	 陳姿文 (1/4)	 陳沛歆 (1/4)	 陳偉俊 (1/4)	 孫旻穗 (1/4)	 葉俊廷 (1/4)	 趙俞芳 (1/4)
	 	 謝禾軒 (1/4)	 施宥歆 (1/4)	 陳世欽 (1/4)	 劉美嬌 (1/4)	 蕭羽珊	蕭偉倫 (1/1)	 兒童癌症基金會 (1/2)	 陳怡如 (1/2)
	 	 李淑雯 (1/6)	 楊俞滇 (1/7)	 古文進 (1/10)	 王重明 (1/10)	 鍾家貽 (1/10)	 黃怡庭 (1/10)	 温灝騰 (1/10)	 張可妡 (1/10)	 詹鳳美 (1/10)
	 	 善心人士 (1/7)	 兒童癌症基金會 (1/8)	 安後得 (1/10)	 王怡婷 (1/10)	 王如婷 (1/10)	 黃冠哲 (1/10)	 吳華銳 (1/10)	 胡嘉俊 (1/10)
	 	 無名氏 (1/11)	 范煜明 (1/12)	 黃羿惠 (1/12)	 林珈妙 (1/12)	 姜麗幸 (1/12)	 徐婕麗 (1/12)	 徐子晴 (1/12)	 徐丞皜 (1/12)	 王春桃 (1/12)
	 	 葉紓妘 (1/12)	 張弘毅 (1/12)	 林宥竹 (1/9)	 余昌勳 (1/12)	 葉恩愷 (1/12)	 吳基全 (1/12)	 林謙佑 (1/12)	 李緯吟 (1/12)	 温誌群 (1/12)
	 	 郭美英 (1/12)	 鄭宥熏 (1/12)	 鄭雅文 (1/12)	 簡麗鳳 (1/12)	 鄭琇霞 (1/12)	 曾敏瑄 (1/12)	 陳聖鑫 (1/3)	 林重佑 (1/3)	 林彥廷 (1/3)
	 	 江宓怡 (1/3)	 李知穎 (1/3)	 廖英汝 (1/3)	 鄒佾恩 (1/3)	 張陳美雪 (1/3)	 黃鈺惠 (1/14)	 吳翊寧 (1/14)	 王巒騰 (1/14)	 張騰元 (1/4)
	 	 卓彥甄	卓奕群 (1/4)	 呂坤城	呂佩玲	楊瑤玲 (1/4)	 無名氏 (1/14)	 柯文茜 (1/14)	 柯玉如 (1/14)	 鄭珮銣 (1/14)	 唐筱雯 (1/14)
	 	 傅品若 (1/14)	 章玲琪 (1/14)	 李怡婷 (1/14)	 廖惠萱 (1/14)	 無名氏 (1/14)	 陳美華 (1/14)	 方龍偉 (1/14)	 方子瑜 (1/14)	 方馨榆 (1/14)
	 	 郭又菁 (1/14)	 王端勇 (1/14)	 菰玉雲 (1/14)	 周定澤 (1/14)	 梁斐伊 (1/14)	 陳佳君 (1/14)	 張庭甄 (1/14)	 林廷熹 (1/14)	 許皎慧 (1/14)
	 	 何撒拉 (1/14)	 陳子祥 (1/4)	 莊昭賢 (1/4)	 鍾郁美 (1/4)	 陳柏憲 (1/4)	 周晏任 (1/4)	 陳宇榮 (1/5)	 倪瑞敏 (1/5)	 倪卲瑄 (1/5)
	 	 陳勇庭 (1/5)	 倪滿銘 (1/5)	 鄭竹均 (1/5)	 曲妤庭 (1/5)	 林麗琴 (1/5)	 劉威廷 (1/5)	 陳彩錦 (1/5)	 林鈺庭 (1/5)	 鄭翊瑄 (1/5)
	 	 鄭佳祥 (1/5)	 孫益僑 (1/5)	 蕭信良 (1/5)	 劉建文 (1/5)	 倪惠軒 (1/5)	 吳志銘	黃心怡	林春美	吳鈺峰 (1/6)	 葉昱婷 (1/7)
	 	 林添盛	李寶雪 (1/6)	 劉亦瑄 (1/7)	 施阿淑 (1/7)	 高偉翔 (1/7)	 鄭亦曾 (1/7)	 梁傢鳳 (1/7)	 俞雲 (1/7)	 李美琴 (1/7)
	 	 陳禹潔 (1/7)	 吳玲芳 (1/8)	 簡石庚 (1/20)	 馬星妤 (1/20)	 林淑華 (1/20)	 善心人士 (1/15)	 周忠富 (1/20)	 周椿騰 (1/20)
	 	 徐崇凱 (1/20)	 楊舒媛 (1/20)	 蕭仲庭 (1/20)	 蕭仲庭 (1/20)	 林志南 (1/20)	 柯文朱 (1/20)	 蕭靖澂 (1/20)	 馮惠娩 (1/20)	 馬萬青 (1/20)
	 	 徐振唐 (1/20)	 顏秀芬 (1/20)	 張小芬 (1/20)	 陳柏蓉 (1/20)	 楊祺生 (1/20)	 楊采婕 (1/20)	 楊莞筠 (1/20)	 許家逢 (1/20)	 許詠程 (1/20)
	 	 曾玉雯 (1/20)	 梁聖亞 (1/20)	 吳亮吟 (1/24)	 卓金星 (1/24)	 鄭玉琦 (1/24)	 林順 (1/24)	 陳盈朱 (1/20)	 歐陽雅玲 (1/24)
	 	 陳良演 (1/24)	 李先居 (1/24)	 黃奕勤 (1/24)	 陳怡臻 (1/24)	 黃品頤 (1/24)	 黃品恩 (1/24)	 尤雅玲 (1/24)	 陳慧頤 (1/20)	 邱美雪 (1/20)
	 	 謝丞皓 (1/20)	 林燦宇 (1/20)	 黎秀妍 (1/20)	 王婷柔 (1/20)	 無名氏 (1/24)	 鄭惟庭 (1/24)	 侯秉科 (1/10)	 陳鋒蒔 (1/10)	 楊碧芬 (1/10)
	 	 陳保林 (1/10)	 吳永舒 (1/10)	 郭淑美 (1/10)	 楊碧珠 (1/10)	 陳顏腰 (1/10)	 劉莉莉 (1/24)	 郭奕瓊	宋沛帆 (1/24)	 楊信桂 (1/24)
	 	 施淑芬 (1/24)	 黃芃甄 (1/24)	 李澤翔 (1/24)	 李美玉 (1/24)	 余秉芮 (1/24)	 葉春美 (1/24)	 劉和綸 (1/24)	 張宏裕 (1/10)	 何彥勳 (1/10)
	 	 洪朝琴 (1/10)	 陳麗淑 (1/10)	 洪保羅 (1/11)	 張子宸 (1/11)	 張世墩 (1/25)	 洪文賢 (1/11)	 徐雅莉 (1/11)	 溫俊賢 (1/12)	 羅紋慈 (1/12)
	 	 蘇鈺祐	蘇千惠	連家華	蘇正竹 (1/12)	 何恩 (1/26)	 陳佑明 (1/12)	 藍玉霞 (1/12)	 何戎 (1/26)	 何家賢 (1/26)	 周毓滿 (1/13)
	 	 蔡淑貞 (1/13)	 陳源榮 (1/3)	 蕭長沛 (1/3)	 袁三梅 (1/3)	 莊 BABY(1/15)	林泓志	陳宛玲	林晨宇 (1/14)	 吳麗芬 (1/23)	 賈麗首 (1/14)
	 	 閻秋燕 (1/14)	 鄭棽如 (1/31)	 韓佳耘 (1/25)	 張喬茵 (1/28)	 程怡婷 (1/28)	 崔立潔 (1/28)	 吳淑芬 (1/28)	 鄭淇庭 (1/28)	 賴怡蓉 (1/28)
	 	 陳萱倚 (1/28)	 連宸禧 (1/27)	 陳柏融 (1/28)	 吳政翰 (1/28)	 曾碧姿 (1/28)	 黃珮雯 (1/28)	 翁書傑 (1/28)	 劉高志 (1/28)	 蕭伊夆 (1/30)
	 	 郭江月娥 (1/28)	 簡貴櫻 (1/17)	 OKGO捐款 (1/25)	 OKGO捐款 (1/23)	 許明傑 (1/17)	 黃先生 (1/30)
	 	 陳宏慈 (1/17)	 陳映珍 (1/17)	 許汎傑 (1/17)	 許哲誌 (1/17)	 許勝璋 (1/17)	 OKGO捐款 (1/14)	 陳俞凱 (1/30)	 莊幸倪 (1/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8)	 廖詠宸 (1/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3)	 張馨文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5)	 張惠喻 (1/14)	 cpschtcxf(1/30)	 高宜妗 (1/4)	 李其諺 (1/20)
	 	 柯昭華 (1/29)	 徐上焱 (1/29)	 許慧玲 (1/29)	 善心人士 (1/28)	 何伃婕 (1/28)	 蔡佩娟 (1/28)	 何錦良 (1/27)	 陳禹潔 (1/27)
	 	 謝秉森 (1/26)	 王李文馨 (1/25)	 王天龍 (1/25)	 彭秀珠 (1/25)	 鄭宥閑 (1/25)	 陳傳興 (1/25)	 卓其賢 (1/25)	 彭鴻文 (1/24)
	 	 黃羽榛 (1/22)	 楊文斌 (1/22)	 林辰諭 (1/22)	 吳佳璘 (1/19)	 李德馨 (1/18)	 徐子勝 (1/11)	 基隆市仁愛國小 609 班 (1/18)	 羅彩婷 (1/18)
	 	 羅彩婷 (1/13)	 cpschtcxf(1/17)	 陳世昌 (1/17)	 陳彥如 (1/15)	 Emily(1/14)	 林鉦哲 (1/14)	 善心人士 (1/14)
	 	 洪詩晴 (1/13)	 朱珞語 (1/13)	 沈岳揚 (1/12)	 孫薇臻 (1/12)	 楊淑靜 (1/12)	 蔡秀葉 (1/11)	 嚴新臣 (1/11)	 劉昱伶 (1/11)	 潘瑜希 (1/11)

	 	 潘玟諺 (1/11)	 劉蕙美 (1/11)	 王李文馨 (1/10)	 王天龍 (1/10)	 胡克勤 (1/9)	 謝明峰 (1/9)	 郭子豪 (1/9)	 林書羽 (1/9)
	 	 王秀娟 (1/4)	 吳新輝 (1/8)	 善心人士 (1/7)	 彭筱如 (1/7)	 wei(1/5)	 蔡思婷 (1/3)	 林憲南 (1/3)	 林英 (1/3)	 陳美如 (1/3)
	 	 張育寧 (1/2)	 廖建智 (1/18)	 廖建智 (1/10)	 廖建智 (1/3)	 葉書誠 (1/29)	 洪喬賢 (1/2)	 林聖淳 (1/2)	 張家豪 (1/13)	 林亞萍 (1/30)
	 	 賴世峻 / 賴炎宗 /孫采寧 (1/1)	 曾立丞 (1/18)	 趙國輝 (1/16)	 孫誌隆 (1/24)	 呂奕宜 (1/24)	 陳祈祐 (1/25)	 廖榆安 (1/31)	 張涵茜 (1/2)
	 	 廖美鳳 (1/18)	 鍾如雲 (1/22)	 陳怡靜 (1/11)	 黃鐙毅 (1/24)	 王奕椉 (1/3)	 翁瑄 (1/28)	 林哲宇 (1/11)	 曾婉慈 (1/11)	 李俊佑 (1/30)
	 	 鍾玉英 (1/9)	 黃子瑄 (1/28)	 林大椿 (1/3)	 林祐琪 (1/4)	 南平媽媽 (1/2)	 周建元 (1/30)	 林昌緯 (1/18)	 林思佳 (1/18)	 林隆豐 (1/18)
	 	 杜志宗 (1/18)	 林思彤 (1/18)	 唐文斌 (1/18)	 康家豪 (1/31)	 何東昇 (1/19)	 張政富 (1/15)	 張凱傑 (1/31)	 陳浩宇 (1/11)	 沈忠祈 (1/22)
	 	 傅益通 (1/13)	 周郁卿 (1/20)	 陳彥宏 (1/15)	 地基主 (1/28)	 何穎怡 (1/3)	 張祐豪 (1/11)	 黃氏歷代祖先 (1/31)	 陳樂華 (1/27)
	 	 蔡孟娟 (1/30)	 鄭馨怡 (1/22)	 邱春蘭 (1/27)	 蘇文音 (1/1)	 郭士賢 (1/15)	 陳淑婉 (1/29)	 蔡孟朱 (1/10)	 賴羽萱 (1/13)	 林秀惠 (1/15)
	 	 莊莉淳 (1/21)	 簡孝娟 (1/18)	 陳秀祝 (1/18)	 蔡國祥 (1/19)	 高育筑 (1/19)	 葉家豪 (1/19)	 張家華	張家甄	張家郡 (1/19)	 施桂樟 (1/19)
	 	 陳和源 (1/20)	 鄭華文 (1/20)	 江宜庭 (1/20)	 蘇桂滿 (1/20)	 劉月鳳 (1/21)	 曲幼蓁 (1/20)	 羅文杰 (1/21)	 張淑惠 (1/22)	 吳沛璇 (1/21)
	 	 葉軒甫	葉晏廷 (1/21)	 黃惠嬌 (1/22)	 謝政倫 (1/24)	 張慈鈴	蔡沛蓁	蔡慶瑞 (1/24)	 張慈鈴	蔡沛蓁	蔡慶瑞 (1/24)	 陳輝 (1/24)
	 	 彭秀娟 (1/25)	 邱碧珠 (1/25)	 張庭瑀 (1/25)	 洪順成 (1/25)	 王毓昶 (1/25)	 張家維 (1/25)	 梁家萍 (1/25)	 張芯瑀 (1/25)	 曾柏文 (1/26)
	 	 曾柏元 (1/26)	 周春美	王紹維	王姿云 (1/26)	 江宓怡 (1/26)	 李慧亭 (1/27)	 劉彥琳 (1/27)	 陳惠真	邱冠芳	邱姝軒 (1/28)	 廖麗玉 (1/28)
	 288	 林家輝 (1/24)
	 267	 陳俊廷 (1/17)
	 258	 林淑貞 (1/12)	 葉峻豪 (1/14)
	 250	 楊嬿鈴 (1/10)	 呂浩維 (1/12)	 姚慈善 (1/3)	 姚友善 (1/3)	 姚子真 (1/3)	 蔡宗旻 (1/14)	 蔡妍儀 (1/14)	 張美蘭 (1/4)	 蔡錫坤 (1/4)
	 	 王孝瑀 (1/4)	 陳德育 (1/5)	 黃福生 (1/5)	 陳昆明 (1/5)	 陳穎珊 (1/5)	 黃新雅 (1/5)	 涂良憲 (1/6)	 鄭維雄 (1/7)	 林金玲 (1/7)
	 	 林家歆 (1/7)	 林敬傑 (1/20)	 李豐昌 (1/24)	 黃米瓊 (1/11)	 吳進財 (1/11)	 王雲 (1/12)	 謝秀玲 (1/3)	 李美杏 (1/3)	 何美容 (1/3)
	 	 陳隆佑 (1/3)	 陳韋翰 (1/14)	 林志翰 (1/30)	 陳瑋馨 (1/23)	 黃彥傑 (1/23)	 許如娟 (1/18)	 王先生 (1/17)	 陳睿臻 (1/12)	 呂晏凱 (1/9)
	 	 張景鈜 (1/9)	 張蕎安 (1/16)	 謝瓊瑤 (1/20)	 王秀禎 (1/26)	 蕭建華 (1/26)	 陳相伊 (1/26)
	 229	 戚鼎榮 (1/8)
	 222	 蘇文芊 (1/12)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1/24)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1/24)
	 220	 蔡喻瓊 (1/12)
	 215	 張辰全 (1/3)
	 200	 王柏仁 (1/1)	 無名氏 (1/1)	 何榮賜 (1/4)	 吳慧燕 (1/4)	 陳沛涔 (1/4)	 李淑玲 (1/4)	 張靜智 (1/4)	 許雅華 (1/4)	 蔡宜秀 (1/4)
	 	 郭莉庭 (1/4)	 鄧宇皓 (1/4)	 鄧宇軒 (1/4)	 幫助低收入者 (1/5)	 郭國楓 (1/5)	 善心人士 (1/4)	 鄭雯馨 (1/4)	 葉秋桃 (1/4)
	 	 黃筱瑜 (1/4)	 李秀珠 (1/4)	 小麥家烘焙坊 (1/4)	 匯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4)	 王淑禎 (1/4)	 吳映樂 (1/4)	 楊士寬 (1/4)
	 	 楊健貴 (1/4)	 林柏辰 (1/4)	 鄭淇庭 (1/4)	 善心人士 (1/4)	 善心人士 (1/4)	 東勢厝郵局 (1/4)	 賴安愉 (1/4)	 林金秀 (1/4)
	 	 翰明公司 (1/4)	 楊宗杰 (1/4)	 林澄彥 (1/4)	 聯瑞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徐子媖 (1/4)	 許家鳳 (1/4)	 廖宥喬 (1/4)
	 	 胡權耀 / 張惠筑 /胡琍淇 /胡妤亘 (1/6)	 陳品蓁 (1/6)	 春安柑仔店顧客捐贈 (1/4)	 無名氏 (1/8)	 劉素琴 (1/4)	 蔡卓錚 (1/10)
	 	 王照雲 (1/10)	 卓浩瑋 (1/10)	 陳秀限 (1/10)	 善心人士 (1/6)	 田雅文 (1/10)	 白昭容 (1/10)	 阮筱蓉 (1/10)	 邵郁婷 (1/10)	 蔡鎮謙 (1/10)
	 	 林昇諒 (1/10)	 林宥廷 (1/10)	 林煌期 (1/10)	 張哲維 (1/11)	 無名氏 (1/11)	 善心人士 (1/10)	 林泓毅 (1/12)	 曾俊冠 (1/12)
	 	 林德勝 (1/9)	 謝昀諺 (1/12)	 蕭少宏 (1/12)	 湯湘華 (1/12)	 欒芊寶 (1/12)	 徐秋如 (1/12)	 賴靜瑜	林志南 (1/12)	 林翰呈 (1/12)
	 	 林軒樂 (1/13)	 林家安 (1/13)	 黃美齡 (1/13)	 黃淑鈴 (1/13)	 林佑聰 (1/3)	 周佳樺 (1/3)	 鄭財華 (1/3)	 林子熙 (1/3)	 無名氏 (1/14)
	 	 莊宜璇 (1/14)	 陳宥伊 (1/14)	 楊佳鳳 (1/3)	 張心雅 (1/14)	 莊以樂 (1/14)	 顏林沛瀠 (1/14)	 謝佳蓉 (1/14)	 周葦綺 (1/14)
	 	 陳彥州 (1/14)	 陳彥霖 (1/14)	 劉亮彤 (1/14)	 林慧君 (1/14)	 范佳莉 (1/14)	 賴佑承 (1/4)	 賴佩佳 (1/4)	 賴佩君 (1/4)	 胡莉玉 (1/4)
	 	 陳群政 (1/4)	 李品妤 (1/4)	 胡天旗 (1/4)	 邱財得 (1/4)	 邱健桓 (1/4)	 羅時浣 (1/4)	 羅筠傑 (1/4)	 李姿玉 (1/4)	 周承輝 (1/4)
	 	 顏守駿 (1/14)	 蔡雅妃 (1/14)	 楊蕙瑀 (1/14)	 無名氏 (1/14)	 吳映樂 (1/14)	 陳羽潔 (1/14)	 無名氏 (1/14)	 何遂裕 (1/14)	 林誼婕 (1/14)
	 	 陳右珊 (1/14)	 許小薇 (1/14)	 陳威霖 (1/14)	 吳柏燁 (1/14)	 楊晏萍 (1/14)	 傅馨怡 (1/14)	 高睿晨 (1/14)	 詹唐威 (1/14)	 郭嘉欣 (1/14)
	 	 江雨珊	陳舒婷 (1/14)	 連少紋 (1/14)	 鍾昕舫	鍾旻格 (1/14)	 洪油山 (1/14)	 無名氏 (1/14)	 沈紋如 (1/14)	 無名氏 (1/14)
	 	 萬美媛 (1/14)	 賴姵璇 (1/14)	 陳芊羽 (1/14)	 濮亞莉 (1/14)	 黃馨誼 (1/14)	 黃建豪 (1/14)	 無名氏 (1/14)	 邱慧娟 (1/14)	 李雅微 (1/14)
	 	 吳美賢 (1/14)	 馮琪茵 (1/14)	 無名氏 (1/14)	 陳靖傑 (1/4)	 江科論 (1/4)	 江冠勛 (1/4)	 陳裕承 (1/4)	 邱顯量 (1/4)	 周芓妤 (1/4)
	 	 徐義人 (1/4)	 顧啟輝 (1/5)	 曲許秋引 (1/5)	 許志瑋	吳亭儀 (1/5)	 蔡雅近 (1/5)	 李羿萱	李柏翰 (1/5)	 黃文修 (1/5)
	 	 盧宥竹 (1/5)	 李文忠	邱蕙萍 (1/5)	 呂嬋娟 (1/5)	 曲大中 (1/5)	 許民瑄 (1/5)	 許丰蘅 (1/5)	 陳慧菁 (1/5)	 曲淑君 (1/5)
	 	 林義忠 (1/5)	 張博勛 (1/5)	 蔡雅近 (1/5)	 陳一誠 (1/6)	 李皓仟	小朋友 (1/6)	 賴佩琪 (1/6)	 善心人士 (1/6)	 林其煜 (1/7)
	 	 蔡秀琴 (1/7)	 林守民 (1/7)	 林其莉 (1/7)	 方琮彬 (1/7)	 黃璿霖 (1/7)	 洪素珠 (1/7)	 韓有綱 (1/7)	 吳育耆 (1/7)	 陳靜美 (1/7)
	 	 侯沛玲 (1/7)	 吳佳瑼 (1/7)	 吳育儒 (1/7)	 程芳芝 (1/7)	 梁菽茹 (1/7)	 吳承軒 (1/7)	 賴彥君 (1/8)	 謝燕婷 (1/11)	 馬春燕 (1/11)
	 	 簡建忠	楊素蘭 (1/7)	 江志勇 (1/20)	 銳欣國際有限公司 (1/20)	 林依潔 (1/7)	 林采婕 (1/7)	 吳建成 (1/7)	 高禎莉 (1/11)
	 	 盧心瑩 (1/11)	 蔡宣羽 (1/8)	 賴琮棋 (1/8)	 李世傑 (1/11)	 游淑芳 (1/11)	 蕭亮華 (1/11)	 楊念祖 (1/11)	 吳誌銘 (1/11)	 呂理旭 (1/11)
	 	 李秀娟 (1/11)	 韋靜芬 (1/11)	 龍馥瑄 (1/11)	 利聖輝 (1/20)	 唐美雲 (1/20)	 徐玟庭 (1/20)	 蔡啟聰 (1/20)	 徐瑋傑 (1/20)	 許峯瑞 (1/20)
	 	 張鈞哲 (1/20)	 吳俊杰 (1/20)	 郭孟君 (1/20)	 郭孟真 (1/20)	 蔡永晟 (1/20)	 邱淑菡 (1/20)	 林莉莎 (1/20)	 林燕 (1/20)	 周宇祥 (1/20)
	 	 黃楷元 (1/20)	 王郁芬 (1/20)	 張聖明 (1/20)	 許芊莎 (1/20)	 曾云柔 (1/20)	 洪宥稜 (1/20)	 張少宏 (1/20)	 林玉茹 (1/20)	 郭長盛 (1/20)
	 	 黃建樺	蕭愛務 (1/20)	 陳美蓮 (1/20)	 王蓁儀 (1/20)	 李美瑤 (1/20)	 陳台彬 (1/20)	 許淵宏 (1/20)	 陳宥程 (1/20)	 鄒宗諺 (1/20)
	 	 涂英惠 (1/20)	 張凱崴 (1/20)	 謝喆宇 (1/20)	 侯燕昭 (1/20)	 侯品菁 (1/20)	 林瓊紅 (1/20)	 廖羿囷 (1/20)	 許允霏 (1/24)	 陳雪愉 (1/24)
	 	 傅丹謙 (1/24)	 高瑞霞 (1/24)	 周芷菥 (1/20)	 周如婉 (1/20)	 周俐妘 (1/24)	 游明祥 (1/24)	 江怡慧 (1/24)	 賴伊屏 (1/20)	 林佩潔 (1/24)
	 	 邱玉萍 (1/24)	 蔡丞勛 (1/24)	 郭金玉 (1/24)	 林佩穎 (1/10)	 蕭木榮 (1/10)	 蕭博豪 (1/10)	 蕭睿辰 (1/10)	 蕭凱駿 (1/10)	 侯志賢 (1/10)
	 	 李釩溱 (1/10)	 吳明璋 (1/10)	 劉玉華 (1/10)	 吳宇君 (1/10)	 吳素赺 (1/10)	 蔡佩蓁 (1/10)	 無名氏 (1/10)	 陳靖傑 (1/10)	 林美惠 (1/10)
	 	 蕭睿廷 (1/10)	 陳俊宏 (1/10)	 陳崴煬 (1/10)	 彭伊筠 (1/25)	 吳雅惠 (1/24)	 田麗霞 (1/24)	 郭奕瓊	宋沛帆 (1/24)	 陳玉真 (1/24)
	 	 洪啟倫 (1/24)	 孫錦堂	黃鈺婷	邱奕祺 (1/24)	 孫錦堂	黃鈺婷	邱奕祺 (1/24)	 孫錦堂	黃鈺婷	邱奕祺 (1/24)	 邱聖翔 (1/24)	 邱伊辰 (1/24)
	 	 郭芊筠 (1/24)	 邱文賢 (1/24)	 陳素女 (1/24)	 林品宏 (1/10)	 蕭毓玲 (1/10)	 侯冠佑 (1/10)	 陳威誌 (1/10)	 侯宜彤 (1/10)	 陳建洲 (1/10)
	 	 姚永地 (1/10)	 陳禹豪 (1/10)	 陳麗文 (1/10)	 黃宏焜 (1/11)	 張逸夫 (1/11)	 謝炎農	謝茹涵 (1/11)	 謝鈞翔	羅麗珠 (1/11)
	 	 周秀蓁 (1/11)	 周佳樺 (1/12)	 林宛靜 (1/12)	 江朝瑞 (1/12)	 林韋彤 (1/12)	 林湘昀 (1/11)	 黃臻耘	黃侑鈞	黃碩彥 (1/11)	 林亮宇 (1/12)
	 	 石唐嘉	石澍糧 (1/12)	 張晏寧 (1/12)	 周峯毅 (1/12)	 呂嘉益 (1/13)	 張茜茹 (1/13)	 林錦坤 (1/13)	 林佑聰 (1/12)	 林弟弟 (1/12)
	 	 洪芯恬 (1/13)	 林亮均 (1/12)	 林浩正 (1/12)	 江美春 (1/12)	 劉乙萱 (1/12)	 無名氏 (1/26)	 Bonnie	Wang(1/13)	 葉采軒 (1/13)
	 	 李睿紳 (1/13)	 陳鍠輝 (1/13)	 謝梅桂 (1/14)	 翁荣芳 (1/14)	 翁佳鴻 (1/14)	 李啟瑞 (1/13)	 閻秋月 (1/14)	 張有筌 (1/14)	 吳佩蓮 (1/3)
	 	 林弟弟 (1/3)	 林韋彤 (1/3)	 林宛靜 (1/3)	 劉哲瑞 (1/3)	 劉秉宸 (1/3)	 林美娟 (1/3)	 鍾牡丹 (1/3)	 吳亭儀	楊秉樺 (1/3)
	 	 程芳芝 (1/3)	 曲淑芳 (1/3)	 黃呈豪 (1/3)	 黃禹碩 (1/3)	 楊關安 (1/3)	 陳謝寬 (1/3)	 陳治國 (1/3)	 林中仁 (1/3)	 賴佩怡 (1/4)
	 	 陳昱澍 (1/4)	 陳紀諳 (1/4)	 蕭語喬 (1/3)	 劉冠慧 (1/3)	 湯小玲 (1/3)	 陳品伃 (1/3)	 吳縫三 (1/3)	 林家萱 (1/3)	 林貽仁 (1/3)
	 	 謝依伶 (1/14)	 賴秀禎 (1/14)	 吳柏陞	楊宗憲 (1/3)	 陳得君 (1/3)	 謝呂淑貞 (1/14)	 翁佳壕 (1/14)	 李正義 (1/14)
	 	 邱王寶月 (1/14)	 邱王寶月 (1/14)	 許秀蘭 (1/14)	 張智泓 (1/14)	 陳靖傑 (1/14)	 史濟能 (1/28)	 蔡向懿 (1/28)
	 	 洪佩珊 (1/28)	 黃美媛 (1/28)	 方建福 (1/28)	 無名氏 (1/27)	 無名氏 (1/27)	 劉杏枝 (1/28)	 卜建威 (1/28)	 張嘉霖 (1/28)	 無名氏 (1/29)
	 	 黃淳意 (1/28)	 劉佩儒 (1/28)	 李盈庭 (1/28)	 李淑煖 (1/28)	 鍾昕舫	鍾旻格 (1/29)	 柯秀娟 (1/29)	 廖素蓉 (1/17)	 余尚霖 (1/17)
	 	 江世豪 (1/17)	 OKGO捐款 (1/11)	 林姿君 (1/17)	 林利秦 (1/31)	 余尚憲 (1/17)	 趙家綺 (1/31)	 陳國偉 (1/17)	 陳順茂 (1/17)
	 	 張兆傑	張兆翔	張秀葉	賴淑芬 (1/17)	 陳柯秀美 (1/17)	 蘇美珍 (1/17)	 陳玟晴 (1/17)	 陳禹穎 (1/17)	 洪美仙 (1/30)
	 	 OKGO捐款 (1/17)	 OKGO捐款 (1/20)	 Teresa(1/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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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1/01~2022/0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5)	 賴冠廷 (1/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0)	 黃秋萍 (1/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7)	 李欣怡 (1/31)	 張靖旻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6)	 林世豪 (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9)	 汪子鋐 (1/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4)	 羅彩萍 (1/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	 張景舜 (1/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	 林煜侖 (1/31)	 蘇怡光 (1/31)	 黃洪金鳳 (1/31)	 王博炫 (1/21)
	 	 money	妹妹 (1/20)	 洪凱寧 (1/29)	 吳欣穎 (1/28)	 吳琬琪 (1/28)	 楊冠群	曾于瑄 (1/28)	 善心人士 (1/28)
	 	 台東天后宮文昌帝 (1/27)	 陳芸蓁 (1/27)	 廖心瑀 (1/26)	 盧冠妤 (1/26)	 王怡蘋 (1/25)	 林顥原 (1/25)	 彭彬書 (1/25)	 楊錦龍 (1/25)
	 	 陳金井 (1/24)	 洪美惠 (1/24)	 曾承惠 (1/24)	 戴裕承 (1/24)	 善心人士 (1/19)	 賴瑾葇 (1/22)	 吳孟哲 (1/22)	 王秀珍 (1/22)
	 	 莊惠翔 (1/21)	 楊錦龍 (1/19)	 善心人士 (1/18)	 呂喬芸 (1/11)	 謝承富 (1/11)	 姜凱勛 (1/2)	 楊錦龍 (1/18)	 何志遠 (1/26)
	 	 何志遠 (1/30)	 何志遠 (1/1)	 何志遠 (1/31)	 何志遠 (1/29)	 何志遠 (1/28)	 何志遠 (1/27)	 何志遠 (1/25)	 吳政為 (1/17)	 袁家駿 (1/17)
	 	 王怡蘋 (1/17)	 關聖帝君 (1/17)	 王雪齡 (1/17)	 洪彥凱 (1/17)	 呂其岳 (1/16)	 張景舜 (1/16)	 李承憲 (1/16)	 林妤玟 (1/15)
	 	 郭信宏 (1/14)	 芷伶 (1/13)	 鄭名惠 (1/13)	 戴建銘 (1/13)	 李文上 (1/12)	 林洧瑜 (1/12)	 李宜擇 (1/12)	 鄭筑薇 (1/12)	 盧珮蓁 (1/11)
	 	 吳峻寬 (1/11)	 黃郁涵 (1/11)	 賴柚穎 (1/11)	 陳婉昀 (1/11)	 陳慧嫺 (1/11)	 程裕權 (1/11)	 李秀蓮 (1/10)	 王怡蘋 (1/10)	 卓叡娸 (1/10)
	 	 蘇羿誠 (1/10)	 蘇珮誼 (1/9)	 李竹旋 (1/9)	 蔡香蘭 (1/8)	 賴家萱 (1/8)	 沈詩涵 (1/8)	 蘇羿誠 (1/4)	 陳慧禪 (1/4)	 李宜潔 (1/4)
	 	 許立志 (1/7)	 善心人士 (1/7)	 凌婉騰 (1/7)	 賴裕傑 (1/6)	 祁智偉 (1/6)	 張友嘉 (1/6)	 洪建華 (1/6)	 劉孟奇 (1/6)	 黃子麟 (1/6)
	 	 湯凱程 (1/5)	 張靖旻 (1/5)	 祁智偉 (1/5)	 曾麒祐 (1/5)	 黃威睿 (1/5)	 洪美惠 (1/3)	 王怡蘋 (1/3)	 陳朝蔚 (1/3)	 曾淑婷 (1/3)
	 	 楊錦龍 (1/3)	 羅奕聖 (1/11)	 羅奕廷 (1/11)	 諶學儒 (1/16)	 葉書誠 (1/24)	 蘇漢標 (1/2)	 周雅鳳 (1/1)	 黃泓裕 (1/1)	 何志遠 (1/24)
	 	 鄒雨潔 (1/12)	 陳靜宜 (1/1)	 何志遠 (1/23)	 宜宸實業社 (1/26)	 何志遠 (1/22)	 無名氏 (1/27)	 何志遠 (1/21)	 林佑聰 (1/18)
	 	 林弟弟 (1/18)	 林韋彤 (1/18)	 何志遠 (1/20)	 何志遠 (1/19)	 何志遠 (1/18)	 何志遠 (1/17)	 何志遠 (1/16)	 何志遠 (1/15)	 何志遠 (1/14)
	 	 何志遠 (1/13)	 何志遠 (1/12)	 何志遠 (1/11)	 何志遠 (1/10)	 羅易崧 (1/5)	 彭晨瑜 (1/11)	 何志遠 (1/9)	 何志遠 (1/8)	 何志遠 (1/7)
	 	 何志遠 (1/6)	 何志遠 (1/5)	 何志遠 (1/4)	 何志遠 (1/3)	 何志遠 (1/2)	 許雅婷 (1/11)	 羅章益 (1/11)	 羅家妘 (1/11)	 馮弟弟 (1/30)
	 	 黃米萱 (1/31)	 黃米萱 (1/24)	 游佳諭 (1/7)	 施月裡 (1/22)	 佳陞商行 (1/13)	 黎明 (1/29)	 陳品廷 (1/11)	 羅吉胤 (1/31)
	 	 何政憲 (1/11)	 陳芃樺 (1/11)	 宋承運 (1/27)	 黃勤 (1/11)	 王韋翔 (1/30)	 陳映彤 (1/11)	 曾志偉 (1/8)	 林廷睿 (1/16)	 張慧珠 (1/20)
	 	 馬以恩 (1/31)	 江芳玉 (1/8)	 送重機 (1/31)	 陳淑萍 (1/28)	 許瓊薰許炎木 (1/11)	 黃暐傑 (1/10)	 胡濰驜 (1/10)	 李安瑜 (1/17)
	 	 王妤涵 (1/31)	 黃雅汶 (1/17)	 陳乙晴 (1/30)	 諶學儒 (1/2)	 李品言 (1/20)	 宋沛煊 (1/28)	 陳方柔 (1/5)	 黃美蓉 (1/5)	 盧琯富 (1/24)
	 	 鄭多美 (1/2)	 盧亮妤 (1/2)	 林晉豪 (1/18)	 楊典晏 (1/11)	 張玉珍 (1/31)	 吳明憲 (1/12)	 楊淑蓉 (1/4)	 梁鎮伊 (1/7)	 林宛靜 (1/18)
	 	 葉麗華西元 1951~40 年 4月 23 日 (1/12)	 蘇勇豪 (1/18)	 蔡佳燕 (1/18)	 逢湘君 (1/18)	 鄭淑貞 (1/18)	 羅凱明 (1/25)	 潘寀紜 (1/31)
	 	 邱建華 (1/1)	 張家瑄 (1/28)	 張義明 (1/13)	 林玉眞 (1/18)	 廖聿宣 (1/3)	 陳素麗 (1/28)	 楊書育 (1/31)	 劉月桂 (1/2)	 方睿妤 (1/10)
	 	 莊博閔 (1/16)	 楊舜婕 (1/20)	 高源駿 (1/17)	 張貴寶 (1/29)	 詹偉凱 (1/15)	 謝宜蓁 (1/10)	 莊淑婷 (1/19)	 呂惠蓉 (1/28)	 陳輝毓 (1/30)
	 	 黃婷蕙 (1/10)	 吳詩韻 (1/10)	 謝易展 (1/11)	 鄭堯庭 (1/11)	 邱秀玲 (1/8)	 洪茂軒 (1/8)	 余進隆 (1/18)	 呂雯玲 (1/18)	 陳英華 (1/18)
	 	 林晉維 (1/18)	 林文一 (1/18)	 周佳樺 (1/18)	 曾紀孜 (1/19)	 蔡佳憓 (1/18)	 蔡耀堂 (1/18)	 黃馨儀 (1/19)	 黃晶皓	黃清霞 (1/19)
	 	 江阿寶 (1/19)	 方世惠 (1/20)	 廖柏豪 (1/21)	 劉霽穎 (1/22)	 張志平 (1/22)	 游春梅 (1/20)	 林淑惠 (1/24)	 王秀蓮 (1/24)	 廖偉翔 (1/24)
	 	 雲晟展	雲昱棋 (1/22)	 鄭明勝 (1/22)	 廖振志土水技師事務所 (1/24)	 廖宥菱 (1/24)	 廖振志 (1/24)	 張頌月 (1/24)	 張錦郎 (1/24)
	 	 廖健鈞 (1/24)	 廖韋綾 (1/24)	 林宸汝 (1/24)	 吳振武 (1/24)	 許嘉真 (1/25)	 許祐誠 (1/25)	 程鐘 (1/25)	 陳治國 (1/25)	 林貽仁 (1/25)
	 	 林俊廷	林文琳 (1/25)	 宋回祐 (1/25)	 林軒愷 (1/25)	 呂明秀 (1/25)	 李佳諭 (1/25)	 郭達賢 (1/26)	 許崴傑 (1/25)	 林函怡 (1/25)
	 	 吳縫三 (1/25)	 陳得君 (1/25)	 林中仁 (1/25)	 楊佳鳳 (1/25)	 林恩宇 (1/26)	 林家萱 (1/25)	 林佑聰 (1/26)	 林韋彤 (1/26)	 張瑜軒 (1/26)
	 	 顏民恩 (1/26)	 林祐進 (1/26)	 阮雅晴 (1/26)	 許丰蘅 (1/26)	 許民瑄 (1/26)	 陳慧菁 (1/26)	 朱清顯 (1/27)	 周佳樺 (1/26)	 林宛靜 (1/26)
	 	 廖韋綸 (1/26)	 程芳芝 (1/26)	 李翠英 (1/26)	 簡小雯 (1/26)	 陳靖傑 (1/26)	 朱恩廷 (1/27)	 陳睿豪 (1/27)	 朱烈興 (1/27)	 劉振華 (1/27)
	 	 連金輝	李阿葉 (1/27)	 吳佩蓮 (1/28)	 李羿萱	李柏翰 (1/27)	 李文忠	邱蕙萍 (1/27)	 顧啟輝 (1/28)	 林玟圻 (1/28)
	 	 黃呈豪 (1/28)	 黃禹碩 (1/28)	 林子熙 (1/28)	 林玟廷 (1/28)
	 180	 何美玲 (1/31)	 何美玲 (1/30)	 何美玲 (1/29)	 何美玲 (1/28)	 何美玲 (1/27)	 何美玲 (1/26)	 何美玲 (1/25)	 何美玲 (1/24)	 何美玲 (1/23)
	 	 何美玲 (1/22)	 何美玲 (1/21)	 何美玲 (1/20)	 何美玲 (1/19)	 何美玲 (1/18)	 何美玲 (1/17)	 何美玲 (1/16)	 何美玲 (1/15)	 何美玲 (1/14)
	 	 何美玲 (1/13)	 何美玲 (1/12)	 何美玲 (1/11)	 何美玲 (1/10)	 何美玲 (1/9)	 何美玲 (1/8)	 何美玲 (1/7)	 何美玲 (1/6)	 何美玲 (1/4)
	 	 何美玲 (1/3)	 何美玲 (1/2)	 何美玲 (1/1)	 何美玲 (1/5)
	 172	 蘇宜婷 (1/5)
	 168	 陳福昌 (1/10)
	 160	 梁智評 (1/8)
	 155	 陳建學 (1/31)
	 150	 林思妤 (1/24)	 林恩瑝 (1/24)	 黃燕源	黃顗達	黃勝玉 (1/11)	 戴軒丞 (1/3)	 戴昱欽 (1/3)	 戴浚洺 (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0)	
	 	 潘松緯 (1/24)	 饒晉宇 (1/19)	 謝佑芳 (1/2)	 謝佑芳 (1/1)	 蘇鈺淇 (1/4)	 謝佑芳 (1/20)	 邱鴻霖 (1/1)	 陳許霜 (1/31)	 陳思瑋 (1/31)
	 	 陳思瑋 (1/30)	 陳思瑋 (1/29)	 陳思瑋 (1/28)	 陳思瑋 (1/27)	 陳思瑋 (1/26)	 陳思瑋 (1/25)	 陳思瑋 (1/24)	 陳思瑋 (1/23)	 陳思瑋 (1/22)
	 	 陳思瑋 (1/21)	 陳思瑋 (1/20)	 陳思瑋 (1/19)	 陳思瑋 (1/18)	 陳思瑋 (1/17)	 陳思瑋 (1/16)	 陳思瑋 (1/15)	 陳思瑋 (1/14)	 陳思瑋 (1/13)
	 	 陳思瑋 (1/12)	 陳思瑋 (1/11)	 陳思瑋 (1/10)	 陳思瑋 (1/8)	 陳思瑋 (1/7)	 陳思瑋 (1/6)	 陳思瑋 (1/5)	 陳思瑋 (1/4)	 陳思瑋 (1/3)
	 	 陳思瑋 (1/2)	 曹瑞汶 (1/11)	 黃嘉慶 (1/5)	 無名氏 (1/28)
	 130	 陳佳佳 (1/31)
	 124	 李至偉 (1/20)
	 120	 沈明興 (1/4)	 林瑋翔 (1/11)	 林依潔 (1/26)	 林采婕 (1/26)
	 115	 偕志語 (1/22)
	 111	 王思惠 (1/20)
	 110	 李沛臻 (1/28)	 peterlee(1/3)
	 109	 吳建生 (1/12)	 簡恬馨 (1/28)	 吳禹申 (1/28)
	 100	 楊素喬 (1/24)	 無名氏 (1/3)	 汪子淇 (1/4)	 呂侑恩 (1/4)	 邱麗安 (1/4)	 邱政雄 (1/4)	 黃阿月 (1/4)	 陳又禎 (1/4)	 陳元皓 (1/4)
	 	 張籽和 (1/4)	 陳玉姿 (1/4)	 鄭國慶 (1/4)	 呂梓瑄 (1/4)	 柯威誌 (1/4)	 柯家蓁 (1/4)	 柯睿承 (1/4)	 楊莉羚 (1/4)	 李幸真 (1/4)
	 	 莊莉萍 (1/4)	 黃昱翔 (1/4)	 善心人士 (1/4)	 無名氏 (1/5)	 范德雄 (1/6)	 廖士忠 (1/6)	 廖宗瑋 (1/6)	 范菁瀅 (1/6)	 彭四妹 (1/6)
	 	 廖哲男 (1/6)	 廖如雯 (1/6)	 春安福德祠 (1/4)	 無名氏 (1/7)	 無名氏 (1/10)	 王瑞芬 (1/10)	 鍾芳怡 (1/10)	 鄭文昇 (1/10)
	 	 梁淑惠 (1/10)	 李瑞英 (1/10)	 梁志忠 (1/10)	 劉佩欣 (1/10)	 鄭妤萱 (1/10)	 郭佑訓 (1/10)	 謝佳妤 (1/10)	 林素櫻 (1/10)	 方鳳祺 (1/10)
	 	 郭佑峯 (1/10)	 曾泳芸 (1/10)	 戴春蘭 (1/10)	 曹聿童 (1/11)	 劉文良 (1/12)	 張芷榕 (1/12)	 無名氏 (1/11)	 賴開方 (1/12)	 鄧兆麟 (1/9)
	 	 鄧宛榛 (1/9)	 許博洋 (1/12)	 林軒妤 (1/12)	 許洧銘 (1/12)	 許庭銨 (1/12)	 陳妤瑄 (1/12)	 陳廷瑋 (1/12)	 謝鈺苓 (1/12)	 陳錦蓉 (1/14)
	 	 鄭安妤 (1/3)	 無名氏 (1/14)	 林佳玉 (1/14)	 蔡羽晴 (1/14)	 許棠琦 (1/14)	 無名氏 (1/14)	 洪翊博 (1/14)	 童瑞棋 (1/14)	 吳玟靜 (1/14)
	 	 毛璿輝 (1/14)	 陳彥榤 (1/4)	 羅支儀 (1/4)	 毛沛緹 (1/14)	 毛珮絮 (1/14)	 吳蕎絹 (1/14)	 劉惠玲 (1/14)	 陳靜慧 (1/14)	 張淑靜 (1/14)
	 	 呂諺君 (1/14)	 祁淑芳 (1/14)	 無名氏 (1/14)	 陳譽馨 (1/14)	 李誌育 (1/14)	 林雯雯 (1/14)	 楊采苓 (1/14)	 羅家永 (1/14)	 田曜瑆 (1/14)
	 	 蔡東乘 (1/14)	 蔡沐儒 (1/14)	 陳彥伶 (1/14)	 黃香齊 (1/14)	 呂瑞敏 (1/14)	 翁韶榕 (1/14)	 王思評 (1/14)	 王震瑜 (1/14)	 王學洧 (1/14)
	 	 陳季盈 (1/14)	 王照蘋 (1/14)	 顏韵芯 (1/14)	 顏品硯 (1/14)	 無名氏 (1/14)	 嚴智馨 (1/14)	 黃健銘 (1/14)	 無名氏 (1/14)	 洪啟景 (1/14)
	 	 吳肇文 (1/14)	 吳欣樺 (1/14)	 無名氏 (1/18)	 無名氏 (1/19)	 無名氏 (1/14)	 楊立莉 (1/5)	 顧家維 (1/5)	 顧維恩 (1/5)	 卓予婷 (1/5)
	 	 林恩宇 (1/5)	 林恩平 (1/5)	 孫湧竣 (1/5)	 張舜凱 (1/5)	 許殷銘 (1/6)	 許文耀 (1/6)	 陳轀才 (1/5)	 魏國輝 (1/5)	 卓予涵 (1/5)
	 	 卓天星 (1/5)	 鄭如雯 (1/5)	 陳廷昌 (1/5)	 陳竑翰 (1/5)	 林佑恩 (1/5)	 林聖恩 (1/5)	 張羽萱 (1/5)	 陳若欣 (1/6)	 葉家宏 (1/6)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1/01~2022/01/31

	 	 徐韻雯 (1/6)	 陳長昇 (1/6)	 石欣卉 (1/6)	 陳立杰 (1/6)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1/6)	 徐韻婷 (1/6)	 徐韻惠 (1/6)	 林洧禾 (1/7)
	 	 林亮亮 (1/7)	 黃采慧 (1/7)	 張瑛珍 (1/7)	 張立蓁 (1/7)	 張定沂 (1/7)	 陳佳聖 (1/7)	 鄭建民 (1/7)	 陳佳恩 (1/7)	 陳佳慧 (1/7)
	 	 倪慶豐	倪弘矅	倪萬宥 (1/7)	 鄭連清 (1/20)	 羅金漢 (1/20)	 鄒佳宏 (1/20)	 黃素惠 (1/20)	 周湘慧 (1/20)	 林鈺珊 (1/20)	 林豈崋 (1/20)
	 	 蔡汝素 (1/20)	 林錦鴻 (1/20)	 鄭君梅 (1/20)	 蔡皓旭 (1/20)	 潘麗美 (1/20)	 楊智鈞 (1/20)	 楊博詠 (1/20)	 吳秀真 (1/20)	 陳德明 (1/20)
	 	 陳宥諶 (1/20)	 楊雅珺 (1/20)	 陳品妘 (1/20)	 林美束 (1/20)	 石博翔 (1/20)	 張簡志霖 (1/20)	 江桓旭 (1/20)	 蔡政廷 (1/20)
	 	 邱薰誼 (1/20)	 曾竣蔚 (1/20)	 李哲凱 (1/20)	 胡家為 (1/20)	 周秋香 (1/20)	 蔡永康 (1/20)	 鄭君茹 (1/20)	 楊宗杰 (1/20)	 陳言禕 (1/20)
	 	 陳易霈 (1/20)	 郭兆權 (1/20)	 江青貞 (1/20)	 梅哲卓也 (1/20)	 簡慧玲 (1/20)	 陳亞音 (1/20)	 柯佩宜 (1/20)	 張伉佑 (1/20)
	 	 無名氏 (1/23)	 無名氏 (1/23)	 無名氏 (1/22)	 高世杰 (1/24)	 陳怡妏 (1/24)	 鄭詠馨 (1/20)	 何沛洵 (1/20)	 何振禔 (1/20)	 林珉良 (1/10)
	 	 陳慧瑾 (1/10)	 陳威翰 (1/10)	 詹怡萍 (1/10)	 楊雅智 (1/10)	 陳珮淇 (1/24)	 周美蓮 (1/24)	 蘇郁誠 (1/24)	 蘇姿允 (1/24)	 藍雅婷 (1/24)
	 	 林益呈 (1/24)	 戴銘漢 (1/24)	 陳紘緯 (1/24)	 陳雅暄 (1/24)	 陳憶雯 (1/10)	 陳榕萱 (1/10)	 林東陸 (1/11)	 林彥廷 (1/11)	 洪森緯 (1/10)
	 	 張淑慧 (1/11)	 林彥丞 (1/11)	 陳秋妤	江俊傑 (1/11)	 陳家福 (1/11)	 鄭凱謙 (1/11)	 莊淳閔 (1/11)	 林志聰	林豐義 (1/11)
	 	 楊善婷 (1/11)	 江幸真	江彥儀 (1/11)	 何承達 (1/11)	 林彥宏 (1/11)	 陳麗華	陳慶和	陳家福 (1/11)	 吳佳蓮 (1/11)	 鄭伊惟 (1/11)
	 	 林鴻儒 (1/11)	 張廷強 (1/12)	 田九光 (1/13)	 鄭婕妤 (1/3)	 陳建明 (1/3)	 張琍 (1/3)	 林晉妃 (1/3)	 徐誠鴻 (1/3)	 徐品蕙 (1/3)
	 	 潘柏恩 (1/3)	 邱怡芳 (1/4)	 黃雅真 (1/5)	 張哲瑋 (1/3)	 善心人士 (1/3)	 無名氏 (1/12)	 張鎮麟 (1/3)	 無名氏 (1/14)	 詹易叡 (1/14)
	 	 黃再安 (1/14)	 蔡惠平 (1/14)	 黃于倫 (1/14)	 無名氏 (1/14)	 無名氏 (1/26)	 蔡邱對 (1/14)	 黃怡華 (1/14)	 蔡育庭 (1/14)	 蔡育慈 (1/14)
	 	 張靜宜 (1/28)	 無名氏 (1/15)	 馬烱修 (1/28)	 盧奕文 (1/28)	 許珮純 (1/28)	 王于珊 (1/29)	 無名氏 (1/29)	 羅珮菁 (1/28)	 楊三賢 (1/28)
	 	 周依潔 (1/28)	 楊佩頤 (1/28)	 OKGO捐款 (1/16)	 OKGO捐款 (1/21)	 OKGO捐款 (1/27)	 蘇羿誠 (1/31)
	 	 胡月容 (1/31)	 謝月甜 (1/31)	 陳天賜 (1/17)	 謝在湘 (1/17)	 善心人士 (1/29)	 林彥丞 (1/17)	 謝甘秀蓉 (1/17)
	 	 OKGO捐款 (1/22)	 鄭子妍 (1/30)	 游尚霖 (1/30)	 石明松 (1/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1)	 施冠廷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8)	 陳佳欣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7)	 許如娟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6)	 金宥緯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4)	 簡誌諒 (1/31)	 涂鳳英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1)	 林鈺璇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8)	 陳靖蓉 (1/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5)	 陳雯玲 (1/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3)	 林顥原 (1/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	 黃迎嘉 (1/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1/1)	 陳泳輝 (1/20)	 游憶嵐 (1/17)	 林俞璇 (1/1)	 楊雅莉 (1/5)	 楊中國 (1/4)	 陳丁瑞 (1/4)	 陳宜襄 (1/4)
	 	 林顥原 (1/4)	 張芸禎 (1/4)	 陳凱琳 (1/30)	 陳小蓁 (1/4)	 王佳鈴 (1/4)	 化學	數學	生物	自然 (1/4)	 許淑枝 (1/4)	 詹佩珊 (1/4)
	 	 陳信宏五月天 (1/4)	 蘇柏綸蘇蜂鈞林欣慧 (1/4)	 台酒便利商店 (1/4)	 應采芳 (1/4)	 林春英 (1/4)	 應富林 (1/4)
	 	 蔡惠珠 (1/30)	 吳英華 (1/30)	 邱鴻霖 (1/30)	 林羿嫻 (1/29)	 羅巧蓁 (1/29)	 易書宏 (1/29)	 劉紜如 (1/28)	 黃筱婷 (1/28)	 侯勝智 (1/27)
	 	 謝政哲 (1/27)	 觀世音 (1/27)	 江宜庭 (1/27)	 池嘉恩 (1/26)	 林顥原 (1/26)	 吳凱彬 (1/26)	 湯佳偉 (1/26)	 陳麒元 (1/26)	 呂育紝 (1/25)
	 	 lstyle 顧客們 (1/25)	 陳家宇 (1/25)	 王柔琇 (1/25)	 自然醒 (1/25)	 程柔綾 (1/25)	 芷伶 (1/25)	 雅馨 (1/25)	 賴怡婷 (1/25)
	 	 張韋嘉 (1/24)	 蘇羿誠 (1/24)	 游喬筑 (1/24)	 林鈺璇 (1/24)	 李成康 (1/23)	 善心人士 (1/23)	 劉庭安 (1/19)	 陳儒俊 (1/23)
	 	 王惠美 (1/22)	 孫紹瑋 (1/22)	 張展瑋 (1/22)	 陳映羽 (1/22)	 吳佩臻 (1/21)	 善心人士 (1/21)	 雅馨 (1/19)	 芷伶 (1/19)
	 	 謝月甜 (1/18)	 邱鴻霖 (1/11)	 善心人士 (1/8)	 蕭賴善 (1/8)	 邱鴻霖 (1/8)	 林宜幸 (1/7)	 033383388(1/18)	 謝佑芳 (1/11)
	 	 黃宇帆 (1/18)	 何欣容 (1/17)	 陳家宇 (1/17)	 陳錦蓮 (1/17)	 葉彥禎 (1/17)	 陳阿蓁 (1/16)	 卞泇淇 (1/16)	 鄭雅婷 (1/16)	 洪裕展 (1/16)
	 	 呂健良 (1/16)	 翁貴娥 (1/16)	 呂金安 (1/16)	 神明 (1/16)	 林玟妮 (1/16)	 林榆安 (1/15)	 陳文男 (1/15)	 南無至聖先師孔老夫子 (1/15)
	 	 楊素月 (1/14)	 陳家宇 (1/14)	 善心人士 (1/13)	 蕭雅文 (1/13)	 善心人士 (1/13)	 林顥原 (1/13)	 吳金錢 (1/12)
	 	 陳勝峰 (1/12)	 洪裕展 (1/12)	 三寶弟子 (1/12)	 何如巧 (1/12)	 吳孟珊 (1/11)	 許䕒文 (1/11)	 呂育紝 (1/11)	 鄺楚惠 (1/11)
	 	 黃莉鈞 (1/11)	 杜婕菲 (1/11)	 林麗玲 (1/11)	 Andy(1/11)	 善心人士 (1/11)	 徐依萍 (1/11)	 洪家惠 (1/11)	 黃永欽 (1/11)
	 	 鐘雅雯 (1/11)	 黃冠霖 (1/11)	 黃柏憲 (1/11)	 陳詠昕 (1/10)	 鄭甘 (1/10)	 莊閔昌 (1/10)	 黃于慈 (1/10)	 陳小蓁 (1/10)	 吳媽陳真 (1/10)
	 	 周任鍊 (1/9)	 趙詠郁 (1/9)	 Ally(1/9)	 張盧文生 (1/4)	 觀世音 (1/8)	 陽陽 (1/8)	 善心人士 (1/7)	 陸湘羚 (1/7)	 陳柏宇 (1/6)
	 	 周倪維 (1/6)	 梁綺珊 (1/6)	 潘松緯 (1/6)	 小薇 (1/6)	 陳家宇 (1/6)	 蔡素蓉 (1/6)	 楊智宇 (1/6)	 黃詳淵 (1/5)	 羅巧蓁 (1/5)
	 	 陳毓羚 (1/5)	 黃曉玲 (1/5)	 蘇憶屏 (1/5)	 富億 (1/5)	 善心人士 (1/5)	 陳芸蓁 (1/5)	 ivan(1/5)	 劉庭安 (1/3)	 蕭逸楓 (1/3)
	 	 陳政隆 (1/3)	 陳福壽 (1/3)	 陳美秀 (1/27)	 陳美秀 (1/22)	 陳美秀 (1/16)	 謝佑芳 (1/29)	 謝佑芳 (1/17)	 謝佑芳 (1/9)	 吳春福 (1/3)
	 	 蘇憶屏 (1/3)	 吳瑞雄	肖品瑈	吳萬義 (1/2)	 吳育霈 (1/11)	 吳育霈 (1/3)	 林育生 (1/11)	 林右豐 (1/11)	 林郁盛 (1/2)	 陳家宇 (1/2)
	 	 徐裕恩 (1/2)	 蔡秀梅 (1/2)	 卓詳程 (1/1)	 善心人士 (1/1)	 顏文財 (1/1)	 邱淑惠 (1/2)	 陳銘良 (1/14)	 陳虹潔 (1/27)	 張嵩盟 (1/26)
	 	 蔡境峰 (1/8)	 蔡境峰 (1/20)	 王志原 (1/31)	 王亮亮 (1/9)	 蔡正義 (1/7)	 蔡正義 (1/3)	 余正宗	余廖招治 (1/26)	 林茗棋 (1/11)
	 	 余正宗	余廖招治 (1/12)	 林亞亭	鍾承佑 (1/11)	 林亞亭	鍾承佑 (1/3)	 林亞亭	鍾承佑 (1/31)	 張宇晨 (1/30)
	 	 林亞亭	鍾承佑 (1/29)	 林亞亭	鍾承佑 (1/17)	 林亞亭	鍾承佑 (1/30)	 林亞亭	鍾承佑 (1/28)	 陳美凰 (1/2)
	 	 林亞亭	鍾承佑 (1/27)	 林亞亭	鍾承佑 (1/26)	 林亞亭	鍾承佑 (1/25)	 林亞亭	鍾承佑 (1/24)	 江珮璇 (1/25)
	 	 林亞亭	鍾承佑 (1/23)	 林亞亭	鍾承佑 (1/22)	 林亞亭	鍾承佑 (1/21)	 林亞亭	鍾承佑 (1/20)	 王小宜 (1/11)
	 	 林亞亭	鍾承佑 (1/19)	 林亞亭	鍾承佑 (1/18)	 林亞亭	鍾承佑 (1/16)	 林亞亭	鍾承佑 (1/15)	 黃惠莙 (1/3)
	 	 林亞亭	鍾承佑 (1/14)	 林亞亭	鍾承佑 (1/13)	 林亞亭	鍾承佑 (1/12)	 林亞亭	鍾承佑 (1/10)	 顏郡良 (1/8)
	 	 林亞亭	鍾承佑 (1/9)	 林亞亭	鍾承佑 (1/8)	 林亞亭	鍾承佑 (1/7)	 林亞亭	鍾承佑 (1/6)	 江龍 (1/7)
	 	 林亞亭	鍾承佑 (1/5)	 林亞亭	鍾承佑 (1/4)	 林亞亭	鍾承佑 (1/2)	 林亞亭	鍾承佑 (1/1)	 江龍 (1/14)
	 	 林員 (1/2)	 林佳正 (1/11)	 劉冠廷 (1/18)	 陳亭諭 (1/2)	 蔡佩儒 (1/31)	 NE-KO飾品店 (1/4)	 嚴千評 (1/16)	 蔡雨昀 (1/25)	
	 	 曾筱群 (1/3)	 蘇雅令 (1/13)	 陳綉琴 (1/7)	 張巧巧 (1/5)	 余宥駐 (1/18)	 林旗芳 (1/25)	 劉寶秀 (1/3)	 周芷琳 (1/6)	 蔡亞杰 (1/19)
	 	 余泓寬 (1/18)	 林智慧 (1/18)	 許月里 (1/18)	 簡淑慧 (1/12)	 林雅玲 (1/6)	 郭懿心 (1/13)	 李宗欽 (1/8)	 李宗欽 (1/20)	 莊景期 (1/31)
	 	 賴招良 (1/10)	 張家薇 (1/14)	 黃東漢 (1/30)	 周家駿 (1/6)	 陳玉如 (1/12)	 吳玉燕 (1/11)	 王麗玲 (1/30)	 黃明智 ( 大辰 )(1/11)
	 	 陳智勇 (1/17)	 邱瑞敏 (1/31)	 許能淵 (1/16)	 胡軒綸 (1/28)	 施嘉韋 (1/10)	 許如娟 (1/11)	 鄭有惠 (1/10)	 王柯秀蕊 (1/21)
	 	 洪宇彥 (1/21)	 陳蘭馨 (1/19)	 謝宗錡 (1/19)	 蔡永欽 (1/19)	 蔡祐廷 (1/19)	 洪彩華 (1/19)	 顏富美 (1/19)	 顏忠義 (1/19)	 洪健哲 (1/21)
	 	 蔡伊蓉 (1/22)	 陳炎偉 (1/21)	 彭淑美 (1/21)	 伏鶯 (1/22)	 陳菊妹 (1/22)	 黃月霞 (1/22)	 陳沐緯 (1/21)	 陳美觀 (1/21)	 李依璟 (1/22)
	 	 洪千雯 (1/22)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1/24)	簡曉郁 (1/24)	 藍可馨 (1/25)	 唐子婷 (1/25)	 藍瑀岑 (1/25)	 吳東穎 (1/25)	 蔡昀妘 (1/25)
	 	 吳嘉容 (1/25)	 黃素貞 (1/25)	 黃天澤 (1/25)	 宋秀穎 (1/25)	 李佳曄 (1/25)	 蔡瑋宸 (1/25)	 蔡篤斌 (1/25)	 吳中方 (1/25)	 劉勳國 (1/25)
	 	 楊森帆 (1/25)	 楊黃玉花 (1/25)	 蔡李靜江 (1/26)	 善心人士 (1/26)	 蔡水祥 (1/26)	 蔡明足 (1/26)
	 	 蔡明莉 (1/26)	 張雯婷 (1/26)	 顧家維 (1/28)	 鄭凱謙 (1/27)	 劉育光 (1/28)	 江亭延 (1/28)	 劉伃珊 (1/28)	 楊立莉 (1/27)	 廖峒腕 (1/27)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1/27)	葉家宏 (1/27)	 顧維恩 (1/28)	 江文漳 (1/28)	 江幸娟 (1/28)	 江黃清月 (1/28)	 魏國輝 (1/28)
	 	 陳轀才 (1/28)	 陳庭凡 (1/28)	 翁淑芬 (1/28)	 黃雅真 (1/28)
	 88	 邱翊珊 (1/20)	 王柏權 (1/20)	 李宥宏 (1/20)	 謝涵如 (1/20)	 張雅涵 (1/20)	 曾立傑 (1/20)	 楊文斌 (1/20)	 孫嘉蔚 (1/20)	 鐘子涵 (1/20)
	 	 邱美玲 (1/20)	 潘金珠 (1/20)
	 60	 蔡涵倪 (1/20)
	 50	 盧昱尹 (1/4)	 陳正輝 (1/12)	 陳茂雄 (1/3)	 林日勇 (1/3)	 林東達 (1/3)	 林詹秀蘭 (1/3)	 陳黃英華 (1/3)	 陳品妤 (1/3)	 劉蓁霓 (1/4)
	 	 劉建志 (1/4)	 劉忠穎 (1/4)	 劉吳良珠 (1/4)	 郭迫和 (1/4)	 郭秀滿 (1/4)	 吳盈潔 (1/11)	 許紘瑞 (1/11)	 涂盈文 (1/11)	 吳彥諭 (1/11)
	 	 許耿彰 (1/11)	 許倍瑜 (1/11)	 涂宸祐 (1/11)	 涂宸翰 (1/11)	 劉蓁霓 (1/19)	 劉建志 (1/19)	 郭迫和 (1/19)	 劉忠穎 (1/19)	 郭秀滿 (1/19)
	 	 劉吳良珠 (1/19)	 何建德 (1/26)	 何建宏 (1/26)
	 16	 迴向給游阿蜜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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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2/01~2022/02/28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2/01~2022/02/28

	 545,600	 財政部發票獎金 (2/6)
	 500,000	 得昌投資有限公司 (2/16)
	 100,000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青年委員會 (2/24)	 葉瑪莉 (2/23)
	 51,600	 蔡瑞紅 (2/11)
	 50,000	 威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詹騏睿 (2/14)
	 30,000	 馬善諦 (2/9)	 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2/25)	 陳咨妤 (2/11)
	 20,000	 林文彬 (2/4)	 黃偉誠 (2/9)	 蔡暢忠 (2/15)	 傅寶慧 (2/21)	 麗蓁有限公司 (2/11)	 郭少宸 (2/22)	 吳宜眞 (2/28)	 姚振祥 (2/19)
	 	 社團法人傅弘寬熱心服務慈善會 (2/21)	 釋慈忍 (2/14)	 台灣索馬龍股分有限公司 (2/25)	 顏輝銘 (2/23)	 陳儀如 (2/25)
	 	 徐進龍 (2/14)	 張森烈 (2/14)	 梓坊 / 李芸萱 (2/14)
	 18,100	 彰化縣紫雲慈善會 (2/10)
	 16,000	 陳碧霞 (2/9)
	 15,000	 黃一峰 (2/10)
	 14,151	 元軒珠寶有限公司 (2/8)
	 12,000	 梁旅珠 (2/8)	 張宇翔 (2/11)	 余佳霈 (2/14)	 詹貴惠 (2/24)	 善心人士 (2/24)	 蘇峴宥 (2/4)
	 11,294	 Benevity	公益事業網站捐款	(2/25)
	 11,201	 台灣火鷓鴣服務協會 (2/14)
	 10,000	 楊美雲 (2/4)	 樊麗萍 (2/7)	 無名氏 (2/15)	 大興實業有限公司 (2/15)	 善心人士 (2/16)	 呂芳瑀	呂浩愷 (2/7)
	 	 吳明彥 (2/8)	 百越髮型設計店 (2/8)	 慶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11)	 徐浩棟 (2/8)	 洪靖彤 (2/9)	 朱祥祺 (2/9)	 林芯羽 (2/22)
	 	 金宏亞科技有限公司 (2/22)	 台灣恩慈股份有限公司 (2/22)	 財團法人臺北市北投慈善基金會 (2/22)	 葉致鍇 (2/14)	 林燦宇 (2/15)
	 	 魏楀桓	魏楀慈	魏楀璇	魏楀奉 (2/14)	 洪坤程 (2/13)	 劉正一 (2/2)	 陳靖宗 (2/8)	 森學班 (2/21)	 許菀育 (2/24)	 葉守序 (2/24)
	 	 葉宥炘 (2/25)	 謝佩含 (2/25)	 黃炎修 (2/14)	 葉欣芝 (2/14)	 許素雲 (2/14)	 黃元宏 (2/14)	 張金來 (2/14)	 高義發 (2/14)	 吳海慶 (2/14)
	 	 張少騰 (2/14)	 葉正安 (2/14)	 戴君芳 (2/14)	 張弘昌 (2/14)	 林信美 (2/14)	 林子騰 (2/14)	 陳昭男 (2/14)	 孫希均 (2/14)	 林鳳蔥 (2/14)
	 	 陳萬泓 (2/14)	 簡國徽 (2/14)	 吳育丞 (2/14)	 黃秋發 (2/14)	 李日益 (2/14)	 曾美雲 (2/14)	 三道門旅店有限公司 (2/14)	 吳育萱 (2/14)
	 	 昕	Hair 造型 /	Nicole( 屏東 )(2/14)	 髮典 / 鄧秀華 ( 東港 )(2/14)	 純慶有限公司 /李中進 (2/14)
	 	 大盟空調冷凍機械有限公司 -吳龍寶 (2/14)
	 9,500	 蔡瑞真 ( 黃媽媽 )(2/24)
	 9,000	 林明星 (2/12)
	 8,000	 孫于庭 (2/5)	 陳瑜 (2/16)	 王麗珍 (2/7)	 邱玉美 (2/14)	 醉紅 (2/4)
	 6,208	 李心惠 (2/14)
	 6,200	 日式威廉廖喬安 (2/14)	 日式威廉邱慧容 (2/14)
	 6,000	 施廷翰 (2/1)	 楊秀夫 (2/7)	 林建仁	林銀象	林蔡雅惠 (2/3)	 三益壁材有限公司 (2/8)	 丁雅芳 (2/13)	 葉瑞民	高瑞芬 (2/8)
	 	 陳俐穎 (2/17)	 曹碧珠 (2/10)	 許竣淵 (2/12)	 林錦松 (2/12)	 郭鎮瑋 (2/6)	 洪黑人 (2/17)	 詹瑞愉 (2/21)	 薛素青	薛素薇	薛雅文 (2/24)
	 5,200	 孫瑞佑 (2/14)
	 5,000	 方淑美 (2/14)	 李順景 (2/7)	 郭家琦 (2/7)	 陳榮鍠 (2/7)	 鄭又祥 (2/8)	 李錦蓮 (2/9)	 善心人士 (2/10)	 邱麗香 (2/10)
	 	 采盟股份有限公司 (2/9)	 許慈書 (2/10)	 牛仰堯 (2/15)	 劉美惠 (2/14)	 陳少華 (2/18)	 林瑞祥 (2/18)	 林家蓁 (2/18)	 林昌緯 (2/7)
	 	 于承水電工程行 (2/7)	 陳秀祝 (2/7)	 林隆豐 (2/7)	 林思彤 (2/7)	 李秋慧 (2/7)	 吳珉麟 (2/7)	 施延翰 (2/11)	 康語洋 (2/17)
	 	 康語晴 (2/17)	 蔡莉莉 (2/8)	 林秉輝 (2/8)	 張思涵 (2/13)	 鄭洛琳 (2/9)	 陳志嘉 (2/11)	 莊文啟 (2/11)	 蔡靚 (2/23)	 無名氏 (2/10)
	 	 許字宏 (2/10)	 曾師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21)	 謙成有限公司 (2/21)	 于培倫 (2/21)	 薛慧美 (2/25)	 彭俊明 (2/25)
	 	 煌茂水產有限公司 (2/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4)	 馬麗婷 (2/24)	 董卜元 (2/21)	 羅仕原 (2/14)
	 	 劉丸均 (2/9)	 沈志維 (2/5)	 聶紫如 (2/27)	 蘇麗華 (2/27)	 劉家良 (2/11)	 陳威名 (2/25)	 徐銘駿 (2/12)	 善心人士 (2/17)
	 	 春富發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17)	 吳少元 (2/22)	 陳文忠 (2/22)	 黃玉靜 (2/23)	 劉毓豐	施培梅 (2/24)	 林麗綺 (2/25)
	 	 EZ	Hair	Salon/ 潘美藝 (2/14)	 歐芷辰 (2/14)	 林鎂雲 (2/14)	 黃羽薇 (2/14)	 陳明聰 (2/14)	 詹畯能 (2/14)	 朱維勤 (2/14)	 李國陽 (2/14)
	 	 周燦堂 (2/14)	 杜憲忠 (2/14)	 郭佳真 (2/14)	 采軒經典髮藝 -黃秀卿 (2/14)
	 4,600	 林暉恩 (2/2)
	 4,500	 陳柏璋 (2/24)
	 4,100	 高于安 (2/16)
	 4,000	 翁杏君 (2/7)	 呂莉萍 (2/8)	 邱志偉 (2/2)	 林雅清 (2/5)	 王婷儀 (2/21)	 鍾明璟 (2/23)
	 3,600	 兒癌基金會 (2/10)	 宋宇濬 (2/9)	 胥薰方 (2/25)	 呂秋嫻 (2/25)	 陳南村 (2/14)
	 3,500	 林科宇 (2/7)	 吳書慧 (2/11)	 吳明芬	宋杰穎	宋志鴻	宋志恩	宋雅婷 (2/17)
	 3,400	 王承翰 (2/23)
	 3,000	 張懷心 (2/4)	 邱瑛瑛 (2/7)	 橫川義康 (2/7)	 呂弘逸 (2/7)	 無名氏 (2/8)	 善心人士 (2/9)	 張祐榛 (2/9)	 李揚 (2/10)	 無名氏 (2/15)
	 	 關家莉 (2/15)	 張皪元 /張崴程 (2/15)	 周惠萱 (2/15)	 蘇文岳 (2/8)	 鄧宇宸 (2/9)	 陳湘銘 (2/22)	 王文中 (2/22)	 李哲宇 (2/11)
	 	 林錫癸 (2/11)	 無名氏 (2/22)	 顏御安 (2/22)	 吳耑穎 (2/22)	 劉夏豪	劉寬	劉瑄	陳淑如 (2/21)	林森建材行 (2/21)	 謝妍青 (2/21)
	 	 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 (2/21)	 陳怡伶 (2/21)	 李安庭 (2/11)	 王秀蘭 (2/11)	 王中彥	王中建 (2/11)	 洪建煙 (2/15)	 魏鏞 (2/25)
	 	 速比爾有限公司 (2/25)	 林家田園 (2/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	 黃瑞文 (2/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	 李沛瑜 (2/15)	 fenny	tseng(2/9)	 楊志傑 (2/8)	 善心人士 (2/7)	 李嘉琪 (2/7)	 許彩濱 (2/7)
	 	 林凱彥 (2/7)	 周沛昀 (2/6)	 張家裕 (2/2)	 周丁璧燕 (2/1)	 胡敏 (2/21)	 胡敏 (2/7)	 許晉偉 (2/5)	 小女孩花室 (2/1)
	 	 高閩竹 (2/27)	 王俊凱 (2/28)	 施盈伶 (2/1)	 黃永漢 (2/3)	 高林龍 (2/28)	 李謹安 (2/3)	 李冠希 (2/22)	 曾鈺珈 (2/16)	 許淑娟 (2/18)
	 	 陳昭容 (2/18)	 許容慈 (2/18)	 張巧昀 (2/22)	 謝春猛 (2/21)	 賴麗純 (2/23)	 蘇振祥 (2/27)	 胡志瀚	胡志隆	胡慧貞 (2/24)	 王文慶 (2/25)
	 	 郭正明 (2/25)	 陳寶元 (2/14)	 黃雅莉 (2/14)	 王淑芳 (2/14)	 張志宏 (2/14)	 許美寬 (2/14)	 黃昱盛 (2/14)	 楊國珍 (2/14)	 楊愛玉 (2/14)
	 	 方燕秋 (2/14)	 林埔濱 (2/14)	 簡居財 (2/14)	 孫嗣翔 (2/14)	 陳冠吟 (2/14)
	 2,888	 善心人士 (2/19)
	 2,800	 鄭美玲 (2/1)
	 2,761	 趙仁毅 (2/17)
	 2,580	 葉宣橫 (2/15)	 黃福星 (2/26)
	 2,500	 劉成舉 (2/14)	 王寶群 (2/7)	 洪芷榆 (2/21)	 李世豪 (2/10)	 傅旭正 (2/25)	 陳威豪 (2/22)	 李淑麗 (2/5)	 陳莘妮 (2/15)
	 2,400	 司立文 (2/8)
	 2,300	 OKGO捐款 (2/1)
	 2,222	 善心人士 (2/21)
	 2,022	 蘇綉燕 (2/14)
	 2,000	 陳韋潔 (2/4)	 方涵可 (2/4)	 蔡津容 (2/2)	 無名氏 (2/1)	 無名氏 (2/1)	 朱詩婷 (2/1)	 黃錫成 (2/7)	 簡辰光 (2/7)	 黃恆逸 (2/7)
	 	 李宜燕 (2/6)	 吳佳玲 (2/7)	 張振宗 (2/7)	 洪光熙	陳靜珠 (2/7)	 臺北市私立菁英種子幼兒園 (2/7)	 王彥閔 (2/5)
	 	 王雅勤	呂岱霏 (2/7)	 善心人士 (2/5)	 李勇達 (2/7)	 呂瑀宸 (2/7)	 鄭伃棻 (2/8)	 銘鋁鋁業有限公司 (2/8)	 黃安睿 (2/8)
	 	 陳信夫 (2/8)	 呂浚民 (2/9)	 溫薇晴 (2/9)	 陳莉嫻 (2/9)	 陳許美雲 (2/9)	 陳得福 (2/9)	 鄒凭晏 (2/10)	 鄭家洧 (2/10)	 楊志偉 (2/14)
	 	 吳映嫺 (2/9)	 薛宏明 (2/15)	 卜祥琨 (2/14)	 高宗永 (2/14)	 胡珮瑩 (2/14)	 高靜華 (2/14)	 洪曉蘭 (2/14)	 謝惠珠 (2/14)	 莊如芳 (2/14)
	 	 英甲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2/14)	 曹筱雯 (2/14)	 黃佳瑛 (2/15)	 徐美玲 (2/15)	 胡瀞涵 (2/15)	 衛美娟 (2/15)	 黃瀞萱 (2/15)
	 	 李淑婉 (2/15)	 創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5)	 沈格祥 (2/15)	 張凌芝 (2/15)	 王瀛屏 (2/15)	 張庭萱 (2/15)	 黃秋香 (2/15)	 鄭凱懌 (2/15)

	 	 廖淑絹 (2/15)	 李建民 (2/15)	 吳貞儀 (2/14)	 余國平 (2/7)	 曾弘毅 (2/16)	 善心人士 (2/3)	 李振德 (2/7)	 王建宏 (2/7)	 楊雪代 (2/7)
	 	 吳尚恆 (2/7)	 黃亭禎	黃稔尹	黃立科 (2/7)	 葉嘉宜 (2/7)	 施琦玉	陳弘毅 (2/7)	 蘇于婷 (2/7)	 楊雪美 (2/7)	 王歆絜 (2/8)
	 	 柯學哲 (2/18)	 洪惟堯 (2/8)	 王美芝 (2/11)	 皇廣鑄造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2/10)	 柯朋昌 (2/8)	 李郁惠 (2/15)	 蘇銘慶 (2/8)
	 	 鴻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18)	 邱秉媛 (2/9)	 王翎菱 (2/9)	 黃昱明 (2/9)	 鐘志鴻 (2/9)	 謝增興 (2/9)	 陳淑真 (2/9)	 陳忠明 (2/10)
	 	 陳尚澤	江麗玲	陳士修	陳瑀涵 (2/9)	 黃惠美 (2/10)	 蘇微惠 (2/22)	 黃明熙 (2/22)	 吳玉華 (2/11)	 葉炳男 (2/22)	 胡登圍 (2/10)
	 	 黃若斐 (2/23)	 傅美慧 (2/22)	 武晉萱 (2/22)	 善心人士 (2/22)	 林建仲 (2/22)	 林煌文 (2/22)	 蕭碧真 (2/22)	 許秀穎 (2/22)
	 	 邱玉環 (2/22)	 江麗蘭 (2/20)	 蔡玉娟 (2/20)	 王心瀚 (2/20)	 洪誌彰	謝宛臻 (2/10)	 謝昀修	黃虹綺 (2/10)	 郭世崇 (2/10)
	 	 楊玉琴 (2/10)	 黃佳玲 (2/10)	 莊茜琦 (2/21)	 余南興 (2/21)	 廖施景 (2/21)	 林昱廷 (2/21)	 林昱嘉 (2/21)	 冠鼎工業有限公司 (2/21)
	 	 周銘慶 (2/21)	 楊瓊媛 (2/11)	 車淑珍 (2/11)	 林佳瑩 (2/11)	 黃譯葶 (2/21)	 鄒靖楠 (2/21)	 遠祥國際有限公司 (2/21)	 葉靜雯 (2/11)
	 	 張莘瑜 (2/11)	 鍾明宏 (2/21)	 李云芸 (2/22)	 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23)	 江禹葳 (2/25)	 李春味 (2/12)	 鄧名珊 (2/25)	 陳瓊芳 (2/14)
	 	 漢翔公司慈光社 (2/14)	 賴映秀 (2/25)	 奇磊股份有限公司 (2/15)	 劉宜芳 (2/15)	 鍾家軒 (2/15)	 陳榮宗 (2/15)	 龔天祥 (2/15)
	 	 蔡佩儒 (2/15)	 黃憲宗 (2/15)	 鍾步興 (2/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2)	 余育菱 (2/28)	 江青枝 (2/24)	 陳亭佑 (2/23)	 江青枝 (2/23)	 蔡竫釩 (2/22)
	 	 黃培維 (2/22)	 簡淑玲 (2/21)	 江青枝 (2/20)	 陳濬杰 (2/19)	 許文銘 (2/17)	 林諭善 (2/17)	 王緁羚 (2/15)	 江青枝 (2/15)	 陳國峰 (2/15)
	 	 江青枝 (2/12)	 劉倢妏 (2/12)	 陳畇叡 (2/12)	 呂崇豪 (2/11)	 江青枝 (2/11)	 蔡羽臣 (2/10)	 江青枝 (2/10)	 陳秉瑞 (2/9)	 何秉勳 (2/9)
	 	 chris	liao(2/8)	 善心人士 (2/1)	 唐天翔 (2/2)	 陳淑芬 (2/16)	 高照貞 (2/16)	 洪承亞 (2/25)	 陳松達 (2/25)	 翁岳豪 (2/9)	 潘梅芬 (2/11)
	 	 林永宸 (2/2)	 林岱霓 (2/5)	 君吉實業有限公司 (2/10)	 葉其璋 (2/10)	 蔣忠庭 (2/7)	 陳政維 (2/19)	 葉信宏 (2/19)	 林若彤 (2/24)
	 	 廖婉真 (2/16)	 林哲璋 (2/8)	 林育詮 (2/13)	 高淑敏 (2/25)	 李鵬遠 (2/20)	 宿紘騫 (2/19)	 方岑芸 (2/11)	 謝旻諭 (2/6)	 周煜庭 (2/19)
	 	 鍾皓丞 (2/14)	 江文進 (2/26)	 郭小美 (2/9)	 吳孟鴻 (2/5)	 陳洲港 (2/18)	 劉美奼 (2/14)	 王仁宗 (2/7)	 李薇君 (2/17)	 陳憲璋 (2/17)
	 	 陳宥嘉 (2/17)	 黃勝燦 (2/18)	 蔡家芸 (2/18)	 勝興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2/18)	 吳麗文 (2/21)	 李曉芬 (2/22)	 林姸孝 (2/21)
	 	 洪金來 (2/23)	 林彥孝 (2/21)	 林姮孝 (2/21)	 楊子毅 (2/21)	 友展企業有限公司 (2/21)	 吳基財 (2/21)	 萬太企業有限公司 (2/22)
	 	 楊凱鈞 (2/24)	 張育維 (2/24)	 葉美華 (2/24)	 邱建臺	劉雪椿 (2/24)	 吳純 (2/25)	 洪上程 (2/25)	 黃義方 (2/25)	 陳東賢 (2/14)
	 	 張克源 (2/14)	 林坤鴻 (2/14)	 陳玉燕 (2/25)	 蕭國莉 (2/14)	 李柏生 (2/14)	 周鴻仁 (2/14)	 陳俊良 (2/14)	 林秀英 (2/14)	 陳芍岑 (2/14)
	 	 謝憶親 (2/14)	 蔡佳宏 (2/14)	 葉緯竣 (2/14)	 陳武郎 (2/14)	 謝煥任 (2/14)	 施宜羚 (2/14)	 陳苡安 (2/14)	 劉永豐 (2/14)	 吳春月 (2/14)
	 	 黃惠純 (2/14)	 吳登杭 (2/14)	 郭麗卿 (2/14)	 劉淑真 (2/14)	 黃秀雲 (2/14)	 李國忠 (2/14)	 田懷松 (2/14)	 唐榮宏 (2/14)	 張瀞尹 (2/14)
	 	 李敏妃 (2/14)	 林冠每 (2/14)	 莊媄涵 (2/14)	 許伯任 (2/14)
	 1,800	 吳新鈞 (2/10)	 嚴德芬 (2/10)	 詩凱商行 (2/5)	 黃怡瑄 (2/24)
	 1,700	 OKGO捐款 (2/8)
	 1,688	 廖峻威 (2/24)
	 1,680	 厚真藥局 (2/18)
	 1,600	 沈曉蓓 (2/22)	 曹英昌 (2/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8)	 徐靖祐 (2/6)
	 1,500	 蘇千楺 (2/4)	 黃曉眉 (2/7)	 劉英廷 (2/7)	 劉宥廷 (2/7)	 鄭丞凱 (2/8)	 鄭伃茵 (2/8)	 享樂中壇元帥 (2/10)	 潘柔諭 (2/10)
	 	 張軒綺 (2/14)	 崔明貴 (2/15)	 吳雅萍 (2/15)	 姜銀和 (2/15)	 黃金木 (2/15)	 張滄興 (2/16)	 蘇玩伶 (2/4)	 陳宥帆 (2/7)	 李明易 (2/7)
	 	 菖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2/7)	 菖鴻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2/8)	 呂佩純	呂依璇	呂翊綺 (2/8)	 菖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8)	 吳孟涵 (2/8)
	 	 吳永清 (2/9)	 吳家威 (2/9)	 羅欽賢 (2/22)	 侯麗梅 (2/22)	 楊于萱 (2/20)	 鄭卉芸 (2/11)	 彭文芳 (2/21)	 鄭丞勛 (2/11)	 陳憲霆 (2/11)
	 	 邱奕達	邱王哖	邱進任 (2/25)	 菖源股份有限公司 (2/15)	 黃麗蓉 (2/15)	 林怡萱 (2/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7)	 花素蓮 (2/7)
	 	 大里振坤宮 (2/11)	 詹怡婷 (2/6)	 善心人士 (2/6)	 李政儒 (2/4)	 陳憶雯 (2/17)	 洪聖祐 (2/9)	 賴義麟 (2/10)	 張瓊文 (2/25)
	 	 黃淑華 (2/21)	 吳依穗 (2/24)	 沈志鴻 (2/14)	 林貴葉 (2/14)	 黃琪瑤 (2/14)	 李國陽 (2/14)
	 1,300	 OKGO捐款 (2/7)
	 1,271	 港墘國小學幼兒園 (2/18)
	 1,234	 施育憲 (2/22)
	 1,200	 蕭璽彧 (2/1)	 姚昱伶 (2/10)	 盧霽千 (2/10)	 羅國基 (2/10)	 楊迪華 (2/14)	 陳雅玲 (2/7)	 李運妹 (2/8)	 林巧雯 (2/8)	 王昭旺 (2/18)
	 	 韓寶珠	趙芯誼	趙于薇	趙翊筑	趙明龍	趙馥儒 (2/7)	 鄒年恩	賴瑞蓮	鄒永隆	鄒鳳蘭	黃俊瑋 (2/8)	 李妤庭 (2/9)	 許聖暉 (2/11)
	 	 林杏林 (2/22)	 曾仁德 (2/11)	 許芳綺 (2/11)	 郭振山 (2/12)	 梁詠淮 (2/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2)	 何泓餘 (2/13)	 李佳樺 (2/25)
	 	 陳昕楷 (2/24)	 羅志宇 (2/5)	 莊曜宇 (2/23)	 林桂汝 (2/15)	 杜子語 (2/12)	 郭亞蓉 (2/24)	 林仁貴 (2/17)	 陳奕賓 (2/2)	 賴佩瑜 (2/28)
	 	 林明輝	朱建蕊	林智偉	林暐翔 (2/15)	 OKGO捐款 (2/20)	 黃如敏 (2/18)	 蕭璽彧 (2/28)	 許幼如 (2/23)	 劉素惠 (2/23)
	 	 傅秀菊	張國樓	張景睎	林宸妤	張嫚軒	張善皓 (2/24)	 泊均有限公司 (2/25)	 林志鴻 (2/14)	 邱建富 (2/14)	 吳玹宇 (2/14)
	 1,100	 周培煜 (2/11)	 董惠如 (2/20)	 林羿君 (2/13)	 OKGO捐款 (2/16)
	 1,094	 陳書怡 (2/14)
	 1,080	 冠群秋萍睿宏伏虎宮 (2/26)
	 1,050	 OKGO捐款 (2/12)	 顏志峰 (2/14)
	 1,016	 陳品汎 (2/4)
	 1,015	 潘德旗 (2/11)
	 1,010	 鄒美蘭全家 (2/8)
	 1,005	 劉活源	劉何美雲 (2/16)	 劉教忠	黃政智	黃江珍	劉穗莛	黃奕綺	黃奕靜 (2/16)	 劉金泉	張春菊	劉師綸	劉昀學 (2/16)
	 	 劉福堂	劉凱綾	劉家瑜	劉睿閎 (2/16)
	 1,000	 傅玉寶 (2/19)	 吳福泉 (2/19)	 孫詩遠 (2/13)	 李瑋琦 (2/6)	 劉家安 (2/6)	 無名氏 (2/5)	 黃鈞奕 (2/5)	 沈昭仁 (2/4)	 黃彥 (2/4)	
	 	 張智詠 (2/1)	 陳徵平 (2/7)	 鄭色孟 (2/7)	 李淑蓉 (2/7)	 莊桂惠 (2/7)	 葉上菁 (2/7)	 林淵欽 (2/7)	 張鈞維 (2/7)	 方文波 (2/7)
	 	 高美祝 (2/7)	 統宇電研股份有限公司 (2/7)	 孫婕祐 (2/7)	 朱彥堯 (2/7)	 余美玲 (2/7)	 林明宜 (2/7)	 洪西彬 (2/7)	 王宥崴 (2/7)
	 	 沈依欣 (2/7)	 楊美雲 (2/7)	 倪正杰 (2/7)	 詹益能 (2/7)	 李日農 (2/7)	 劉俞旻 (2/7)	 鄭芝昀 (2/7)	 陳雪青 (2/7)	 陳志維 (2/7)
	 	 毛良慶 (2/7)	 洪源泰 (2/7)	 詹世明 (2/7)	 劉雅君 (2/7)	 蘇怡頤 (2/7)	 林美慧 (2/7)	 蕭羽秀 (2/7)	 游慧敏 (2/7)	 葉國暉 (2/7)
	 	 澔昇國際有限公司 (2/7)	 江沛峰 (2/7)	 張淑儀 (2/7)	 朱美惠 (2/7)	 林永重 (2/7)	 張惠晴 (2/2)	 吳羿勳 (2/8)	 陳博武 (2/9)
	 	 張宏銘 (2/8)	 黃素蘭 (2/8)	 粟睦蓉 (2/9)	 花影國際有限公司 (2/9)	 林芬菁 (2/10)	 楊忠明 (2/10)	 洪于絜 (2/10)	 劉書合 (2/10)
	 	 林谷裕 (2/10)	 楊宗恩 (2/10)	 黃培誠 (2/10)	 歐陽貞穎 (2/10)	 楊子陞 (2/10)	 龔雙慶 (2/10)	 許珮雯 (2/10)	 麥家豪 (2/10)
	 	 麥維倫 (2/10)	 黃雪梅 (2/10)	 簡苑倩 (2/10)	 林雅姿 (2/10)	 郭原宏 (2/10)	 黃士杰 (2/10)	 劉志雄 (2/10)	 林欣歡 (2/10)	 陳國清 (2/10)
	 	 陳宏曜 (2/10)	 陳逸如 (2/10)	 周子民 (2/10)	 李麗香 (2/10)	 林芳至 (2/10)	 顏維志 (2/10)	 賴慧蓉 (2/14)	 胡惠英 (2/13)	 陳俞孝 (2/11)
	 	 陳俞余 (2/11)	 傅秀雅 (2/14)	 李政模 (2/14)	 黃淑苑 (2/14)	 陳業棠 (2/11)	 無名氏 (2/10)	 陳怡君 (2/15)	 江志隆 (2/15)	 辛珮琪 (2/14)
	 	 陳家億 (2/15)	 陳裕盛 (2/15)	 陳怡安 (2/15)	 吳慶隆 (2/15)	 柯炳松 (2/15)	 無名氏 (2/15)	 陳維堉 (2/14)	 張永聖 (2/14)	 田乃云 (2/14)
	 	 陳威銘 (2/14)	 洪淑瑩 (2/15)	 邱惠英 (2/15)	 劉展華 (2/15)	 謝玲玲 (2/14)	 李貴蓮 (2/14)	 陳維憲 (2/14)	 黃晟硯 (2/14)	 宋弘軒 (2/14)
	 	 楊宏基 (2/14)	 曾兆慶 (2/14)	 黃麗秋 (2/14)	 黃浩耕 (2/14)	 高治圻 (2/14)	 江惠瑜 (2/14)	 孫永安 (2/14)	 謝秀足 (2/14)	 陳慧娟 (2/14)
	 	 無名氏 (2/15)	 劉美熒 (2/15)	 無名氏 (2/14)	 蘇靜萱 (2/14)	 吳林蓀 (2/15)	 無名氏 (2/15)	 楊睿晴 (2/15)	 張怡婷 (2/15)	 無名氏 (2/15)
	 	 陳牧元 (2/15)	 于秉辰 (2/15)	 胡秀萍 (2/15)	 歐子瑄	歐子瑞	歐子瑋 (2/15)	 吳維紋 (2/15)	 蔡超塵 (2/15)	 紀銘祥 (2/15)	 高士恆 (2/16)
	 	 陳桂緣 (2/15)	 蔡昇豪 (2/15)	 柯若妍 (2/15)	 彭惠群 (2/15)	 江隆昇 (2/15)	 林子展 (2/15)	 林子展 (2/15)	 無名氏 (2/15)	 郭雅雯 (2/15)
	 	 羅慧明 (2/15)	 呂建億 (2/15)	 柯秀婷 (2/15)	 康善生技	賴淑萍 (2/15)	 劉澤滄 (2/15)	 周子誠	周可恩 (2/15)	 王明慧 (2/15)
	 	 鄭世雄 (2/15)	 無名氏 (2/15)	 黃碧霞 (2/15)	 黃淑為 (2/15)	 林保洲 (2/15)	 高毅民 (2/15)	 莊子頤 (2/15)	 吳玉印 (2/15)	 王哲雄 (2/15)
	 	 許保民等六人 (2/15)	 文宗麟 (2/15)	 陸冠瑋 (2/15)	 黃玉英 (2/15)	 曾心怡 (2/15)	 王逸嫻 (2/15)	 鄭楷軒	蔡淑芬	鄭明輝 (2/15)
	 	 楊紫彤 (2/15)	 蔡依菱 (2/15)	 潀達有限公司 (2/15)	 無名氏 (2/15)	 顏子涵 (2/15)	 曾平毅 (2/15)	 林享億 (2/15)	 陳靚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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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2/01~2022/02/28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2/01~2022/02/28

	 	 吳家寬 (2/15)	 無名氏 (2/15)	 唐佐幸 (2/15)	 蔡馨儀 (2/15)	 陳慧文 (2/15)	 無名氏 (2/15)	 白昇永	施淑芬	白育慈	白芳瑜 (2/15)
	 	 鍾安倩 (2/15)	 謝宥如 (2/15)	 黃子馨 (2/15)	 郭曉惠 (2/15)	 梁淑燕 (2/15)	 蕭欣羽 (2/15)	 侯孟芬 (2/15)	 吳思緰 (2/15)	 張勝杰 (2/15)
	 	 林珍里 (2/15)	 蘇旭雯 (2/15)	 陳媚綺 (2/15)	 李東穎 (2/15)	 曾俊皓 (2/15)	 黃麗蓉 (2/15)	 張宇璿 (2/15)	 陳慧如 (2/9)	 黃金文 (2/7)
	 	 李穎松 (2/16)	 李坤親 (2/16)	 陳秉沅 (2/7)	 孫阮花 (2/7)	 孫應喜 (2/7)	 孫忠發 (2/7)	 黃春景 (2/7)	 孫志宇 (2/7)	 孫志安 (2/7)
	 	 吳典嶧	吳宜蓁 (2/7)	 許美喬 (2/7)	 陳秀琴 (2/7)	 黃品元 (2/7)	 楊子藝	楊紹然	余碧雲 (2/7)	 楊婉平 (2/7)	 張詠軒 (2/7)
	 	 謝文鳳 (2/7)	 陳泰宇 (2/7)	 邱美惠 (2/7)	 盛貿藝品有限公司 (2/7)	 溫聰敏 (2/7)	 蔡沅峰 (2/7)	 鮑世濟 (2/7)	 鍾淑芳 (2/7)
	 	 楊翔任	楊淞壹	楊品寬 (2/7)	 吳典嶧	吳宜蓁 (2/7)	 吳銘釋 (2/7)	 楊庭龢 (2/7)	 陳靜梅 (2/7)	 金大腳養生館 (2/7)
	 	 王玉英 (2/7)	 施義舜 (2/7)	 劉白江	莊玉娥 (2/7)	 卓鼎勳 (2/7)	 張嫌 (2/7)	 李林鳳欵 (2/7)	 吳明節 (2/7)	 林清榮 (2/7)
	 	 吳美玲 (2/7)	 蔡儀均 (2/7)	 林函蓁	馬運芳	馬德華 (2/7)	 賴嘉偉 (2/11)	 劉羲晟 (2/20)	 黃名瑞 (2/8)	 陳廷寬 (2/8)	 陳建達 (2/8)
	 	 簡大閎	簡大盛	簡伯育	簡唯霓	簡孝安 (2/8)	 張雅雯 (2/8)	 黃幼湞 (2/8)	 方致凱 (2/8)	 鄒俊傑 (2/8)	 陳劉阿美 (2/8)	 林宛靜 (2/8)
	 	 劉柏陞 (2/8)	 張皓凱 (2/8)	 張武雄 (2/8)	 詹淑幸 (2/8)	 王君豪 (2/8)	 孫新焱 (2/8)	 鄭文義 (2/8)	 張雅涵 (2/8)	 楊輅帆 (2/8)
	 	 鄒慈芬 (2/8)	 鄒中傑 (2/8)	 江宥嫺 (2/8)	 林振興 (2/9)	 鄭琬澐 (2/9)	 鄭洛紜 (2/9)	 高長慶 (2/9)	 阮冠中	阮郁茹 (2/9)
	 	 李美燕	廖文森	廖俊瑋 (2/9)	 王識淵 (2/9)	 陳麗如 (2/9)	 謝克昌 (2/9)	 邱黃怨 (2/9)	 高鈺軒	高鈺旂 (2/9)	 姚曉蕙 (2/9)
	 	 世貿海運承攬運送股份有限公司 (2/9)	 世貿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 (2/9)	 李振宇	李家毓	李榮政	羅密君 (2/9)
	 	 林憲仁 (2/9)	 曾玟蓁	阮志文 (2/9)	 邱金玉 (2/9)	 蔣秀蘭 (2/9)	 王柏元 (2/9)	 吳玉玲 (2/9)	 陳柏懷 (2/9)	 陳薈庭 (2/9)
	 	 樓雅萍 (2/9)	 陳進益 (2/9)	 黃素娥 (2/9)	 陳薇任 (2/9)	 莊詠甯 (2/9)	 李信毅 (2/9)	 光偉塗裝機械有限公司 (2/9)	 許麗紅 (2/9)
	 	 李佩穎 (2/9)	 蔡宏祥 (2/22)	 吳建璜 (2/22)	 鄒開鑄 (2/22)	 蘇立菁 (2/22)	 劉俊亨 (2/22)	 林瓊汝 (2/22)	 林佩燁 (2/22)	 胡信哲 (2/22)
	 	 吳思宇 (2/22)	 江韻如 (2/22)	 蕭清洲 (2/22)	 邱志玄 (2/22)	 劉立麗 (2/22)	 陳求宏	林翠貞	陳薏婷	陳顗翔	陳顗喆 (2/22)	 張婧淳 (2/22)
	 	 曹雨萱 (2/22)	 許玉珠 (2/10)	 林禮慧 (2/10)	 黃翎瑋 (2/10)	 蔡彩月 (2/10)	 葉明珠 (2/11)	 李王靜好 (2/11)	 陳玉珠 (2/10)
	 	 張崴程	張礫元 (2/10)	 温雅茹 (2/22)	 楊啟靖 (2/22)	 沈詩芸 (2/22)	 林冠伶 (2/22)	 江學瀅 (2/20)	 鐘美玲 (2/20)	 周昱翔 (2/22)
	 	 孫可宏 (2/10)	 邱燕雪 (2/10)	 魯文裕 (2/11)	 魏志強 (2/22)	 無名氏 (2/24)	 蔡宇安 (2/21)	 魯韋伶 (2/11)	 黃慧玲 (2/11)	 謝茱 (2/11)
	 	 顏英菊 (2/11)	 康錦豐 (2/22)	 黃琦絜 (2/22)	 呂美珠 (2/22)	 林佑羚 (2/22)	 林柏穎 (2/22)	 高敏卿 (2/22)	 劉丹 (2/22)	 陳玉書 (2/22)
	 	 簡文通 (2/20)	 林春燕 (2/20)	 簡麗姑 (2/20)	 蘇秀里 (2/20)	 呂侑萱 (2/20)	 陳美香 (2/10)	 周文康	周文娟 (2/10)	 童國誠 (2/21)
	 	 李美莉 (2/21)	 鄭姝羚 (2/20)	 張嘉珍 (2/20)	 黃玉苹 (2/20)	 陳姵羚 (2/20)	 唐兆漢 (2/20)	 陳建成 (2/20)	 劉俊芬 (2/20)	 劉惠滿 (2/20)
	 	 游玉敦 (2/20)	 洪曉珊 (2/20)	 鍾政緯	黃羽溱 (2/20)	 余瑞梅 (2/20)	 唐瑞檠 (2/20)	 黃禾玲 (2/20)	 施詠馨 (2/23)	 林宣吟 (2/10)
	 	 吳珈妮 (2/10)	 林麗華 (2/10)	 簡美蓮 (2/10)	 蔡青彤 (2/10)	 邱雯蒨 (2/10)	 莊麗惠 (2/21)	 周長平 (2/21)	 廖清俊 (2/21)	 羅嘉寧 (2/21)
	 	 楊兆平 (2/21)	 陳秋茹 (2/21)	 林瓊華 (2/21)	 劉宜榛 (2/21)	 蘇淑英 (2/21)	 吳心硯	(2/21)	 吳心畫 (2/21)	 黃傳叡 (2/21)	 謝忠謀 (2/21)
	 	 蘇士詠 (2/21)	 鍾瀚滬 (2/21)	 賴婕庭 (2/21)	 杜諺穎 (2/11)	 陳洸毅 (2/11)	 夏平 (2/11)	 侯嘉穎 (2/21)	 邱重嘉 (2/21)	 林素雯 (2/21)
	 	 張皓宇 (2/21)	 吳純瑛 (2/21)	 許詠涵 (2/21)	 林孟潔 (2/21)	 陳陞泓 (2/21)	 陳彥斌 (2/21)	 鄭楀澄 (2/21)	 唐慧珍 (2/21)	 廖敏辰 (2/21)
	 	 易威廷 (2/21)	 吳玉鎖 (2/11)	 魯哲瑋 (2/11)	 鄭君明 (2/11)	 范瑋庭 (2/11)	 徐達順	徐田秀英	徐鳳珠	廖傑安	徐其運 (2/12)	 鄭博仁 (2/14)
	 	 顏苙玲	顏婕珉 (2/14)	 廖雪伶 (2/24)	 于蒝熙 (2/23)	 陳忻言 (2/25)	 劉春秀 (2/25)	 江瑞芝 (2/25)	 周畇奇 (2/25)	 陳慧珊 (2/25)
	 	 鄒宇松 (2/25)	 唐培恩	(2/25)	 陳品宏 (2/25)	 陳淑雅 (2/14)	 善心人士 (2/21)	 戴家琦 (2/25)	 黃兆毅 (2/14)	 劉子綝 (2/14)
	 	 古淑貞 (2/14)	 李汶謙 (2/14)	 李文富 (2/14)	 黃秀銓 (2/14)	 李雪紅 (2/14)	 林佳佳 (2/14)	 楊安庭 (2/14)	 黃莉彥 (2/25)	 陳珉 (2/25)
	 	 趙哲逸 (2/25)	 范萬城 (2/14)	 陳品宏 (2/14)	 蘇靖晴 (2/14)	 陳南佑 (2/14)	 簡彩年 (2/14)	 徐振誠	徐振中 (2/14)	 許日桂 (2/25)
	 	 陳毓宣	張國樑 (2/25)	 梁瑜芮 (2/25)	 李百齡 (2/25)	 陳宥勳 (2/25)	 張耀中 (2/25)	 林美智 (2/25)	 劉瑞珍 (2/25)	 王文雄 (2/25)
	 	 李錫智 (2/25)	 呂姿瑩 (2/25)	 盧廷煜 (2/25)	 劉宥吟 (2/25)	 魏宏霖 (2/28)	 傅郁琇 (2/27)	 崔殷奭 (2/27)	 劉淳吟 (2/25)	 潘怡安 (2/25)
	 	 鄭又齊 (2/14)	 蔡淑雲 (2/14)	 蕭伊雯 (2/14)	 游承珮 (2/15)	 賴蕭富美 (2/15)	 卓哲安 (2/15)	 王銘珠 (2/15)	 何湘文 (2/15)
	 	 鄭楊金綢 (2/15)	 王映雪 (2/15)	 陳正達 (2/15)	 孫柏年 (2/15)	 善心人士 (2/25)	 林暄芹 (2/15)	 陳嬿茹 (2/15)
	 	 陳玟伶 (2/27)	 林春梅 (2/15)	 高紀芬	謝傢璘	謝傢政 (2/15)	 丁家榆 (2/15)	 紀博欽 (2/27)	 紀博欽 (2/15)	 徐舒眉 (2/15)	 鍾彥田 (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0)	 董麗花 (2/28)	 張庭榤 (2/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7)	 楊羿貞 (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8)	 王鼎賢 (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6)	 張芸溱 (2/7)	 李宥清 (2/1)	 吳玟軒 (2/6)	 朱品臻 (2/26)	 羅嘉瑜 (2/2)
	 	 鍾溎平 (2/11)	 吳承庭 (2/26)	 楊益發 (2/2)	 楊雅君 (2/2)	 翁岳豪 (2/25)	 呂坤忠 (2/24)	 陳永泰 (2/23)	 詹歐三 (2/23)	 黃柏勳 (2/22)
	 	 呂坤忠 (2/22)	 吳彥廷 (2/20)	 鄭陽輝 (2/20)	 吳美珊 (2/20)	 張芷箖 (2/20)	 黃瀞黎 (2/20)	 陳俊華的寶寶們 (2/18)	 余苑綺 (2/18)
	 	 林煌智 (2/18)	 張琇宜 (2/17)	 陳凱勳 (2/17)	 朱雅惠 (2/17)	 蔡宗男 (2/17)	 林子容 (2/17)	 黃勳 (2/16)	 胡媛媚 (2/15)	 方志軒 (2/13)
	 	 王睿湘	蔡翔宇 (2/14)	 李育瑋 (2/13)	 張學坤 (2/13)	 楊敦智 (2/13)	 楊坤達 (2/12)	 劉家宏 (2/11)	 粱家盛全家福 (2/11)
	 	 蔡珮琪 (2/11)	 賴婉綾 (2/11)	 楊儒東 (2/10)	 萊諾文理短期補習班 (2/10)	 萊諾文理短期補習班 (2/10)	 萊諾文理短期補習班 (2/10)
	 	 李清江 (2/10)	 陳佳珍 (2/9)	 chih-ming	chien(2/9)	 蔡永祺 (2/9)	 劉慶文 (2/9)	 林國良 (2/9)	 傅治翔 (2/9)	 善心人士 (2/7)
	 	 陳秉瑞 (2/7)	 dilgo(2/7)	 陳文惠 (2/7)	 徐麗君 (2/7)	 丁華瑛 (2/7)	 陳柏璋 (2/7)	 陳怡君 (2/7)	 林晏秀 (2/6)	 王愷歆 (2/6)
	 	 洪英棋 (2/6)	 dilgo(2/4)	 謝昀璉 (2/4)	 許嚴夫 (2/4)	 蔡昊澐 (2/4)	 周峻暐 (2/3)	 郭烟玉 (2/3)	 林芷吟 (2/2)	 賴泓翔 (2/2)
	 	 朱昶青 (2/2)	 昶瑞摃丸 (2/2)	 arber(2/2)	 周雅鳳 (2/1)	 元兆偉 (2/1)	 黃鈺菡 (2/1)	 張棓翔 (2/1)	 王初軒 (2/1)	 李蕎宇 (2/1)
	 	 李貞蒂 (2/1)	 許煒欣 (2/1)	 邱春萍 (2/7)	 陳舜元 (2/15)	 巫坤浩 (2/27)	 温玲玲 (2/9)	 李星範 (2/15)	 李奕潔 (2/22)	 林杜雄 (2/1)
	 	 黃麗瑜 (2/16)	 潘柔安 (2/16)	 卓言蓁 (2/16)	 卓琪珈 (2/16)	 卓彥岑 (2/16)	 陳資澤 (2/16)	 徐錦鳳 (2/16)	 林秋月 (2/16)	 李崇信 (2/16)
	 	 李怡穎 (2/16)	 陳水金 (2/16)	 黃雅文 (2/16)	 潘星佑 (2/16)	 李怡蓉 (2/16)	 陳凱渝	陳凱揚	許麗玲 (2/16)	 張世勳	李柰芳 (2/16)
	 	 陳俊男 (2/7)	 邱郭寶貴 (2/1)	 林鈺軒 (2/8)	 林鈺軒 (2/22)	 詹嘉琪 (2/10)	 朱紘麟 (2/15)	 陳瑩淳 (2/1)	 李駿宥 (2/8)	 王滋苡 (2/11)
	 	 張軒王皇 (2/25)	 余瑋儒 (2/14)	 胡百睿 (2/1)	 陳盈縝 (2/22)	 夏雯娣 (2/1)	 廖雪吟 (2/5)	 柳沛佑 (2/21)	 林益群 (2/15)
	 	 蔡佳佳 (2/11)	 高于安 (2/2)	 陳虹羽 (2/7)	 李豐宇 (2/1)	 魏如杏 (2/1)	 黃于芳 (2/1)	 廖婉希 (2/15)	 高意晴 (2/15)	 刁晴卿 (2/12)
	 	 徐欣茹 (2/28)	 冠億冷凍家具行 (2/6)	 紀孋容 (2/14)	 鉦寶企業社 (2/11)	 趙映婷 (2/2)	 吳佳陵 (2/6)	 林長欣 (2/18)
	 	 曹紹芸 (2/2)	 林威志 (2/5)	 朱敏鳳 (2/4)	 郭泓均 (2/17)	 李筱樺 (2/20)	 黃映菁 (2/12)	 吳宥樺 (2/9)	 賴新琇 (2/2)	 蔡又穎 (2/28)
	 	 蕭傑敏 (2/17)	 陳賜國 (2/17)	 簡俊龍 (2/16)	 温麗瓊 (2/13)	 鍾明淵 (2/26)	 謝秀榮 (2/8)	 蔡永欽 (2/8)	 王裕仁 (2/4)	 林栴緦 (2/9)
	 	 簡雲龍 (2/17)	 盧昱安 (2/11)	 莊雯潔 (2/9)	 郭全興 (2/27)	 何佳佩 (2/9)	 吳明憲 (2/18)	 陳思樺 (2/5)	 白鈞元 (2/3)	 闕唐薇 (2/9)
	 	 葉柔萱 (2/15)	 許雅琪 (2/19)	 魏小恬 (2/5)	 陳永泰 (2/24)	 羅文君 (2/8)	 陳惠君 (2/19)	 張騏任 (2/10)	 陳謝素蘭 (2/6)	 黃健維 (2/24)
	 	 簡妤庭 (2/3)	 洪朱緣 (2/1)	 郭良慧 (2/10)	 林泓曄 (2/28)	 王芃云 (2/14)	 曾薆俐 (2/12)	 董旺熾 (2/20)	 游家軒 (2/8)	 風貴珍 (2/10)
	 	 蔡嘉文 (2/5)	 謝欣 (2/21)	 鄧采婕 (2/10)	 蔡正宏 (2/16)	 盧芊荺 (2/3)	 侯珮琳 (2/15)	 邱誌堂 (2/14)	 陸虹亦 (2/21)	 蔡佳衛 (2/19)
	 	 鑫百宏廣告有限公司 (2/9)	 王學緣 (2/1)	 尤建凱 (2/27)	 陳淑姿 (2/25)	 賴淑津 (2/13)	 周芷婕 (2/24)	 羅明揚 (2/18)	 歐陽婷 (2/17)
	 	 徐素玲 (2/17)	 彭增陵	林淑珍 (2/17)	 吳淵源 (2/17)	 OKGO捐款 (2/22)	 許竣傑 (2/18)	 平敏虎 (2/18)	 張米伶 (2/18)
	 	 曾啟鈞 (2/18)	 王郁崴 (2/18)	 王丁財 (2/18)	 廖小瑩 (2/19)	 李再松 (2/22)	 許淑慧 (2/22)	 羅瑤軒	羅少鴻 (2/22)	 張群 (2/22)
	 	 余立萬 (2/22)	 曾安裕 (2/22)	 曾安民 (2/21)	 富邦人壽富尊通訊處 (2/21)	 林定積 (2/21)	 毛國蘭 (2/22)	 莊瑞琴 (2/22)	 吳任凱 (2/28)
	 	 善心人士 (2/27)	 陳志文 (2/23)	 蔡鶴立 (2/22)	 沈智平 (2/22)	 王信輝 (2/22)	 曾雅萱 (2/22)	 李春雄	周碧惠 (2/21)
	 	 陳世恩 (2/21)	 吳郁芬 (2/23)	 楊竣森 (2/23)	 黃玖美 (2/22)	 許黨 (2/22)	 陳達彥 (2/22)	 善心人士 (2/25)	 李東益 (2/24)
	 	 巫軒承	翁如玉	巫錦佳	巫錦泓	巫儀亭 (2/23)	 周芸皙 (2/24)	 賴明松 (2/24)	 李東孟 (2/24)	 李東勇 (2/24)	 呂靜怡 (2/24)	 甘雲霞 (2/24)
	 	 林美貞 (2/24)	 黃建勇 (2/24)	 吳苡瑄 (2/24)	 張凱毓 (2/24)	 李添福 (2/24)	 吳憶珠 (2/24)	 吳冠甫 (2/24)	 王東三 (2/24)	 李麗瓊 (2/24)
	 	 李本貴 (2/24)	 周志鴻 (2/24)	 周洧立 (2/24)	 田美菊 (2/24)	 魏秀真 (2/24)	 石振輝 (2/24)	 楊志雄 (2/25)	 黎心慈	蔡昆諺 (2/25)
	 	 黃喬 (2/25)	 卓美珍 (2/25)	 茹毅紅 (2/25)	 陳續元 (2/25)	 詹惠如 (2/25)	 陳品任 (2/14)	 王雋琳 (2/25)	 張銀鈴 (2/14)	 簡榮男 (2/14)
	 	 鄭伊玲 (2/14)	 洪雍媛 (2/25)	 胡正詰 (2/14)	 邱雯蒨 (2/25)	 紀政忠 (2/25)	 李燦煌	李昱鋒 (2/25)	 高菁敏 (2/25)	 謝孟恩 (2/25)
	 	 陳坤源 (2/25)	 孫佳霈 (2/14)	 林松柏 (2/25)	 馮雪真	李瑞盈 (2/25)	 謝孟維 (2/25)	 周裕崴 (2/25)	 蘇卉琦 (2/25)	 謝舉泉 (2/25)
	 	 葉沐恩 (2/14)	 吳榮川 (2/14)	 Vicky/ 陳麗卿 (2/14)	 陳雅雯 (2/14)	 梁書銘 (2/14)	 劉宜真 (2/14)	 彭凱彥 (2/14)	 葉穎叡 (2/14)

	 	 梁宴樺 (2/14)	 邱顯博 (2/14)	 曾飛誠 (2/14)	 孫瑀鈴 (2/14)	 林凱建 (2/14)	 林凱建 (2/14)	 劉美津 (2/14)	 孫瑀鴻 (2/14)	 陳麗蓉 (2/14)
	 	 林天福 (2/14)	 林洪素瓊 (2/14)	 蔡慧鈴 (2/14)	 鄭谷輝 (2/14)	 王姿政 (2/14)	 善心人士 (2/14)	 林佳姵 (2/14)
	 	 Ffashion/ 辛佩芬 ( 高雄 )(2/14)	鄭琦珍 /佳達旅遊 (2/14)	 范秀菊 (2/14)
	 990	 黃武永 (2/25)
	 964	 吳宥瑤 (2/2)
	 900	 張欣宜 (2/1)	 OKGO捐款 (2/6)	 蔡璇如 (2/24)
	 888	 林照貴 (2/23)
	 850	 善心人士 (2/8)
	 800	 陳宛琦 (2/9)	 黃郁雯 (2/9)	 陳楷承 (2/9)	 鄭美如 (2/10)	 蘇政泓 (2/10)	 黃群凱 (2/10)	 陳哲憲 (2/10)	 蔡淑真 (2/14)	 高豪志 (2/14)
	 	 許蘇雪悅 (2/8)	 許家弘 (2/8)	 陳佳宜 (2/8)	 許芳男 (2/8)	 金晴有限公司 (2/22)	 蔣若涵 (2/22)	 劉東慶 (2/22)	 楊涵羚 (2/10)
	 	 林保仁 (2/20)	 陳秋美 (2/22)	 李文翔 ` 劉芳如 (2/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7)	 善心人士 (2/25)	 洪瑋廷 (2/20)
	 	 徐為俊 (2/12)	 吳仁杰 (2/15)	 OKGO捐款 (2/5)
	 750	 陳澄霞 (2/21)	 林宗模 (2/21)	 小豆豆 (2/4)
	 740	 陳威州 (2/14)
	 721	 吳堉帆 (2/14)
	 719	 春水笈溫泉湯屋 (2/7)
	 700	 張綉春 (2/7)	 江宜梅 (2/7)	 廖姻斐 (2/7)	 洪綺鴻 (2/15)	 陳嘉妮 (2/15)	 楊琄媙 (2/18)	 黃義盛 (2/8)	 曲妍璇 (2/9)	 林渝秦 (2/24)
	 	 萊諾文理短期補習班 (2/10)	 OKGO捐款 (2/11)	 小魚兒服飾	鄭雅芳 (2/24)
	 660	 周秉濂 (2/20)	 周承葦 (2/20)
	 630	 高詩淵 (2/25)
	 610	 莊涵雯 (2/25)
	 600	 古承澔 (2/6)	 陳宏榮 (2/2)	 江毅生 (2/7)	 廖宸毅 (2/7)	 謝佳妤 (2/7)	 葉耿華 (2/7)	 李俞蓁 (2/8)	 鄭雅君 (2/10)	 張玉明	(2/10)
	 	 李期陽 (2/10)	 陳梅雪 (2/10)	 儲玉媛 (2/10)	 楊淑媛 (2/10)	 吳欣曈 (2/10)	 吳淑靜 (2/10)	 林宜君 (2/10)	 李慧敏 (2/14)	 謝明憲 (2/15)
	 	 林勳爵 (2/14)	 陳銀英 (2/14)	 曹馨心 (2/14)	 陳澤愷 (2/15)	 劉宇 (2/15)	 黃禹霏 (2/15)	 黃春景 (2/15)	 賴建行 (2/15)	 曾楷諭 (2/15)
	 	 曾楷澄 (2/15)	 無名氏 (2/15)	 曾鈺倫 (2/15)	 吳明獻 (2/7)	 彭筠蓁 (2/7)	 彭筠誼 (2/7)	 呂欣泰 (2/7)	 周寶賢 (2/7)	 曾嘉祥 (2/8)
	 	 王葦伶 (2/8)	 黃素媛 (2/9)	 王惠民 (2/9)	 游惠嵐 (2/9)	 游孟蓉 (2/9)	 游本正 (2/9)	 呂奕穎 (2/9)	 陳瑞玉 (2/22)	 蔡依雯 (2/22)
	 	 吳禹潔 (2/22)	 蔡宜珊 (2/11)	 張芷瑄 (2/11)	 陳俞妏 (2/10)	 無名氏 (2/10)	 黃國輝 (2/22)	 李慧貞 (2/22)	 許安其 (2/22)	 蘇國維 (2/22)
	 	 施夙芬	郭昱岑 (2/20)	 王淑靜 (2/20)	 張郁翎 (2/12)	 劉欣潔 (2/25)	 陳奇聰 (2/25)	 陳桂美 (2/25)	 黃瑞菊 (2/25)	 郭鎮岳 (2/15)
	 	 張德渝 (2/15)	 胡妤蓁 (2/15)	 劉函諭 (2/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	 陳金石 (2/5)
	 	 蘇姿綺 (2/25)	 善心人士 (2/24)	 王俊憲 (2/21)	 朱家瑩 (2/10)	 胡宸偉	胡瀚文 (2/8)	 陳惠玲 (2/7)	 蕭羽琁 (2/4)
	 	 柯華隆 (2/4)	 廖宜隆 (2/3)	 韋國元 (2/3)	 黃嘉譽 (2/3)	 蔡禮安 (2/3)	 錢瑾玟 (2/2)	 葉祐廷 (2/1)	 冒沛晴 (2/1)	 邱瓊儀 (2/16)
	 	 賴佩珊 (2/16)	 陳力賓 (2/12)	 陳怡孜 (2/12)	 吳書慧 (2/4)	 林玉婷 (2/10)	 黃鐙毅 (2/7)	 賴冠宇 (2/27)	 曾怡雯 (2/10)	 葉柏漢 (2/24)
	 	 陳姵君 (2/18)	 黃契儒 (2/28)	 林建宏 (2/11)	 莊佳綺 (2/28)	 谷竹浩 (2/2)	 高紫婕 (2/6)	 趙于婷 (2/2)	 陳宥任 (2/4)	 李俞蓁 (2/23)
	 	 連證翔 (2/28)	 許能淵 (2/16)	 林玉婷 (2/9)	 曾雅苑 (2/4)	 楊弘達 (2/11)	 姚委武 (2/17)	 OKGO捐款 (2/14)	 蔡博儒 (2/21)
	 	 OKGO捐款 (2/4)	 許文翰 (2/23)	 許迪傑 (2/24)	 羅秀珍 (2/24)	 賴佳琪 (2/24)	 郭家維 (2/24)	 溫麗華 (2/25)
	 599	 張雅茹 (2/15)
	 588	 高天輝 (2/7)
	 560	 吳昱萱 (2/25)
	 555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2/22)
	 528	 路宏平 (2/17)
	 521	 李宇雯 (2/24)
	 520	 簡苡釩 (2/7)	 洪子晴 (2/10)	 李沛晨 (2/15)
	 515	 張辰全 (2/9)
	 514	 高林淑瓊 (2/7)	 黃曾淑 (2/7)	 金龍餐廳 (2/7)	 黃檍璿 (2/7)	 高鴻銘 (2/7)	 黃慶次郎 (2/7)	 高瑜君 (2/7)	 高于凱 (2/7)
	 500	 呂欣	呂佳 (2/19)	 張家鳴 (2/7)	 廖美潔 (2/6)	 陳靜敏 (2/6)	 徐養齡 (2/5)	 楊俞滇 (2/4)	 林凱娟 (2/3)	 汪麗娟 (2/7)
	 	 朱馮佑 (2/7)	 林子嘉 (2/7)	 林駿典 (2/7)	 鄭幸宜 (2/7)	 鄭喬芳 (2/7)	 吳淑敏 (2/7)	 陳志勇 (2/7)	 李麗玉 (2/7)	 林福海 (2/7)
	 	 林志學 (2/7)	 林志鴻 (2/7)	 陳意文 (2/7)	 楊文凱 (2/7)	 王得中	(2/7)	 王郁雯 (2/7)	 王郁茜 (2/7)	 蔡儀勳 (2/7)	 蔡儀潔 (2/7)
	 	 陳建志 (2/7)	 張歆苡 (2/7)	 楊菀甄 (2/7)	 劉美琪 (2/7)	 陳柏安 (2/7)	 陳忠佑 (2/7)	 高健誠 (2/7)	 顏志蕙 (2/7)	 李子晴 (2/7)
	 	 張錫卿 (2/7)	 李怡瑄 (2/5)	 洪筱婷 (2/5)	 吳譿軒 (2/7)	 李曼駖 (2/7)	 李曜廷 (2/7)	 陳逸君 (2/7)	 王俊凱 (2/7)	 廖婉喻 (2/7)
	 	 莊璧霞 (2/7)	 黃莉玲 (2/7)	 呂振榮 (2/7)	 陳淑薇 (2/7)	 李順良 (2/7)	 盛子語 (2/7)	 蕭羽秀 (2/7)	 蕭亦汝 (2/7)	 林重義 (2/7)
	 	 陳爾杰 (2/7)	 林艷秋 (2/7)	 林心筠 (2/7)	 賴玟吟 (2/7)	 金玄宮 (2/7)	 王辛翠 (2/7)	 陳麗英 (2/7)	 葉艷屏 (2/2)	 蘇振祥 (2/4)
	 	 顏麗敏 (2/4)	 林宇彤 (2/7)	 蔡佩君 (2/7)	 倪庭恩 (2/7)	 林冠宏 (2/9)	 陳巧廷 (2/8)	 王志文 (2/8)	 蔡宗明 (2/8)	 連臻一 (2/9)
	 	 何佳樺 (2/9)	 李東哲 (2/10)	 楊淳米 (2/10)	 沈軒 (2/10)	 林美伶 (2/10)	 趙美惠 (2/10)	 魏聖洲 (2/10)	 林玉梅 (2/10)	 郭又誠 (2/10)
	 	 洪佳純 (2/10)	 林素瑱 (2/10)	 黃金藏 (2/10)	 李冠廷 (2/10)	 李冠德 (2/10)	 高亦萱	張耕輔	張語岑 (2/10)	 林心筠 (2/10)	 韓璧雲 (2/10)
	 	 汪祐任 (2/10)	 黃翠芳 (2/10)	 黃昱仁 (2/10)	 郭芬玲 (2/10)	 林姝羽 (2/10)	 盧垠城 (2/10)	 林映君 (2/10)	 陳維中 (2/10)	 劉敏慧 (2/10)
	 	 蘇莞茵 (2/10)	 王文娟 (2/10)	 黃惠雯 (2/10)	 陳林澤 (2/10)	 楊思倫 (2/10)	 鄭雅文 (2/10)	 張瑞文 (2/10)	 張秀娟 (2/10)	 簡華霖 (2/10)
	 	 胡德寬 (2/10)	 邱雅怡 (2/10)	 洪銘傳 (2/10)	 陳蕙珍 (2/10)	 游珍菁 (2/10)	 陳健字 (2/10)	 黃馨諄 (2/10)	 高詩惟 (2/14)	 陳佳彥 (2/14)
	 	 高振傑 (2/14)	 楊淑珍 (2/13)	 高詩雅 (2/14)	 陳佳綺 (2/14)	 林小玉 (2/14)	 羅貞玲 (2/14)	 潘麗雅 (2/14)	 黃翠萍 (2/14)	 李秋冬 (2/14)
	 	 陳宗銓 (2/14)	 無名氏 (2/12)	 謝沅哲 (2/11)	 內新國小 604(2/11)	 廖翌辰 (2/11)	 陳雋安 (2/14)	 傅丰筠 (2/15)	 吳慶隆 (2/15)
	 	 傅玉燕 (2/15)	 邱榮澄 (2/15)	 李依玲 (2/14)	 劉珮璋 /李淑韻 /李淑瀛 /劉肇昀 (2/15)	 廖禾豐 (2/15)	 曾睿偉 (2/15)	 黃炳憲 (2/15)
	 	 劉淑寧 (2/15)	 蘇麗珍 (2/14)	 鄭雅玫 (2/16)	 吳淑玉 (2/14)	 郎亞玲 (2/14)	 林佑寯 (2/14)	 黃宏達 (2/14)	 鄭莉芸 (2/14)	 蔡馨儀 (2/14)
	 	 陳勁宇 (2/14)	 陳博元 (2/14)	 陳子騰 (2/14)	 林睿勝 (2/14)	 賴玉婷 (2/14)	 楊銘昭	(2/14)	 李品琪 (2/14)	 潘國柱 (2/14)	 周宥慧 (2/14)
	 	 黃淑惠 (2/14)	 慧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2/14)	 陳奎彰 (2/14)	 宏展通訊行 (2/14)	 郭育秀 (2/14)	 郭以婷 (2/14)	 黃韋嘉 (2/14)
	 	 陳保穎 (2/15)	 曾旭平 (2/15)	 白郁雯 (2/14)	 詹達明 (2/15)	 劉淑寧 (2/15)	 陳淑婷 (2/15)	 高筱媛 (2/15)	 陳于毅 (2/15)	 林欣妤 (2/15)
	 	 黃鈺高 (2/15)	 無名氏 (2/15)	 梅元光 (2/15)	 楊芷琁	楊允瑭 (2/15)	 楊逸飛 (2/15)	 彭婕妤 (2/15)	 蔡逢原 (2/15)	 劉育豪 (2/15)
	 	 王鈴晴 (2/15)	 張雅粢 (2/15)	 倪金蓁 (2/15)	 李裕卿 (2/15)	 黃雅祺 (2/15)	 林俊宏 (2/15)	 陳祈儒 (2/15)	 吳素寬 (2/15)	 林文華 (2/15)
	 	 陳俊伊 (2/15)	 吳建彤 (2/15)	 楊于嫺 (2/15)	 陳晴惠 (2/15)	 林伊蘋張名廣 (2/15)	 許壽文 (2/15)	 簡君倫 (2/15)	 彭天榮 (2/15)
	 	 陳幸足 (2/15)	 林啟祥 (2/15)	 無名氏 (2/15)	 洪瑱齋 (2/15)	 陳志宏 (2/15)	 林筱臻 (2/15)	 莊美吟 (2/15)	 蘇敏慧 (2/15)	 李采蓁 (2/15)
	 	 林財旺 (2/15)	 高惠玲 (2/15)	 曾敏智 (2/15)	 洪瑋蔆 (2/15)	 王柏霖	王博勳 (2/15)	 蔡孟娟 (2/15)	 高淵清 (2/15)	 陳金英 (2/15)
	 	 吳媽曾麗美 (2/15)	 林峻興 (2/15)	 吳姿穎 (2/15)	 蔡政峯 (2/15)	 蔡濬澤 (2/15)	 蔡濬謙 (2/15)	 陳月嬌 (2/15)	 鄭美惠 (2/15)
	 	 吳國禎 (2/15)	 立欣企業有限公司 (2/15)	 曾千芬 (2/15)	 林美麗 (2/15)	 徐思穎 (2/15)	 陳瓊華 (2/15)	 林科瑋 (2/15)	 官伯釗 (2/15)
	 	 柯虹伶 (2/15)	 林志奇 (2/15)	 許淑綺 (2/15)	 黃國慶 (2/15)	 郭智軒 (2/15)	 郭智軒 (2/15)	 無名氏 (2/15)	 陳昀姍 (2/15)	 陳若蘋 (2/15)
	 	 郭喬柔 (2/15)	 曾芷柔 (2/15)	 王政惟 (2/15)	 王秀芬 (2/15)	 郭秀玲 (2/15)	 陳安妤 (2/15)	 無名氏 (2/14)	 楊嘉齊 (2/14)	 曾姿玉 (2/17)
	 	 楊惟智 (2/16)	 陳秉沅 (2/7)	 張淑惠 (2/7)	 陳聖文 (2/7)	 陳宥帆 (2/7)	 曾愛宇 (2/7)	 倪崧恩 (2/7)	 曾伯罕 (2/7)	 鄧皚蓮 (2/7)
	 	 昱銓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2/7)	 謝有貴 (2/7)	 吳劍進 (2/7)	 陸萱 (2/7)	 周佾廷 (2/7)	 何淥淥 (2/7)	 李牽治 (2/7)	 藍若慈 (2/7)
	 	 黃芯珮	黃芯薇 (2/7)	 王慶財 (2/7)	 善心人士 (2/7)	 高庚鑽	徐怡玲 (2/7)	 葉啟斌 (2/7)	 林書億 (2/7)	 倪睿妤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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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2/01~2022/02/28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2/01~2022/02/28

	 	 侯凱騰 (2/7)	 陳軍翰 (2/7)	 黃松柏 (2/7)	 游銘棟 (2/7)	 林子尹 (2/7)	 黃凱靖	黃凱羚 (2/7)	 葉人瑋 (2/8)	 葉人豪 (2/8)
	 	 蔡麗蘭 (2/7)	 陳坤源 (2/7)	 簡楷哲	簡楷倫	簡廷穎	簡茂松	翁淑惠 (2/7)	 張雅鳳 (2/19)	 黃俊穎 (2/8)	 吳宗翰 (2/8)	 黃士權 (2/15)
	 	 莊庭榛 (2/8)	 陳唐 (2/18)	 張家禎 (2/8)	 莊宏展 (2/18)	 鄧東杰 (2/15)	 關中穎 (2/8)	 黃韋碩 (2/8)	 陳冠宇 (2/8)	 黃添修 (2/8)
	 	 邱芳姿	郭家偉 (2/8)	 善心人士 (2/15)	 劉士加 (2/8)	 任君勝企業有限公司 (2/8)	 陳元璟 (2/8)	 康善雅 (2/8)
	 	 莊孟育 (2/8)	 李佳家 (2/8)	 吳宜錂 (2/8)	 高秋金 (2/8)	 林亞築 (2/8)	 顏朝發 (2/8)	 鄧慈慧 (2/8)	 王偉禎 (2/8)	 袁家珍 (2/8)
	 	 李晉明 (2/8)	 李子成 (2/8)	 洪慧敏 (2/8)	 鍾治蘇 (2/8)	 沈莉媛 (2/8)	 賴漢聲 (2/8)	 范姜親美 (2/8)	 李芮蓁 (2/8)	 麥峻揚 (2/8)
	 	 郭寬福 (2/8)	 張棋翔 (2/8)	 張雯茹 (2/8)	 吳慕晴 (2/8)	 楊錦喜 (2/8)	 紀彣欣 (2/8)	 梁容禎 (2/8)	 王清棋 (2/9)	 柯宏偉 (2/9)
	 	 施瑞展 (2/9)	 許堯卿 (2/9)	 王奕文 (2/9)	 王芝云 (2/9)	 夏雲霞 (2/9)	 胡素貞 (2/9)	 周永清 (2/9)	 楊雅清 (2/9)	 羅建華 (2/9)
	 	 葉建邦 (2/22)	 宋家和 (2/10)	 魏宗崙 (2/22)	 吳美金 (2/22)	 宋浩淵 (2/22)	 張春蘭 (2/22)	 張柏松 (2/22)	 施欽閔 (2/22)	 陳帟綸 (2/22)
	 	 陳澎璇 (2/22)	 林彥辰 (2/22)	 陳信威 (2/22)	 張倫戩 (2/22)	 王永哉 (2/22)	 林妍姿 (2/22)	 張新龍 (2/22)	 鄒秋錦 (2/22)	 莊凱茵 (2/22)
	 	 陳和慶 (2/22)	 林祐民 (2/10)	 楊凱閔 (2/10)	 林說花 (2/10)	 高琦姝 (2/10)	 林怡欣 (2/22)	 張庭宇 (2/10)	 張庭瑋 (2/10)	 游煥霓 (2/22)
	 	 黃嘉國全家 (2/10)	 黃麗蕙 (2/11)	 賴奕廷 (2/11)	 王麒祐 (2/22)	 李芝芸 (2/22)	 陳瀚元 (2/22)	 林陳美惠 (2/22)
	 	 郭怡彣 (2/9)	 莊仁政 (2/20)	 莊文忠 (2/20)	 曾英彥	曾仁志	曾紹哲	曾韋皓	曾晟安	林玫英 (2/10)	 温郁卿 (2/22)	 林佑銓 (2/22)
	 	 黃哲錦 (2/22)	 李侑城 (2/21)	 蔡玲娟	(2/22)	 蔡立言 (2/22)	 古恬禎 (2/22)	 許智涵 (2/22)	 麥凱傑 (2/22)	 莊惠如 (2/22)	 陳品靜 (2/22)
	 	 黎惠玲	(2/22)	 湯泰山 (2/22)	 湯懿庭 (2/22)	 湯懿安 (2/22)	 楊雅茜 (2/22)	 康錦綉 (2/22)	 陳貴英 (2/22)	 葉明珠 (2/22)	 詹景惠 (2/22)
	 	 趙素娟 (2/20)	 翁禎言 (2/20)	 黃建鈞 (2/20)	 陳宛妤 (2/20)	 張寶珠 (2/20)	 邱理甄 (2/20)	 莊惠雯 (2/20)	 林盈媺 (2/20)	 林毅誠 (2/20)
	 	 蕭潤祺 (2/20)	 黃姸心 (2/20)	 洪祖喨 (2/20)	 李佩珊 (2/20)	 施金賢 (2/20)	 翁慧鈴 (2/20)	 林麗芬 (2/20)	 蘇珮君 (2/20)	 楊菫華 (2/20)
	 	 蔡櫻桃 (2/10)	 蕭雪如 (2/10)	 楊小唯 (2/10)	 黃汶霞 (2/21)	 王咏雪 (2/21)	 洪嘉苡 (2/20)	 錢彥蓁 (2/20)	 林旂賢 (2/20)	 郭沐桓 (2/20)
	 	 李欣怡 (2/20)	 李皓鈞 (2/20)	 廖紫婷 (2/20)	 梁彩燕 (2/20)	 戴淑惠 (2/20)	 鄭朱惠文 (2/20)	 王筱涵 (2/20)	 蕭亦翔 (2/20)
	 	 陳碧霞 (2/10)	 張純瑛 (2/10)	 劉修宏 (2/10)	 鄒文妍 (2/10)	 陳金精	蕭國賀	蕭宏宇	蕭加珈	蕭瑩螢	許倍瑜	蕭愃樂	蕭可 (2/10)	蔡昇勳 (2/21)
	 	 邱宗瑋 (2/21)	 徐毅宸 (2/21)	 陳秋香 (2/21)	 張君亦 (2/21)	 楊友香 (2/21)	 張志安	黃意惠	張郁慈	張筠汝	張佑民 (2/21)	 楊照世 (2/11)
	 	 林銘宏 (2/21)	 張維蓁 (2/21)	 林郭月 (2/21)	 楊蕎伊 (2/21)	 楊淑安 (2/21)	 周宗頡 (2/21)	 方華生 (2/21)	 李宥蓁 (2/21)	 張晁阜 (2/21)
	 	 蔡雅琳 (2/21)	 劉孟杰 (2/21)	 陳品臻 (2/21)	 曾聖媛 (2/21)	 黃珮菱 (2/21)	 李政哲 (2/21)	 謝政育 (2/10)	 馮忻蕾 (2/10)	 徐實 (2/11)
	 	 王修筠	王修珩 (2/11)	 林郭阿雲 (2/11)	 許智凱 (2/11)	 周欣怡	吳佩芬 (2/12)	 黃戀淑 (2/11)	 黃浩軒 (2/11)
	 	 林群頂 (2/14)	 林峻寬 (2/11)	 王永順 (2/11)	 林雅敏	蔡典元	蔡克培	蔡克梵 (2/25)	 李焌瑛 (2/25)	 王妙真 (2/25)	 李依潔 (2/25)
	 	 王智勇	王柏翔 (2/25)	 劉國偉 (2/25)	 沈子合 (2/11)	 蕭立苹	徐語彤 (2/11)	 洪靜純 (2/11)	 吳燕玲 (2/14)	 王凱澤 (2/11)
	 	 朱杏花 (2/25)	 魏玉宏 (2/25)	 徐筱涵 (2/25)	 林巧敏 (2/25)	 黃琮勝 (2/25)	 鍾秀玲 (2/11)	 周碧霞 (2/25)	 柯瑋宸 (2/25)	 林靜怡 (2/25)
	 	 顏秀蓉 (2/25)	 林宥希 (2/14)	 張永萱 (2/14)	 曾招治 (2/14)	 劉俊民 (2/14)	 張錦梅 (2/14)	 趙永崴 (2/25)	 吳泓治 (2/25)	 葉姿君 (2/25)
	 	 吳文平 (2/25)	 林建岷 (2/14)	 簡慈萱 (2/28)	 劉子豪 (2/14)	 張家華 (2/14)	 陳天祐 (2/14)	 李書丞 (2/25)	 陳琡云 (2/25)	 廖昱叡 (2/25)
	 	 周敏華 (2/25)	 許尹瑈 (2/27)	 陳宏銘 (2/25)	 林宥儀 (2/14)	 林秀絹 (2/14)	 賴建銘 (2/21)	 李昀欣 (2/15)	 蕭柏凱 (2/15)	 柳冠羽 (2/15)
	 	 王郁玟 (2/15)	 宋宸 (2/28)	 王秀月 (2/27)	 孫浿瑄 (2/15)	 蕭岳聰 (2/15)	 蘇沛瑄 (2/27)	 無名氏 (2/15)	 林栛伃 (2/15)	 田沂錡 (2/27)
	 	 李柔蒂 (2/27)	 leslie(2/27)	 高慧君 (2/15)	 柯孟妏 (2/15)	 孫維均 (2/15)	 林育丞 (2/16)	 林美蘭 (2/16)	 何雪珍 (2/15)	 曾敏涵 (2/15)
	 	 張進益 (2/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8)	 陳奕紫 (2/28)	 郭承佑 (2/28)	 陳慧嫺 (2/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0)	 林美蘭 (2/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	 楊羿貞 (2/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	 林岱霆 (2/24)	 林岱霆 (2/11)	 李文勝 (2/27)	 周宥彤 (2/10)	 王宇凡 (2/10)
	 	 邱顯祥 (2/13)	 戴晉得 (2/25)	 林思岑 (2/25)	 林子紳 (2/25)	 林春岑 (2/25)	 李國榕 (2/25)	 詹茹蔚 (2/25)	 林呈祐 (2/25)	 林松澤 (2/25)
	 	 陳致瑜 (2/25)	 陳櫻嘉 (2/25)	 劉軒豪 (2/25)	 陳秉瑞 (2/25)	 宋明諺 (2/25)	 蘇黃燦 (2/25)	 李鈺慧 (2/25)	 台東天后宮媽祖娘娘 (2/25)
	 	 潘莉珺 (2/25)	 楊宜珍 (2/23)	 廖文志 (2/23)	 劉丹 (2/22)	 杜豊富 (2/21)	 吳宛柔 (2/21)	 徐瑞轅 (2/21)	 陳慧嫺 (2/21)	 程裕權 (2/21)
	 	 柯宇庭 (2/20)	 李名琪 (2/20)	 善心人士 (2/20)	 趙淑芳芳 (2/19)	 鍾建準 (2/19)	 張育睿 (2/18)	 姚誌倫 (2/18)
	 	 呂坤忠 (2/18)	 詹凱竣 (2/17)	 簡秋蘭 (2/17)	 邱宇霆 (2/17)	 陳坤輝 (2/16)	 李國榕 (2/16)	 傅雅嵐 (2/16)	 林思瀚 (2/16)	 洪詩晴 (2/15)
	 	 石崇佑 (2/15)	 吳羽禎 (2/15)	 何亦 (2/14)	 梁妤玄 (2/14)	 陳慧嫺 (2/14)	 李偵玉 (2/13)	 林羿君 (2/13)	 游信雄 (2/13)	 汐 ting(2/13)
	 	 詹先生 (2/13)	 洪榮祺 (2/12)	 林蕙君 (2/12)	 善心人士 (2/12)	 陳宏儒 (2/11)	 邱昭瑀 (2/11)	 林瑞鵬 (2/11)	 林春賀 (2/11)
	 	 郭旭銘 (2/11)	 周怡妏 (2/11)	 呂育昕 (2/11)	 王郁綺 (2/11)	 温悅諳 (2/11)	 江秉芬 (2/10)	 吳宥廷 (2/10)	 詹淑青 (2/10)	 林洛希 (2/10)
	 	 萊諾文理短期補習班 (2/10)	 萊諾文理短期補習班 (2/10)	 王惠足 (2/9)	 蕭楹璋 (2/9)	 徐維良 (2/9)	 唐昆明 (2/9)	 施金源 (2/9)
	 	 徐碧君 (2/9)	 侯孟均 (2/8)	 王永旭 (2/8)	 李思廣 (2/8)	 曾韋凱 (2/8)	 洪睿謙 (2/8)	 黃彼得 (2/7)	 黃鈺仁 (2/7)	 陳慧嫺 (2/7)
	 	 程裕權 (2/7)	 陳耕宇 (2/6)	 鄧雅文 (2/6)	 陳熔真 (2/6)	 林思瀚 (2/6)	 林坤弘 (2/6)	 蔡東漢 (2/5)	 善心人士 (2/5)	 李仕源 (2/5)
	 	 洪毓婷 (2/5)	 高羽麗 (2/5)	 吳函娟 (2/5)	 陳永勝 (2/5)	 王惠玉 (2/4)	 謝晨勻 (2/4)	 謝采晴 (2/4)	 廖昱凱 (2/4)	 呂亭蓉 (2/4)
	 	 古敦宇 (2/4)	 羅仕勛 (2/4)	 蘇才雯 (2/4)	 邱玉環 (2/4)	 邱琇蘭 (2/4)	 黃筱珊 (2/4)	 周蔚文 (2/3)	 林俊儒 (2/3)	 黃麗蘭 (2/3)
	 	 陳秉瑞 (2/2)	 蘇沛瑄 (2/1)	 丁泰魁 (2/1)	 蔡雅琪 (2/1)	 善心人士 (2/1)	 陳瑞杰 (2/1)	 李宇豪 (2/22)	 善心人士 (2/27)
	 	 游興隆 (2/16)	 許素香 (2/16)	 游亞詩 (2/16)	 游博丞 (2/16)	 鍾勳財 (2/16)	 鍾昀彤 (2/16)	 陳通城	楊雪鍾 (2/16)	 古仁順 (2/16)
	 	 陳陽隆	陳柏瑋 (2/16)	 陳添財	陳芝蓮 (2/16)	 林錦煌	陳秋蘭 (2/16)	 游竣逵 (2/16)	 楊琍婷 (2/16)	 葉奕鴻 (2/16)
	 	 政昌汽修廠	葉奕甫 (2/16)	 杜宜靜 (2/18)	 邱玉茹 (2/1)	 石妍湘 (2/2)	 温俐婷 (2/2)	 盈鑫小農 (2/24)	 李玫芳 (2/3)
	 	 陳承佑 (2/24)	 吳碧娥 (2/11)	 賴姿良 (2/12)	 廖曼兒 (2/9)	 吳威德 (2/16)	 鍾昱廷 (2/4)	 廖品碩 (2/1)	 楊宜佩 (2/21)	 葉元婷 (2/23)
	 	 翁珮瑜 (2/14)	 鄭如意 (2/2)	 吳承翰 (2/16)	 徐惠玲 (2/7)	 柯良玉 (2/1)	 邁卿允 (2/7)	 王靜雯 (2/7)	 曾瀞誼 (2/27)	 葉書誠 (2/4)
	 	 于宗盛 (2/13)	 庸鳳 (2/8)	 黃雅玲 (2/5)	 黃義全 (2/22)	 李育麟 (2/26)	 李義方 (2/20)	 郭淑芬 (2/16)	 林芷瑜 (2/28)	 陳至辰 (2/13)
	 	 陳佩琳 (2/6)	 范徽瑜 (2/11)	 黃于恩 (2/5)	 黃培維 (2/22)	 游雅芳 (2/16)	 譚靜宜 (2/16)	 楊劉美鳳 (2/17)	 廖家妙 (2/17)
	 	 楊順賀 (2/17)	 朱瑞月 (2/17)	 劉育珍 (2/16)	 黄雅呢 (2/19)	 温恩綺 (2/14)	 洪兆威 (2/9)	 蕭瑜均 (2/3)	 簡宏恩 (2/20)	 吳麗美 (2/14)
	 	 廖美純 (2/23)	 陳玉娟 (2/5)	 陳奕睿 (2/5)	 楊富穎 (2/10)	 黃美智 (2/28)	 陳志綜 (2/11)	 曾晏蓉 (2/2)	 張羽君 (2/2)	 林意如 (2/11)
	 	 尤立文 (2/7)	 張家丞 (2/28)	 蔡沂峰 (2/25)	 宋佳霜 (2/28)	 歐之穎 (2/13)	 張怜瑄 (2/13)	 李明仕 (2/5)	 洪永紀 (2/4)	 曾勇叡 (2/21)
	 	 陳敏 (2/10)	 宏大冷氣行 (2/7)	 吳庭聿 (2/7)	 吳紀豫 (2/8)	 陳嘉吟 (2/7)	 陳立倫 (2/2)	 呂神柱 (2/10)	 賈維鑫 (2/1)
	 	 東興汽車修理所 (2/10)	 陳秋蓉 (2/1)	 楊淑樺 (2/22)	 謝承庭 (2/12)	 蕭慧儀 (2/26)	 領鱻海洋企業社 (2/12)	 洪宇辰 (2/10)
	 	 黃貞珍 (2/5)	 游凌軒 (2/16)	 鍾沁栩 (2/16)	 薛富騰 (2/16)	 郭素貞 (2/16)	 楊益銓 (2/17)	 黃勉 (2/17)	 黃秉豐 (2/17)	 涂莉婷 (2/17)
	 	 黃廷緯 (2/17)	 李萬得	吳文鈞 (2/17)	 OKGO捐款 (2/28)	 OKGO捐款 (2/23)	 何健男 (2/17)	 林欽泉 (2/18)
	 	 吳培菱	吳竟源 (2/18)	 巫穎翰 (2/18)	 周茂松 (2/18)	 劉有祥	吳玉英	劉奕志 (2/18)	 李生意	歷代祖先 (2/18)	 陳昭宜 (2/18)
	 	 陳藝	歷代祖先 (2/18)	 林孟珍	莊嫚雯	莊靖雯	莊新昌 (2/19)	 陳炳棋 (2/22)	 陳瑾慧 (2/22)	 楊文里 (2/22)	 林欣穎 (2/21)
	 	 林益先 (2/21)	 徐銘澤 (2/22)	 沈啟文 (2/22)	 白靜麗 (2/22)	 黃睿哲 (2/22)	 孫積儀 (2/22)	 劉千翡 (2/23)	 朱虔儀 (2/23)	 潘淑惠 (2/22)
	 	 洪博彥 (2/22)	 龔金顧 (2/23)	 陳柏堯 (2/22)	 張玉花 (2/23)	 鍾麗珍 (2/21)	 王銘發	吳富惠 (2/21)	 洪熙閑 (2/22)	 許合尹 (2/23)
	 	 魏繼中 (2/23)	 沈志明 (2/22)	 張耿豪 (2/22)	 洪茉喬 (2/22)	 黃惠嬌 (2/22)	 黃一超 (2/22)	 陳柏巧 (2/22)	 謝鳴宸 (2/22)	 徐語綺 (2/22)
	 	 郭輝陽 (2/24)	 郭石坤 (2/24)	 王思云 (2/24)	 王映方 (2/24)	 邱靖富 (2/24)	 陳立翰 (2/24)	 張安汯	林秀桃 (2/24)	 楊素珠 (2/24)
	 	 陳玉棠 (2/24)	 楊子乂 (2/24)	 楊和基 (2/24)	 蕭郁帆 (2/24)	 郭秀梅 (2/24)	 徐雅莉 (2/24)	 黃奎嵐 (2/24)	 王仕得 (2/24)	 林孟嫻 (2/24)
	 	 陳羅彩雲	陳靜文	陳炏明	陳逸樺	陳星儀 (2/24)	 鄭妃君 (2/24)	 吳亞臻 (2/25)	 余謝輝 (2/25)	 蘇美華 (2/25)	 林芳瑜 (2/25)	 林冠亨 (2/25)
	 	 周昆宜 (2/25)	 余毓敏 (2/25)	 林哲綸 (2/25)	 陳秋蘭	吳宜恩 (2/25)	 謝有貴 (2/25)	 韓佳恩 (2/25)	 韓佳耘 (2/25)	 李佩芸 (2/14)
	 	 蔡淑敏 (2/25)	 梁儀萱 (2/25)	 饒瑞士 (2/25)	 黎高興 (2/25)	 李美紅 (2/25)	 蕭鎮豪 (2/25)	 陳玟伶 (2/25)	 王璿瑋 (2/25)	 周金德 (2/25)
	 	 廖英智 (2/25)	 吳昕玹 (2/25)	 隆升和有限公司 (2/25)	 章莉瑩 (2/25)	 楊瓊雅 (2/25)	 鄭金婷 (2/25)	 黃柏綱 (2/25)	 黃昌川 (2/25)
	 	 劉宜安 (2/14)

	 43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5)
	 400	 黃麗燕 (2/7)	 劉振貴	孫月桃	劉家穎	劉睿豐 (2/7)	 張維真 (2/7)	 楊世民	楊承翰	楊采于	鄭夙玲 (2/7)	 吳承徽 (2/15)
	 	 林鈺玶 (2/15)	 許敬忠 (2/15)	 吳品樺 (2/15)	 呂欣佩 (2/7)	 戴智子	林瑞哲 (2/7)	 李水柳 (2/8)	 李子安	李健治 (2/9)
	 	 黃晴	黃新 (2/9)	黃俊盛 (2/22)	 王瑜 (2/22)	 張國鐘 (2/21)	 魏楷矜 (2/15)	 游源銘 (2/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1)	 潘依玄 (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0)	 朱妍欣 (2/5)	 翁進添 (2/16)	 翁嘉南 (2/16)	 翁玉樺 (2/16)	 翁玉靜 (2/16)	 紀筱薇 (2/28)	 謝中奇 (2/8)
	 	 陳柏均	周姸廷	陳宥心	陳薇安 (2/25)	 劉龍珠 (2/16)	 鄧學梅	林瑄珮	周塏庭	周麟瑋 (2/17)	 OKGO捐款 (2/2)
	 	 蔡伯鴻	蔡伯隴 (2/21)	 潘樹凰 (2/21)	 陳瑞宗 (2/25)	 鐘玉娟 (2/25)
	 392	 李永棟 (2/15)
	 382	 張隆勝 (2/10)
	 360	 陳秀琳 (2/14)
	 350	 楊美棻 (2/7)	 林宥竹 (2/15)	 陳俞瑾 (2/10)	 陳奕霏 (2/10)	 溫惠燕 (2/10)	 陳玨瑞 (2/10)	 辛玉雪 (2/3)	 莊彗真 (2/10)
	 333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2/22)
	 315	 游秋敏 (2/7)	 林文昌 (2/11)	 李阿珠 (2/11)
	 308	 陳俊廷 (2/23)
	 300	 黃丞庭 (2/4)	 蔡睿璟 (2/7)	 陳又菱 (2/7)	 陳姿文 (2/7)	 陳沛歆 (2/7)	 陳偉俊 (2/7)	 孫旻穗 (2/7)	 葉俊廷 (2/7)	 陳洪美珍 (2/4)
	 	 董芝妤 (2/2)	 趙俞芳 (2/7)	 謝禾軒 (2/7)	 施宥歆 (2/7)	 陳世欽 (2/7)	 蕭羽珊	蕭偉倫 (2/1)	 蘇姿卉 (2/4)	 蘇冠丞 (2/4)
	 	 兒童癌症 (2/8)	 善心人士 (2/7)	 李淑雯 (2/9)	 古文進 (2/10)	 王重明 (2/10)	 鍾家貽 (2/10)	 黃怡庭 (2/10)	 温灝騰 (2/10)	 張可妡 (2/10)
	 	 詹鳳美 (2/10)	 王怡婷 (2/10)	 王如婷 (2/10)	 黃冠哲 (2/10)	 吳華銳 (2/10)	 胡嘉俊 (2/10)	 范煜明 (2/14)	 黃羿惠 (2/14)	 黃鈺惠 (2/15)
	 	 吳翊寧 (2/15)	 林珈妙 (2/14)	 姜麗幸 (2/14)	 徐婕麗 (2/14)	 徐子晴 (2/14)	 徐丞皜 (2/14)	 王春桃 (2/14)	 葉紓妘 (2/14)	 張弘毅 (2/14)
	 	 余昌勳 (2/14)	 葉恩愷 (2/14)	 吳基全 (2/14)	 林謙佑 (2/14)	 李緯吟 (2/14)	 温誌群 (2/14)	 郭美英 (2/14)	 鄭宥熏 (2/14)	 鄭雅文 (2/14)
	 	 簡麗鳳 (2/14)	 鄭琇霞 (2/14)	 曾敏瑄 (2/14)	 王巒騰 (2/15)	 無名氏 (2/15)	 柯文茜 (2/15)	 柯玉如 (2/15)	 鄭珮銣 (2/15)	 唐筱雯 (2/15)
	 	 傅品若 (2/15)	 章玲琪 (2/15)	 李怡婷 (2/15)	 廖惠萱 (2/15)	 無名氏 (2/15)	 陳美華 (2/15)	 方龍偉 (2/15)	 方子瑜 (2/15)	 方馨榆 (2/15)
	 	 郭又菁 (2/15)	 王端勇 (2/15)	 菰玉雲 (2/15)	 周定澤 (2/15)	 梁斐伊 (2/15)	 陳佳君 (2/15)	 張庭甄 (2/15)	 林廷熹 (2/15)	 許皎慧 (2/15)
	 	 何撒拉 (2/15)	 無名氏 (2/15)	 張世墩 (2/15)	 何家賢 (2/15)	 何恩 (2/15)	 何戎 (2/15)	 蕭伊夆 (2/15)	 袁三梅 (2/1)	 陳聖鑫 (2/7)
	 	 陳彥白 (2/7)	 蕭信良 (2/7)	 陳顏腰 (2/7)	 陳保林 (2/7)	 陳源榮 (2/7)	 鍾秋美 (2/7)	 邱鋒俊 (2/7)	 陳怡如 (2/16)	 陳鋒蒔 (2/8)
	 	 善心人士 (2/16)	 林鈺庭 (2/8)	 張騰元 (2/8)	 林兹榮 (2/9)	 鄭宇晴 (2/8)	 林蘇秋蘭 (2/8)	 林柏清 (2/8)	 俞雲 (2/8)	
	 	 蕭長沛 (2/8)	 侯秉科 (2/9)	 林彥廷 (2/9)	 王儷陵 (2/9)	 姜玉蓮 (2/9)	 林重佑 (2/9)	 吳永舒 (2/9)	 吳亮吟 (2/22)	 楊承翰 (2/9)
	 	 洪文賢 (2/10)	 鄭玉琦 (2/22)	 林順 (2/22)	 歐陽雅玲 (2/22)	 陳良演 (2/22)	 李先居 (2/22)	 尤雅玲 (2/22)	 鄭惟庭 (2/22)
	 	 劉莉莉 (2/22)	 郭奕瓊	宋沛帆 (2/22)	 洪保羅 (2/10)	 無名氏 (2/23)	 楊信桂 (2/22)	 施淑芬 (2/22)	 黃芃甄 (2/22)	 李澤翔 (2/22)
	 	 李美玉 (2/22)	 余秉芮 (2/22)	 葉春美 (2/22)	 劉和綸 (2/22)	 簡石庚 (2/20)	 馬星妤 (2/20)	 林淑華 (2/20)	 蕭仲庭 (2/20)	 蕭仲庭 (2/20)
	 	 柯文朱 (2/20)	 蕭靖澂 (2/20)	 馮惠娩 (2/20)	 馬萬青 (2/20)	 顏秀芬 (2/20)	 林志南 (2/21)	 張小芬 (2/20)	 陳柏蓉 (2/20)	 楊祺生 (2/20)
	 	 楊采婕 (2/20)	 楊莞筠 (2/20)	 許家逢 (2/20)	 許詠程 (2/20)	 曾玉雯 (2/20)	 梁聖亞 (2/20)	 楊舒媛 (2/21)	 倪惠軒 (2/10)	 徐振唐 (2/21)
	 	 徐崇凱 (2/21)	 周忠富 (2/21)	 周椿騰 (2/21)	 曾梅卿 (2/10)	 劉亦瑄 (2/10)	 陳盈朱 (2/21)	 陳慧頤 (2/21)	 邱美雪 (2/21)	 謝丞皓 (2/21)
	 	 林燦宇 (2/21)	 黎秀妍 (2/21)	 王婷柔 (2/21)	 吳沛璇 (2/10)	 簡貴櫻 (2/10)	 呂坤城	呂佩玲	楊瑤玲 (2/10)	 梁傢鳳 (2/11)	 何彥勳 (2/11)
	 	 楊惠苓 (2/11)	 閻秋燕 (2/11)	 吳麗芬 (2/23)	 張喬茵 (2/25)	 程怡婷 (2/25)	 宋肇文	宋肇恩 (2/11)	 溫俊賢 (2/11)	 崔立潔 (2/25)
	 	 吳淑芬 (2/25)	 鄭淇庭 (2/25)	 林麗琴 (2/14)	 賴怡蓉 (2/25)	 陳萱倚 (2/25)	 陳柏融 (2/25)	 鄒佾恩 (2/14)	 鄒旻珊 (2/14)	 吳政翰 (2/25)
	 	 曾碧姿 (2/25)	 黃珮雯 (2/25)	 翁書傑 (2/25)	 劉高志 (2/25)	 郭江月娥 (2/25)	 黃世昌 (2/25)	 金煜恩	(2/25)	 黃秀姬 (2/25)
	 	 羅紋慈 (2/14)	 黃宏彬 (2/15)	 洪浚瑋 (2/28)	 陳美如 (2/27)	 吳明璋 (2/15)	 林吳玲香 (2/15)	 陳宏慈 (2/15)	 黃俊銘 (2/15)
	 	 林青蓉 (2/15)	 陳偉杰 (2/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4)	 蔡佩儒 (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0)	 蔡思婷 (2/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8)	 周靜芬 (2/28)	 邱慧敏 (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9)	 廖淑琪 (2/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3)	 廖建智 (2/16)	 廖建智 (2/26)	 廖建智 (2/9)
	 	 陳冠仲 (2/26)	 林家緯 (2/25)	 林勝德 (2/11)	 陳月雲 (2/11)	 彭鴻文 (2/24)	 彭淑蓮 (2/24)	 戴佩君 (2/22)	 許博彥 (2/20)	 陳宣孝 (2/20)
	 	 王宣翔 (2/19)	 潘瑜希 (2/18)	 潘玟諺 (2/18)	 林慧君 (2/17)	 王信嘉 (2/17)	 粘凱崴 (2/17)	 郭沛 (2/15)	 蔡育英 (2/15)	 廖苡晴 (2/13)
	 	 施余親趙雨軒 (2/13)	 黃淑如 (2/12)	 高芝穎 (2/12)	 陳貞如 (2/12)	 王李文馨 (2/10)	 王天龍 (2/10)	 范字軒 (2/9)
	 	 林吟潔 (2/9)	 陳攸青 (2/9)	 蔡換東 (2/9)	 鄭智偉 (2/8)	 黃佳莉 (2/8)	 許美淑 (2/8)	 李慧涓 (2/6)	 陳庭知 (2/6)	 戴思儀 (2/6)
	 	 睿臨 (2/5)	 莊明儒 (2/4)	 李穎錡 (2/3)	 彭秀珠 (2/3)	 吳杏婷 (2/2)	 黃敬林 (2/2)	 簡姜碧桂 (2/2)	 周佑任 (2/2)	 金烜岑 (2/1)
	 	 林昱嘉 (2/1)	 湯蕙遙 (2/1)	 黃竑少 (2/1)	 莊玉允 (2/25)	 林浩群許芸綺 (2/21)	 鄭乃瑜 (2/16)	 張宏裕 (2/16)	 楊惠婷 (2/16)
	 	 許秀英 (2/2)	 宋建煌 (2/26)	 廖榆安 (2/8)	 羅小玫 (2/7)	 郭世弘 (2/5)	 朱啓銘 (2/28)	 楊立達 (2/4)	 吳沛瀅 (2/25)	 劉慶陽 (2/7)
	 	 林水盛 (2/15)	 林昶安 (2/7)	 鄭堇孜 (2/11)	 蔡怡玲 (2/12)	 黃子珍 (2/22)	 周欣渝 (2/24)	 吳紀憲 (2/7)	 林旻沂 (2/15)	 盧郁錠 (2/23)
	 	 張曜麟 (2/22)	 林家紅緯 (2/11)	 卓晉功 (2/18)	 梁雅屏 (2/1)	 蔣和軒 (2/16)	 何東昇 (2/15)	 孫靚 (2/18)	 劉鍾娘 (2/14)
	 	 邱薇諼 (2/8)	 沈忠祈 (2/8)	 雲林縣立仁國小 (2/24)	 周郁卿 (2/22)	 陳彥宏 (2/16)	 孫千惠 (2/14)	 黃羽瑄 (2/17)	 林佳慶 (2/9)
	 	 鄭凱強 (2/9)	 江俊毅 (2/12)	 張陳碧雲 (2/1)	 張嘉馨 (2/27)	 温秀華 (2/20)	 張益銓 (2/27)	 黃春福 (2/24)	 王雅琪 (2/13)	 魏焯翰 (2/5)
	 	 洪順成 (2/16)	 莊 BABY(2/17)	謝奉圜 (2/17)	 OKGO捐款 (2/26)	 張明蒼 (2/17)	 葉軒甫	葉晏廷 (2/17)	 蘇桂滿 (2/17)
	 	 奧斯卡商行 (2/17)	 林泓志	陳宛玲	林晨宇 (2/17)	 劉建文 (2/18)	 施得意	歷代祖先 (2/18)	 劉威廷 (2/18)	 陳育秋 (2/18)
	 	 施阿淑 (2/18)	 張子宸 (2/18)	 林添盛	李寶雪 (2/19)	 陳睿達 (2/18)	 施桂樟	李玉翠 (2/18)	 潘彬彬 (2/19)	 鄭華文 (2/21)
	 	 杜志宗 (2/21)	 謝政倫 (2/22)	 高育筑 (2/22)	 陳和源 (2/21)	 周毓滿 (2/22)	 葉昱婷 (2/21)	 鄭名傑 (2/21)	 陳麗淑 (2/23)	 陳靖傑 (2/24)
	 	 蔡明宏 (2/24)	 劉月鳳 (2/24)	 曲幼蓁 (2/24)	 江宜庭 (2/25)	 陳慧菁 (2/25)	 劉彥琳 (2/26)
	 258	 林淑貞 (2/14)	 葉峻豪 (2/15)	 張良玉 (2/21)
	 250	 楊嬿鈴 (2/10)	 呂浩維 (2/14)	 蔡宗旻 (2/15)	 蔡妍儀 (2/15)	 蔡錫坤 (2/10)	 鄭維雄 (2/10)	 李豐昌 (2/22)	 張美蘭 (2/10)	 林敬傑 (2/21)
	 	 涂良憲 (2/14)	 許茗睿 (2/28)	 陳韋翰 (2/15)	 林佳芊 (2/17)	 林桃 (2/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
	 	 王承翰 (2/13)	 趙子傑 (2/12)	 邱嘉欣 (2/9)	 林榆家 (2/10)	 吳孟真 (2/6)	 曾筱倫 (2/15)	 陳柄勳 (2/26)	 林志賢 (2/12)	 張民錞 (2/17)
	 	 蔡秀員 (2/17)	 張辰宇 (2/17)	 李佳惠 (2/17)	 王秀禎 (2/21)	 蕭建華 (2/21)	 林家歆 (2/25)	 林金玲 (2/25)
	 235	 張文正 (2/14)
	 222	 蘇文芊 (2/14)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2/22)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2/22)
	 220	 蔡喻瓊 (2/17)
	 216	 蕭茗峯 (2/16)
	 200	 邱麗香 (2/19)	 無名氏 (2/13)	 許郁笙 (2/19)	 陳思嫣 (2/14)	 張益旗 (2/6)	 蔡宇瑄 (2/2)	 無名氏 (2/2)	 吳慧燕 (2/7)	 何榮賜 (2/7)
	 	 陳沛涔 (2/7)	 李淑玲 (2/7)	 張靜智 (2/7)	 許雅華 (2/7)	 張茾涵 (2/6)	 蔡宜秀 (2/7)	 郭莉庭 (2/7)	 鄧宇皓 (2/7)	 鄧宇軒 (2/7)
	 	 善心人士 (2/3)	 幫助低收入者 (2/5)	 兒童癌症基金會 (2/7)	 田雅文 (2/6)	 無名氏 (2/1)	 陳品蓁 (2/9)	 黃重輝 (2/9)
	 	 蔡卓錚 (2/10)	 王照雲 (2/10)	 卓浩瑋 (2/10)	 陳秀限 (2/10)	 白昭容 (2/10)	 阮筱蓉 (2/10)	 邵郁婷 (2/10)	 蔡鎮謙 (2/10)	 林昇諒 (2/10)
	 	 林宥廷 (2/10)	 林煌期 (2/10)	 林泓毅 (2/14)	 張博鈞 (2/11)	 謝依伶 (2/15)	 賴秀禎 (2/15)	 無名氏 (2/15)	 莊宜璇 (2/15)	 陳宥伊 (2/15)
	 	 張心雅 (2/15)	 莊以樂 (2/15)	 顏林沛瀠 (2/15)	 謝佳蓉 (2/15)	 周葦綺 (2/15)	 曾俊冠 (2/14)	 何嘉煜 (2/15)	 許瓅蓉 (2/15)
	 	 蘇宥楨 (2/15)	 謝昀諺 (2/14)	 蕭少宏 (2/14)	 湯湘華 (2/14)	 欒芊寶 (2/14)	 徐秋如 (2/14)	 賴靜瑜	林志南 (2/14)	 林翰呈 (2/14)
	 	 陳彥州 (2/15)	 陳彥霖 (2/15)	 劉亮彤 (2/15)	 林慧君 (2/15)	 范佳莉 (2/15)	 楊蕙瑀 (2/15)	 無名氏 (2/15)	 吳映樂 (2/15)	 陳羽潔 (2/15)
	 	 無名氏 (2/15)	 何遂裕 (2/15)	 林誼婕 (2/15)	 陳右珊 (2/15)	 許小薇 (2/15)	 陳威霖 (2/15)	 吳柏燁 (2/15)	 楊晏萍 (2/15)	 傅馨怡 (2/15)
	 	 高睿晨 (2/15)	 詹唐威 (2/15)	 郭嘉欣 (2/15)	 江雨珊	陳舒婷 (2/15)	 連少紋 (2/15)	 洪油山 (2/15)	 無名氏 (2/15)	 沈紋如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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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2/01~2022/02/28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2/01~2022/02/28

	 	 無名氏 (2/15)	 萬美媛 (2/15)	 賴姵璇 (2/15)	 陳芊羽 (2/15)	 濮亞莉 (2/15)	 黃馨誼 (2/15)	 黃建豪 (2/15)	 無名氏 (2/15)	 邱慧娟 (2/15)
	 	 李雅微 (2/15)	 吳美賢 (2/15)	 馮琪茵 (2/15)	 無名氏 (2/15)	 許允霏 (2/15)	 陳雪愉 (2/15)	 傅丹謙 (2/15)	 高瑞霞 (2/15)	 林佩潔 (2/15)
	 	 邱玉萍 (2/15)	 蔡丞勛 (2/15)	 郭金玉 (2/15)	 彭伊筠 (2/15)	 鍾昕舫	鍾旻格 (2/15)	 柯秀娟 (2/15)	 王孝瑀 (2/7)	 吳佳瑼 (2/7)
	 	 廖書弘 (2/7)	 胡天旗 (2/7)	 李品妤 (2/7)	 許志瑋	吳亭儀 (2/7)	 蕭語喬 (2/7)	 林恩宇 (2/8)	 林宛靜 (2/8)	 韓有綱 (2/7)
	 	 吳育儒 (2/7)	 吳育耆 (2/7)	 吳承軒 (2/7)	 陳裕承 (2/7)	 呂嬋娟 (2/7)	 陳一誠 (2/7)	 鄧露比 (2/20)	 許志瑋	吳亭儀 (2/7)
	 	 周峯毅 (2/7)	 善心人士 (2/13)	 莊雅淇 (2/18)	 陳美碧 (2/18)	 顏守駿 (2/18)	 郭亭佑 (2/17)	 林德勝 (2/15)	 林佑聰 (2/8)
	 	 林韋彤 (2/8)	 周佳樺 (2/8)	 潘姿辰 (2/8)	 潘品伃 (2/8)	 林立軒 (2/8)	 林進星 (2/8)	 伍冠樺 (2/8)	 李皓仟	小朋友 (2/8)
	 	 劉貞伶 (2/8)	 林守民 (2/9)	 林其煜 (2/9)	 林其莉 (2/9)	 蔡秀琴 (2/9)	 余儒滄 (2/9)	 林靜美 (2/9)	 覃嘉翠 (2/9)	 徐雅莉 (2/9)
	 	 李炘諺 (2/9)	 曲淑君 (2/9)	 楊關安 (2/9)	 吳明璋 (2/9)	 周俐妘 (2/22)	 游明祥 (2/22)	 江怡慧 (2/22)	 吳雅惠 (2/22)	 賴彥君 (2/10)
	 	 蔡宣羽 (2/10)	 陳英華 (2/10)	 蕭毓玲 (2/11)	 侯志賢 (2/11)	 侯冠佑 (2/11)	 侯宜彤 (2/11)	 田麗霞 (2/22)	 郭奕瓊	宋沛帆 (2/22)
	 	 善心人士 (2/9)	 陳靜美 (2/10)	 林宗瑋 (2/24)	 林錦坤 (2/10)	 邱王寶月 (2/11)	 李湘蓉 (2/22)	 張國榮 (2/22)	 陳玉真 (2/22)
	 	 洪啟倫 (2/22)	 孫錦堂	黃鈺婷	邱奕祺 (2/22)	 孫錦堂	黃鈺婷	邱奕祺 (2/22)	 孫錦堂	黃鈺婷	邱奕祺 (2/22)	 邱聖翔 (2/22)	 邱伊辰 (2/22)
	 	 郭芊筠 (2/22)	 邱文賢 (2/22)	 利聖輝 (2/20)	 徐玟庭 (2/20)	 蔡啟聰 (2/20)	 徐瑋傑 (2/20)	 張鈞哲 (2/20)	 吳俊杰 (2/20)	 郭孟君 (2/20)
	 	 郭孟真 (2/20)	 蔡永晟 (2/20)	 林燕 (2/20)	 黃楷元 (2/20)	 王郁芬 (2/20)	 張聖明 (2/20)	 許芊莎 (2/20)	 曾云柔 (2/20)	 洪宥稜 (2/20)
	 	 張少宏 (2/20)	 林玉茹 (2/20)	 郭長盛 (2/20)	 陳美蓮 (2/20)	 許淵宏 (2/20)	 陳宥程 (2/20)	 鄒宗諺 (2/20)	 涂英惠 (2/20)	 張凱崴 (2/20)
	 	 侯品菁 (2/20)	 林瓊紅 (2/20)	 賴琮棋 (2/10)	 許峯瑞 (2/21)	 邱淑菡 (2/21)	 林莉莎 (2/21)	 周宇祥 (2/21)	 黃建樺	蕭愛務 (2/21)
	 	 方琮彬 (2/10)	 洪素珠 (2/10)	 江美春 (2/10)	 許秀蘭 (2/11)	 邱王寶月 (2/11)	 王蓁儀 (2/21)	 陳台彬 (2/21)	 唐美雲 (2/21)
	 	 廖羿囷 (2/21)	 周芷菥 (2/21)	 林美惠 (2/11)	 吳宇君 (2/11)	 蕭凱駿 (2/11)	 蕭睿辰 (2/11)	 周如婉 (2/21)	 賴伊屏 (2/21)	 周琴鶯 (2/21)
	 	 黃璿霖 (2/10)	 無名氏 (2/10)	 蕭木榮 (2/11)	 蕭博豪 (2/11)	 蕭睿廷 (2/11)	 閻秋月 (2/11)	 周秀蓁 (2/11)	 梁菽茹 (2/11)	 史濟能 (2/25)
	 	 程芳芝 (2/11)	 張智泓 (2/11)	 陸皓瑋 (2/11)	 石育丞 (2/11)	 葉韋豪 (2/14)	 蔡向懿 (2/25)	 洪佩珊 (2/25)	 黃美媛 (2/25)	 張有朋 (2/11)
	 	 戚鼎榮 (2/11)	 邱財得 (2/14)	 方建福 (2/25)	 劉杏枝 (2/25)	 卜建威 (2/25)	 葉韋廷 (2/14)	 林美娟 (2/14)	 張嘉霖 (2/25)	 黃淳意 (2/25)
	 	 劉佩儒 (2/25)	 李盈庭 (2/25)	 李淑煖 (2/25)	 邱健桓 (2/14)	 江世豪 (2/14)	 羅支儀 (2/14)	 邱顯量 (2/14)	 林義忠 (2/14)	 陳謙祐 (2/14)
	 	 簡建忠	楊素蘭 (2/14)	 翁文明 (2/15)	 呂嘉益 (2/15)	 顏民恩 (2/15)	 周佳樺 (2/15)	 張金德 (2/27)	 王明群 (2/27)	 林韋彤 (2/15)
	 	 翁桂容 (2/15)	 陳柔安 (2/15)	 張立諠 (2/27)	 李杰儒 (2/27)	 呂浩愽 (2/27)	 林宛靜 (2/15)	 無名氏 (2/15)	 林恩宇 (2/15)	 林佑聰 (2/15)
	 	 翁偉斌 (2/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5)	 蘇漢標 (2/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2)	 洪梵棋 (2/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8)	 柯昭華 (2/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6)	 郭郁慧 (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3)	 廖欣怡 (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0)	 何志遠 (2/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5)	 何志遠 (2/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	 何志遠 (2/26)	 何志遠 (2/25)	 何志遠 (2/24)
	 	 陳秀鑫 (2/5)	 張景鈜 (2/26)	 趙珮君 (2/4)	 黃鉉淙 (2/26)	 芷伶 (2/26)	 雅馨 (2/26)	 善心人士 (2/25)	 張永錫 (2/25)
	 	 呂嘉傑 (2/16)	 呂嘉傑 (2/1)	 何志遠 (2/28)	 何志遠 (2/27)	 台東天后宮文昌帝君 (2/25)	 王裕維 (2/25)	 楊錦龍 (2/24)	 鍾雯如 (2/24)
	 	 黃喬恩 (2/22)	 王怡蘋 (2/21)	 曾亞倫 (2/21)	 曾承惠 (2/21)	 郭耀志 (2/20)	 吳仰鎧 (2/17)	 陳坤裕 (2/16)	 王立雅 (2/16)	 楊錦龍 (2/16)
	 	 蔡柏辰 (2/15)	 葛婉湘 (2/15)	 王怡蘋 (2/14)	 許蕎涵 (2/14)	 南無地藏菩薩 (2/14)	 李佩蓉 (2/14)	 黃竑少 (2/14)	 翁琬柔 (2/14)
	 	 鄭宏博 (2/13)	 傅聖煇 (2/13)	 周楀哲 (2/12)	 蘇士杰 , 蘇憶屏 (2/12)	 善心人士 (2/12)	 許巧穎 (2/11)	 曾聖哲 (2/11)
	 	 吳欣樺 (2/11)	 蘋園 (2/11)	 鍾如雲 (2/11)	 邱錦楠 (2/11)	 劉卉綺 (2/11)	 鄭郁錞 (2/10)	 郭方宥 (2/10)	 李佳錞 (2/10)	 洪小婷 (2/9)
	 	 張心怡 (2/9)	 陳品邑 (2/8)	 王怡蘋 (2/8)	 shiow(2/8)	 黃子為 (2/8)	 林昕羚 (2/8)	 楊錦龍 (2/8)	 金秀雲 (2/8)	 陳羿樺 (2/7)
	 	 善心人士 (2/7)	 money	妹妹 (2/7)	 游翊愷 (2/7)	 善心人士 (2/7)	 黃鈺婷 (2/7)	 葉昕盈 (2/6)	 陳善騫 (2/6)	 廖芷葶 (2/5)
	 	 羅文君 (2/5)	 許庭瑋 (2/4)	 陳聖杰 (2/4)	 徐鈺棻 (2/4)	 王泳心 (2/3)	 羅仕勛 (2/3)	 穆秀芳 (2/3)	 賴紫羚 (2/3)	 黃佳碧 (2/3)
	 	 儲凡善 (2/2)	 陳金柱 (2/2)	 簡姵萱 (2/2)	 葉縈蓁 (2/2)	 鄧王政鳳 (2/2)	 張志瀚 (2/2)	 林軍維 (2/2)	 李昊佾 (2/1)	 湯珈茵 (2/1)
	 	 曾淑婷 (2/1)	 谢任唐 (2/1)	 谢佳晢 (2/1)	 楊錦龍 (2/1)	 侯呈燕 (2/15)	 張永錫 (2/15)	 何志遠 (2/21)	 何志遠 (2/20)	 何志遠 (2/19)
	 	 何志遠 (2/18)	 何志遠 (2/17)	 何志遠 (2/16)	 何志遠 (2/15)	 何志遠 (2/14)	 何志遠 (2/13)	 何志遠 (2/12)	 何志遠 (2/11)	 吳佳怡 (2/12)
	 	 何志遠 (2/10)	 葉怡秀 (2/13)	 鄒雨潔 (2/10)	 何志遠 (2/9)	 黃楨琇 (2/16)	 何志遠 (2/8)	 何志遠 (2/7)	 林順意 (2/16)	 林倩儀 (2/16)
	 	 林哲勤 (2/16)	 何志遠 (2/6)	 邱奕翔 (2/16)	 謝炎農	謝茹涵 (2/16)	 謝鈞翔	羅麗珠 (2/16)	 蘇裕勝 (2/16)	 何志遠 (2/5)
	 	 何志遠 (2/4)	 何志遠 (2/3)	 何志遠 (2/2)	 何志遠 (2/1)	 劉秉杰 (2/18)	 黃東漢 (2/4)	 黃東漢 (2/1)	 謝易君 (2/2)	 張紘睿 (2/23)
	 	 張紘睿 (2/22)	 陳承佑 (2/14)	 鄭雅鍹 (2/19)	 張素嬌 (2/19)	 游佳諭 (2/1)	 吳雅佳 (2/4)	 賴錦榕 (2/13)	 賴奇易 (2/3)	 鍾錦傳 (2/19)
	 	 林慧娟 (2/7)	 宋承運 (2/24)	 楊芷綺 (2/28)	 陳雨凡 (2/25)	 善心人士 (2/16)	 蔡菀真 (2/5)	 蔡宗祐 (2/14)	 林崇澤 (2/11)
	 	 楊均叡 (2/23)	 陳盈邵 (2/28)	 林義鈞 (2/7)	 林秀琴 (2/24)	 諶學儒 (2/13)	 陳乙晴 (2/22)	 陳惠玲 (2/13)	 游定穎 (2/17)	 陳中華 (2/25)
	 	 李濠副 (2/9)	 邱淑萍 (2/8)	 蘇品瑄 (2/16)	 賴佩佳 (2/17)	 賴佩怡 (2/17)	 陳紀諳 (2/17)	 朱烈興 (2/17)	 唐芷葳 (2/13)	 林天保 (2/10)
	 	 洪美雲 (2/8)	 盧亮妤 (2/1)	 鄭伊婷 (2/1)	 葉淑惠 (2/26)	 張靖英 (2/8)	 張名偉 (2/4)	 羅宏加 (2/1)	 朱廣芸 (2/4)	 黃力鈞 (2/1)
	 	 蔡承鴻 (2/20)	 謝元彬 (2/3)	 許芳慈 (2/22)	 劉佳瑋 (2/21)	 鄭秀惠 (2/28)	 邱建華 (2/1)	 高金英 (2/12)	 陳怡萍 (2/22)	 林靈琪 (2/7)
	 	 林若曦 (2/22)	 王琬鈞 (2/28)	 王昕蝶 (2/4)	 林曉君 (2/7)	 曹蕙蓁 (2/2)	 賴信孚 (2/5)	 許巧穎 (2/9)	 張貴寶 (2/15)	 高儀涵 (2/1)
	 	 鄭淑菁 (2/6)	 林澤宇 (2/20)	 許慧鈴 (2/16)	 戴佳妘 (2/3)	 柯富仁 (2/23)	 邱秀玲 (2/18)	 趙真 (2/3)	 林坤逸 (2/8)	 梁技龍 (2/6)
	 	 賴佑承 (2/17)	 賴佩君 (2/17)	 陳昱澍 (2/17)	 朱恩廷 (2/17)	 黃銓祥 (2/16)	 朱清顯 (2/17)	 OKGO捐款 (2/15)	 莊智鈞 (2/17)
	 	 OKGO捐款 (2/13)	 朱秀貞	王維廷 (2/17)	 李啟瑞 (2/17)	 陳治國 (2/18)	 巫碧珠 (2/18)	 施桂樟 (2/18)	 鄧后瑜 (2/19)
	 	 廖柏豪 (2/18)	 靳文華 (2/18)	 陳宣翰 (2/18)	 鄧澤霖 (2/19)	 林晉維 (2/21)	 林鄭金盆 (2/21)	 林晉豪 (2/21)	 陳威誌 (2/22)
	 	 吳素赺 (2/22)	 蔡佩蓁 (2/22)	 林俊廷	林文琳 (2/22)	 林文一 (2/21)	 陳麗文 (2/22)	 吳柏陞	楊宗憲 (2/23)	 張晏寧 (2/23)
	 	 薛陳問 (2/21)	 薛文旭 (2/21)	 薛銘宇 (2/21)	 林秀蓮 (2/21)	 薛銘杰 (2/21)	 鄭淑貞 (2/21)	 溫妍樺 (2/21)	 鄭嘉妤 (2/21)	 江朝瑞 (2/21)
	 	 陳宛如 (2/21)	 林亮均 (2/23)	 林浩正 (2/23)	 黃宏焜 (2/23)	 陳俊宏 (2/22)	 陳禹豪 (2/22)	 劉玉華 (2/22)	 陳崴煬 (2/22)	 陳建洲 (2/22)
	 	 姚永地 (2/23)	 太陽&月亮 (2/23)	 吳亭儀	楊秉樺 (2/23)	 林亮宇 (2/23)	 張雅純 (2/24)	 楊舒瑜 (2/24)	 林玟圻 (2/24)
	 	 林子熙 (2/24)	 李佳諭 (2/24)	 侯沛玲 (2/24)	 呂明秀 (2/24)	 曾蓓珊 (2/24)	 林函怡 (2/24)	 李宗遠 (2/24)	 林玟廷 (2/24)	 呂雯玲 (2/25)
	 	 蔡耀堂 (2/25)	 蘇勇豪 (2/25)	 白姍穎	白騏毓 (2/25)	 阮雅晴 (2/25)	 張瑜軒 (2/25)	 蔡佳憓 (2/25)	 蔡佳燕 (2/25)	 陳崇誠 (2/14)
	 180	 何美玲 (2/19)	 何美玲 (2/28)	 何美玲 (2/27)	 何美玲 (2/26)	 何美玲 (2/25)	 何美玲 (2/23)	 何美玲 (2/22)	 何美玲 (2/21)	 何美玲 (2/20)
	 	 何美玲 (2/18)	 何美玲 (2/17)	 何美玲 (2/16)	 何美玲 (2/15)	 何美玲 (2/14)	 何美玲 (2/13)	 何美玲 (2/12)	 何美玲 (2/11)	 何美玲 (2/10)
	 	 何美玲 (2/9)	 何美玲 (2/8)	 何美玲 (2/7)	 何美玲 (2/6)	 何美玲 (2/5)	 何美玲 (2/4)	 何美玲 (2/3)	 何美玲 (2/2)	 何美玲 (2/1)
	 168	 陳福昌 (2/10)	 林子庭 (2/1)	 陳怡孜 (2/11)
	 15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3)
	 150	 戴昱欽 (2/7)	 戴軒丞 (2/7)	 戴浚洺 (2/7)	 陳宥霖 (2/20)	 陳宥綸 (2/20)	 顏忠義 (2/10)	 林思妤 (2/22)	 林恩瑝 (2/22)	 顏富美 (2/10)
	 	 章賢哲 (2/11)	 黃燕源	黃顗達	黃勝玉 (2/14)	 謝佑芳 (2/5)	 羅晴 (2/23)	 郭皓群 (2/19)	 徐語彤 (2/8)	 陳思瑋 (2/28)	 陳思瑋 (2/27)
	 	 陳思瑋 (2/26)	 陳思瑋 (2/25)	 陳思瑋 (2/23)	 陳思瑋 (2/22)	 陳思瑋 (2/21)	 陳思瑋 (2/20)	 陳思瑋 (2/19)	 陳思瑋 (2/18)	 陳思瑋 (2/17)
	 	 陳思瑋 (2/16)	 陳思瑋 (2/15)	 陳思瑋 (2/14)	 陳思瑋 (2/13)	 陳思瑋 (2/12)	 陳思瑋 (2/11)	 陳思瑋 (2/10)	 陳思瑋 (2/9)	 陳思瑋 (2/8)
	 	 陳思瑋 (2/7)	 陳思瑋 (2/6)	 陳思瑋 (2/5)	 陳思瑋 (2/4)	 陳思瑋 (2/3)	 陳思瑋 (2/2)	 陳思瑋 (2/1)	 宋家榮 (2/11)	 黃嘉慶 (2/6)
	 147	 蔡宗男 (2/24)
	 140	 陳建學 (2/28)

	 127	 陳蔡明星 (2/7)
	 124	 李至偉 (2/24)
	 120	 張家薇 (2/28)	 沈明興 (2/16)
	 110	 李沛臻 (2/25)
	 109	 吳建生 (2/14)	 簡恬馨 (2/25)	 吳禹申 (2/25)
	 100	 無名氏 (2/4)	 無名氏 (2/3)	 無名氏 (2/1)	 汪子淇 (2/7)	 呂侑恩 (2/7)	 邱麗安 (2/7)	 邱政雄 (2/7)	 黃阿月 (2/7)	 陳又禎 (2/7)
	 	 陳元皓 (2/7)	 張籽和 (2/7)	 陳玉姿 (2/7)	 鄭國慶 (2/7)	 呂梓瑄 (2/7)	 柯威誌 (2/7)	 柯家蓁 (2/7)	 柯睿承 (2/7)	 楊莉羚 (2/7)
	 	 李幸真 (2/7)	 莊莉萍 (2/7)	 黃昱翔 (2/7)	 善心人士 (2/3)	 無名氏 (2/8)	 彭四妹 (2/8)	 廖哲男 (2/8)	 無名氏 (2/9)	 無名氏 (2/9)
	 	 范菁瀅 (2/8)	 廖如雯 (2/8)	 廖士忠 (2/8)	 廖宗瑋 (2/8)	 范德雄 (2/8)	 賴枚儀 (2/9)	 黃筱晴 (2/9)	 黃宣瑄 (2/9)	 林淑惠 (2/9)
	 	 王瑞芬 (2/10)	 鍾芳怡 (2/10)	 鄭文昇 (2/10)	 梁淑惠 (2/10)	 李瑞英 (2/10)	 梁志忠 (2/10)	 劉佩欣 (2/10)	 鄭妤萱 (2/10)	 郭佑訓 (2/10)
	 	 謝佳妤 (2/10)	 林素櫻 (2/10)	 方鳳祺 (2/10)	 郭佑峯 (2/10)	 曾泳芸 (2/10)	 王識涵 (2/10)	 無名氏 (2/10)	 戴春蘭 (2/10)	 劉文良 (2/14)
	 	 張芷榕 (2/14)	 無名氏 (2/11)	 無名氏 (2/15)	 陳錦蓉 (2/15)	 無名氏 (2/15)	 林佳玉 (2/15)	 蔡羽晴 (2/15)	 許棠琦 (2/15)	 邱榆鈞 (2/16)
	 	 陳新妮 (2/16)	 無名氏 (2/16)	 賴開方 (2/14)	 許博洋 (2/14)	 林軒妤 (2/14)	 許洧銘 (2/14)	 許庭銨 (2/14)	 陳妤瑄 (2/14)	 陳廷瑋 (2/14)
	 	 謝鈺苓 (2/14)	 曹聿童 (2/15)	 無名氏 (2/15)	 無名氏 (2/15)	 洪翊博 (2/15)	 童瑞棋 (2/15)	 吳玟靜 (2/15)	 毛璿輝 (2/15)	 毛沛緹 (2/15)
	 	 毛珮絮 (2/15)	 吳蕎絹 (2/15)	 劉惠玲 (2/15)	 陳靜慧 (2/15)	 張淑靜 (2/15)	 呂諺君 (2/15)	 祁淑芳 (2/15)	 無名氏 (2/15)	 陳譽馨 (2/15)
	 	 李誌育 (2/15)	 林雯雯 (2/15)	 楊采苓 (2/15)	 羅家永 (2/15)	 田曜瑆 (2/15)	 蔡東乘 (2/15)	 蔡沐儒 (2/15)	 陳彥伶 (2/15)	 黃香齊 (2/15)
	 	 呂瑞敏 (2/15)	 翁韶榕 (2/15)	 王思評 (2/15)	 王震瑜 (2/15)	 王學洧 (2/15)	 陳季盈 (2/15)	 王照蘋 (2/15)	 顏韵芯 (2/15)	 顏品硯 (2/15)
	 	 無名氏 (2/15)	 嚴智馨 (2/15)	 黃健銘 (2/15)	 無名氏 (2/15)	 洪啟景 (2/15)	 吳肇文 (2/15)	 吳欣樺 (2/15)	 張定沂 (2/7)	 黃采慧 (2/7)
	 	 張立蓁 (2/7)	 陳榕萱 (2/7)	 陳憶雯 (2/7)	 張瑛珍 (2/7)	 陳慧瑾 (2/7)	 林登源 (2/20)	 陳威翰 (2/7)	 潘禹丞 (2/8)	 林桂美 (2/7)
	 	 吳儇亮 (2/7)	 尤偉迪	蘇莉婷無緣之子 (2/7)	 黃律綺 (2/7)	 潘柏恩 (2/7)	 鄧庭蓁 (2/15)	 鄧宛榛 (2/15)	 徐韻雯 (2/8)	 徐韻惠 (2/8)
	 	 林宜潔 (2/8)	 蔡伊蓉 (2/8)	 李依璟 (2/8)	 伏鶯 (2/8)	 陳秋妤	江俊傑 (2/8)	 陳建明 (2/8)	 陳廷昌 (2/8)	 陳家福 (2/8)
	 	 陳麗華 (2/8)	 江幸真	江彥儀 (2/8)	 徐韻婷 (2/8)	 林建豐 (2/8)	 高雄善心人士 (2/8)	 陳竑翰 (2/8)	 林東陸 (2/9)
	 	 林彥宏 (2/9)	 林彥廷 (2/9)	 陳佳慧 (2/9)	 楊善婷 (2/9)	 陳佳聖 (2/9)	 高世杰 (2/22)	 陳怡妏 (2/22)	 陳佳恩 (2/9)	 林洧禾 (2/10)
	 	 陳珮淇 (2/22)	 張鎮麟 (2/9)	 張琍 (2/9)	 鄒佳宏 (2/20)	 黃素惠 (2/20)	 詹怡萍 (2/11)	 無名氏 (2/24)	 無名氏 (2/22)	 張哲瑋 (2/9)
	 	 倪慶豐	倪弘矅	倪萬宥 (2/10)	 周美蓮 (2/22)	 蘇郁誠 (2/22)	 蘇姿允 (2/22)	 藍雅婷 (2/22)	 林益呈 (2/22)	 林晉妃 (2/9)	 鄭連清 (2/20)
	 	 周湘慧 (2/20)	 鄭君梅 (2/20)	 蔡皓旭 (2/20)	 潘麗美 (2/20)	 楊智鈞 (2/20)	 楊博詠 (2/20)	 張簡志霖 (2/20)	 江桓旭 (2/20)
	 	 蔡政廷 (2/20)	 邱薰誼 (2/20)	 曾竣蔚 (2/20)	 李哲凱 (2/20)	 胡家為 (2/20)	 周秋香 (2/20)	 蔡永康 (2/20)	 鄭君茹 (2/20)	 陳亞音 (2/20)
	 	 柯佩宜 (2/20)	 張伉佑 (2/20)	 林亮亮 (2/10)	 吳秀真 (2/21)	 陳德明 (2/21)	 陳宥諶 (2/21)	 楊雅珺 (2/21)	 陳品妘 (2/21)	 林美束 (2/21)
	 	 石博翔 (2/21)	 楊宗杰 (2/21)	 邱怡芳 (2/10)	 陳言禕 (2/21)	 陳易霈 (2/21)	 郭兆權 (2/21)	 江青貞 (2/21)	 梅哲卓也 (2/21)
	 	 簡慧玲 (2/21)	 林鈺珊 (2/21)	 林豈崋 (2/21)	 蔡汝素 (2/21)	 林錦鴻 (2/21)	 羅金漢 (2/21)	 鄭詠馨 (2/21)	 何沛洵 (2/21)	 何振禔 (2/21)
	 	 黃郁炘 (2/10)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2/12)	張靜宜 (2/25)	 馬烱修 (2/25)	 盧奕文 (2/25)	 許珮純 (2/25)	 田九光 (2/11)	 林琮鈞 (2/14)
	 	 林聖恩 (2/14)	 張舜凱 (2/14)	 董鳳美 (2/14)	 無名氏 (2/28)	 張廷強 (2/14)	 鄭聖耀 (2/14)	 林恩平 (2/14)	 林恩宇 (2/14)	 張羽萱 (2/14)
	 	 羅珮菁 (2/25)	 周依潔 (2/25)	 楊佩頤 (2/25)	 張雅筑 (2/27)	 無名氏 (2/24)	 林佑恩 (2/14)	 陳瑞琴 (2/28)	 蔡秀梅 (2/28)	 呂靜霜 (2/27)
	 	 周剛 (2/27)	 邱鴻霖 (2/27)	 許殷銘 (2/15)	 林倢安 (2/27)	 林怡辰 (2/16)	 許文耀 (2/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8)	 陳映潔 (2/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5)	 林育生 (2/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5)	 林右豐 (2/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2)	 apple(2/28)
	 	 林妤玟 (2/28)	 李宜擇 (2/28)	 謝月甜 (2/28)	 林顥原 (2/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7)	 王證凱 (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5)	 黃邱麗香 (2/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3)	 廖弟弟 (2/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0)	 蘇羿誠 (2/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6)	 龔鉑皓 (2/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4)	 蔡佩儒 (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3)	 林妤真 (2/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	 詹淯婷 (2/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2/1)	 黃楷倫	余芊萱 (2/8)	 Rinsky(2/24)	 呂威德 (2/24)	 江義峰 (2/24)	 黃彰文 (2/24)	 劉芷涵 (2/24)
	 	 陳柏嶧 (2/24)	 芷伶 (2/24)	 許如娟 (2/24)	 謝秉妍 (2/23)	 范振宇 (2/23)	 陳勝峰 (2/23)	 潘松緯 (2/23)	 宋柏憲 (2/23)	 陳泰勳 (2/23)
	 	 李洪秀英 (2/22)	 馬小強 (2/22)	 033383388(2/22)	 陳界文 (2/21)	 林偉利 (2/21)	 謝月甜 (2/21)	 黃碧娥 (2/21)
	 	 蘇羿誠 (2/20)	 胡明松 (2/19)	 許芷音 (2/19)	 林顥原 (2/19)	 陳科樺 (2/19)	 潘松緯 (2/18)	 呂金生 (2/18)	 張宸瑋 (2/18)	 林書宇 (2/17)
	 	 李宗哲 (2/17)	 陳孟宏 (2/17)	 孫言昕 (2/17)	 林顥原 (2/17)	 李宗哲 (2/17)	 蔡霈懿 (2/17)	 賴建輔 (2/17)	 陳哲彬 (2/17)	 廖文瑛 (2/16)
	 	 楊蕍嬬 (2/16)	 林顥原 (2/16)	 呂威德 (2/16)	 蔡美卿 (2/16)	 施冠廷 (2/16)	 陳佳佳 (2/15)	 張高銘 (2/15)	 易書宏 (2/15)	 林顥原 (2/15)
	 	 何俊俊賢 (2/15)	 芷伶 (2/15)	 雅馨 (2/15)	 張子濤 (2/14)	 張祐瑋 (2/14)	 蘇羿誠 (2/14)	 善心人士 (2/14)
	 	 張友政 (2/13)	 劉銘鈺 (2/13)	 陳映羽 (2/13)	 Nolan	young(2/12)	 陳小蓁蓁 (2/12)	 呂弘胤 (2/12)	 顏郭珠蓮 (2/12)
	 	 陳金井 (2/12)	 李宗哲 (2/12)	 陳泳輝 (2/11)	 謝忠勳 (2/11)	 羅雅芳 (2/11)	 林顥原 (2/11)	 林家頡 (2/11)	 楊宸鈞 (2/11)	 陳雅雯 (2/11)
	 	 林茂森 (2/11)	 邱名寬 (2/10)	 Ally(2/10)	 魏永聰 (2/10)	 劉于樂 (2/10)	 陳科仲 (2/9)	 陳宜襄 (2/9)	 粘凱崴 (2/9)	 何曜文 (2/9)
	 	 陳思穎 (2/9)	 林顥原 (2/9)	 蕭堉豪 (2/9)	 黃熙婷 (2/8)	 陳清發 (2/8)	 蔡琴 (2/8)	 葉嘉慧 (2/8)	 謝月甜 (2/8)	 曾翊涵 (2/8)
	 	 善心人士 (2/8)	 張盧文生 (2/8)	 吳義雄 (2/8)	 吳李梅 (2/8)	 蔡柏宏 /陸羿慈 (2/7)	 林妤蓮 (2/7)	 戴榮宏 (2/7)	 謝政哲 (2/7)
	 	 yuman(2/7)	 陳子德 (2/7)	 林偉婷 (2/7)	 徐靖惠 (2/7)	 楊韙華 (2/7)	 王紘晟 (2/7)	 林榆安 (2/6)	 蘇羿誠 (2/6)	 何榮華 (2/6)
	 	 鄭桂珠 (2/6)	 呂佳諺 (2/6)	 易書宏 (2/5)	 善心人士 (2/5)	 李宇哲 (2/5)	 江倍菁 (2/5)	 黃德華 (2/5)	 楊伯鈞 (2/5)	 王佳鈴 (2/5)
	 	 善心人士 (2/4)	 周庭妤 (2/4)	 歐耀升 (2/4)	 周坤穎 (2/4)	 芷伶 (2/4)	 雅馨 (2/4)	 翁巧璇 (2/4)	 蘇姵文 (2/4)	 黃彰文 (2/4)
	 	 李宜恬 (2/3)	 蕭洁嫻 (2/2)	 陳艾凌 (2/2)	 邱鴻霖 (2/2)	 吳淑華 (2/2)	 陳慧娥 (2/1)	 tzuyu(2/1)	 李佳蓉 (2/1)	 蔡育廷 (2/1)
	 	 徐裕恩 (2/1)	 顏文財 (2/1)	 善心人士 (2/1)	 林俞璇 (2/3)	 羅易崧 (2/10)	 潘凱昕 (2/7)	 湯弘君 (2/15)	 湯弘君 (2/2)	 虞承恩 (2/16)
	 	 虞承佑 (2/16)	 葉峻豪 (2/16)	 李宗欽 (2/26)	 胡鳳心 (2/17)	 李宗欽 (2/17)	 李宗欽 (2/12)	 張家薇 (2/9)	 蔡正義 (2/27)	 蔡正義 (2/18)
	 	 林亞亭	鍾承佑 (2/28)	 林亞亭	鍾承佑 (2/27)	 林亞亭	鍾承佑 (2/26)	 林亞亭	鍾承佑 (2/25)	 林志翰 (2/7)
	 	 林亞亭	鍾承佑 (2/24)	 林亞亭	鍾承佑 (2/23)	 林亞亭	鍾承佑 (2/22)	 林亞亭	鍾承佑 (2/21)	 林茗棋 (2/10)
	 	 林亞亭	鍾承佑 (2/20)	 林亞亭	鍾承佑 (2/19)	 林亞亭	鍾承佑 (2/18)	 林亞亭	鍾承佑 (2/17)	 陳美凰 (2/1)
	 	 林亞亭	鍾承佑 (2/16)	 林亞亭	鍾承佑 (2/15)	 林亞亭	鍾承佑 (2/14)	 林亞亭	鍾承佑 (2/13)	 林國揚 (2/15)
	 	 林亞亭	鍾承佑 (2/12)	 林亞亭	鍾承佑 (2/11)	 林亞亭	鍾承佑 (2/10)	 林亞亭	鍾承佑 (2/9)	 黄翎郡 (2/4)
	 	 林亞亭	鍾承佑 (2/8)	 林亞亭	鍾承佑 (2/7)	 林亞亭	鍾承佑 (2/6)	 林亞亭	鍾承佑 (2/5)	 林幸美 (2/2)
	 	 林亞亭	鍾承佑 (2/4)	 林亞亭	鍾承佑 (2/3)	 林亞亭	鍾承佑 (2/2)	 林亞亭	鍾承佑 (2/1)	 林芷瑩 (2/7)
	 	 彭明宣 (2/23)	 賴俊佑 (2/12)	 林佳正 (2/28)	 謝淳亦 (2/14)	 歐陽雅楹 (2/1)	 謝澤業 (2/26)	 許美智 (2/6)	 林菖磮 (2/26)	 曾阿雀 (2/26)
	 	 吳育霈 (2/12)	 蔡淓㚥 (2/16)	 林庭毅 (2/7)	 陳美秀 (2/8)	 洪文顯 (2/1)	 石欣卉 (2/16)	 陳若欣 (2/16)	 陳靖傑 (2/16)	 田淑娟 (2/13)
	 	 張岱萍	張龔梅枝 (2/16)	 田家豪 (2/2)	 歐月珠 (2/24)	 薩培榕 (2/15)	 金熙媛 (2/16)	 黃開元 (2/2)	 蔡境峯 (2/1)	 黃郁珊 (2/3)
	 	 柯又菁 (2/16)	 李康詠 (2/5)	 李小姐 (2/14)	 王亮亮 (2/26)	 盧光輝 (2/25)	 陳俊吉 (2/1)	 謝許寶玉全家 (2/2)	 許博偉 (2/27)
	 	 何榮通 (2/9)	 鍾靜婷 (2/28)	 黃子琪 (2/7)	 周家駿 (2/4)	 周家駿 (2/25)	 陳俊誌 (2/26)	 莊秀鶴 (2/18)	 陳秀華 (2/13)	 陳玉如 (2/28)
	 	 王柏翔 (2/8)	 陳語彤 (2/2)	 傅仰曄 (2/17)	 林世斌 (2/16)	 連彥皓 (2/17)	 黃家羽 (2/10)	 薛美琴 (2/17)	 林晉安 (2/3)	 賴幸宜 (2/14)
	 	 郭明豪 (2/27)	 林芯慈 (2/22)	 陳桂蘭 (2/21)	 温晢睿 (2/7)	 江湘玲 (2/16)	 施嘉韋 (2/13)	 陳禹澄 (2/9)	 王柯秀蕊 (2/7)	 卓慧琳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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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2/01~2022/02/28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3/01~2022/03/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3/01~2022/03/31

	 	 簡曉郁 (2/19)	 李黃英 (2/16)	 陳長昇 (2/16)	 陳立杰 (2/16)	 王姿婷 (2/17)	 蕭伊廷 (2/17)	 OKGO捐款 (2/27)	 陳國夫 (2/17)
	 	 OKGO捐款 (2/25)	 OKGO捐款 (2/19)	 OKGO捐款 (2/3)	 蔡旻玶 (2/17)	 楊凱超 (2/17)	 許耿崇 (2/18)
	 	 謝宗錡 (2/21)	 陳炎偉 (2/21)	 謝甘秀蓉 (2/22)	 閻孟澤 (2/21)	 彭淑美 (2/21)	 鄭凱謙 (2/21)	 陳美觀 (2/21)	 洪彩華 (2/21)
	 	 內湖北勢湖郵局 (2/23)	 謝在湘 (2/22)	 黃彰津 (2/24)	 黃張秋滿 (2/24)	 黃怡棻 (2/24)	 陳昱汶 (2/24)	 洪健哲 (2/24)
	 	 張雯婷 (2/24)	 蔡明足 (2/24)	 蔡水祥 (2/24)	 黃信榮 (2/24)	 黃信豪 (2/24)	 陳怡如 (2/24)	 蔡明莉 (2/24)	 蔡李靜江 (2/24)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2/25)	李政邑 (2/25)	 李佳曄 (2/25)
	 88	 邱翊珊 (2/20)	 王柏權 (2/20)	 李宥宏 (2/20)	 謝涵如 (2/20)	 張雅涵 (2/20)	 曾立傑 (2/20)	 楊文斌 (2/20)	 孫嘉蔚 (2/20)	 鐘子涵 (2/20)
	 	 潘金珠 (2/20)	 邱美玲 (2/21)
	 60	 蔡涵倪 (2/21)
	 50	 盧昱尹 (2/7)	 陳正輝 (2/14)	 善心人士 (2/14)	 劉忠穎 (2/8)	 郭迫和 (2/8)	 劉建志 (2/8)	 郭秀滿 (2/8)	 劉蓁霓 (2/8)
	 	 劉吳良珠 (2/8)	 陳茂雄 (2/9)	 林東達 (2/9)	 陳黃英華 (2/9)	 陳品妤 (2/9)	 林日勇 (2/9)	 林詹秀蘭 (2/9)	 吳盈潔 (2/15)	 許紘瑞 (2/15)
	 	 吳彥諭 (2/15)	 許耿彰 (2/15)	 涂宸翰 (2/16)	 涂盈文 (2/16)	 涂宸祐 (2/16)	 許倍瑜 (2/16)

	 200,000	 邱清正 (3/8)
	 100,000	 曼迪傳播有限公司 (3/1)	 沈佳賢 (3/7)	 華尚建設有限公司 (3/15)	 英僑企業有限公司 (3/25)	 邱伯雲 (3/23)	 林綉惠 (3/23)
	 	 曼迪傳播有限公司 (3/31)
	 88,888	 張謝家家 (3/14)
	 80,000	 瓷禧茶坊企業有限公司 (3/3)
	 79,300	 羅佑誠 (3/18)
	 60,000	 育修禮儀有限公司	統編 :53033901(3/24)
	 50,000	 黃彥旂 (3/11)	 盛得利有限公司 (3/25)	 桃園市自在獅子會 (3/30)	 林保川 (3/28)
	 45,000	 無名氏 (3/23)
	 30,000	 李岱倫 (3/3)	 莊惠娟 (3/9)	 劉子菁 (3/10)	 楊淑妃 (3/28)	 亞德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1)
	 20,778	 小熊森林精品服飾店 (3/31)
	 20,000	 陳妍甯 (3/10)	 陳盈霈 (3/10)	 右昌慈母宮 (3/4)	 史宇傑 (3/7)	 邱文雲 (3/10)	 陳永佳 (3/21)	 朱美珍 (3/18)	 無名氏 (3/30)
	 	 社團法人傅弘寬熱心服務慈善會 (3/21)	 陳蒼海 (3/28)	 宋貴修 (3/28)	 真善美扶輪社 (3/28)	 善心人士 (3/28)
	 	 王文煜 (3/14)
	 16,500	 黃毓華 (3/2)
	 15,000	 黃一峰 (3/10)	 黃暄 (3/22)	 林晉諒 (3/15)	 沈德欽 (3/24)
	 13,761	 崧霖 (3/28)
	 12,000	 曾光毅 (3/21)	 蕭桂文 (3/28)	 吳瑞源 (3/28)	 善心人士 (3/28)
	 11,000	 高若馨 (3/4)
	 10,640	 萊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林英志 (3/28)
	 10,460	 詹仁禮 (3/28)	 釋修彰法師 (3/28)	 吳文弘 (3/28)	 楊懷卿 (3/28)	 李元恭 (3/28)	 楊同林 (3/28)	 李志剛 (3/28)	 羅芳蘭 (3/28)
	 	 許章賢 (3/28)	 善心人士 (3/28)
	 10,000	 私立瑞汀美語短期補習班 (3/4)	 詹玉資 (3/10)	 葉美玉全家 (3/1)	 大興實業有限公司 (3/15)	 游鐙群 (3/10)	 范庭蓁 (3/8)
	 	 慶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3/11)	 生命聖殿有限公司 (3/14)	 林莉慈 (3/8)	 璋明紙業有限公司 (3/9)	 陳冠竹 (3/11)	 陳昭容 (3/15)
	 	 陳黃靜枝 (3/10)	 無名氏 (3/15)	 金宏亞科技有限公司 (3/23)	 台灣恩慈股份有限公司 (3/23)	 張雯菁 (3/24)	 朱國勛 (3/15)
	 	 鄭淑華 (3/16)	 黃玠霖 (3/18)	 潘琮琪	卜薏涵	潘文川	林淑琴	潘妍希	(3/31)	 世界髪品	王碧枝 (3/28)	 張九嬰 (3/25)	 莊晏甄 (3/28)
	 	 雄崎股份有限公司 (3/28)	 廣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彭美政 (3/28)	 莊明杰	金鴻勝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3/28)	 林惠琴 (3/28)
	 	 康創國際股份有限公	AJ(3/28)	 許淑卿 (3/28)	 宋後宜 (3/28)	 俞禎益 (3/28)	 劉燕飛 (3/28)	 孫連忠 (3/28)	 陳信宏 (3/28)	 戴鈺庭 (3/28)
	 	 林姵如 (3/28)	 徐光輝 (3/28)	 傅聰敏 (3/28)	 蘇錦淑 (3/28)	 林已量 (3/28)	 李德賜 (3/28)	 陳世雷 (3/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8)
	 	 蔡明穎 (3/17)	 周修平 (3/31)
	 9,356	 Benevity	公益事業網站捐款	(3/29)
	 9,000	 酒堡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陳君豪 (3/28)
	 7,000	 寅輝科技有限公司 (3/30)
	 6,700	 張宇佑 (3/16)
	 6,000	 楊秀夫 (3/2)	 林建仁	林銀象	林蔡雅惠 (3/2)	 張進豐 (3/4)	 何宇新 (3/1)	 林錦松 (3/1)	 葉瑞民	高瑞芬 (3/4)	 黃雅文 (3/7)
	 	 蔡永煜 (3/21)	 陳杰武 (3/20)	 郭守智 (3/15)	 林愛曦 (3/14)	 蔡明宏 (3/15)	 葉雅瑄 (3/22)	 吳宥湘 (3/16)	 喜越藥局 (3/18)
	 	 楊淞堤 (3/29)	 陳宥翔 (3/28)	 簡麗緣 (3/28)	 黃渝珈 (3/28)	 黃鴻賓 (3/28)	 林明朝 (3/28)	 曾明毅 (3/23)	 李品謙 (3/22)	 黃建裕 (3/30)
	 	 黃煜閔 (3/30)	 黃煜堯 (3/30)	 巨升電機有限公司 (3/31)
	 5,600	 張名廣 (3/3)
	 5,400	 小麥家烘焙坊 (3/8)
	 5,230	 卓有信 (3/28)	 許綺紋 (3/28)
	 5,000	 楊子慧 (3/5)	 李順景 (3/2)	 郭家琦 (3/2)	 王瑞菁 (3/3)	 大鴻汽車有限公司 (3/3)	 善心人士 (3/4)	 采盟股份有限公司 (3/4)
	 	 唐明良 (3/8)	 巫豐林 (3/1)	 莊旻燕	蔡坤翰	蔡景宏 (3/1)	 甘愛玲 (3/2)	 吳恕雯 (3/15)	 牛仰堯 (3/15)	 陳榮鍠 (3/7)	 蔡靚 (3/15)
	 	 劉美惠 (3/16)	 蔡莉莉 (3/4)	 善心人士 (3/11)	 洪子懿 (3/11)	 黃郁晴 (3/7)	 柳小姐 (3/5)	 李振良 (3/9)	 黃盟淦 (3/19)
	 	 邱誼珺 (3/9)	 吳季娟 (3/10)	 高炳澤 (3/10)	 林芝汎 (3/10)	 趙文愷 (3/10)	 黃麗娟 (3/11)	 濟隆企業有限公司 (3/11)	 張舒雯 (3/14)
	 	 楊惠寒 (3/23)	 許涵伶 (3/14)	 曾師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21)	 謙成有限公司 (3/21)	 于培倫 (3/21)	 陳政棣 (3/14)
	 	 陳少華 (3/21)	 林家蓁 (3/21)	 煌茂水產有限公司 (3/25)	 善心人士 (3/19)	 林瑞祥 (3/21)	 袁明義 (3/16)	 林保洲 (3/28)
	 	 鄭凱茵 (3/27)	 潘姿岑 (3/17)	 吳少元 (3/17)	 潘新德 (3/17)	 虹庭建設有限公司 (3/30)	 莊文啟 (3/22)	 彭俊明 (3/30)	 劉曉潔 (3/29)
	 	 劉祐麟 (3/28)	 蔡瓊萩 (3/22)	 鄧卓惜 (3/22)	 楊涵菇 (3/23)	 吳奕正 (3/23)	 嘉祐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3/25)	 再發現造型沙龍 (3/28)
	 	 鄭冰冰 (3/28)	 雨哲有限公司	施麗如 (3/28)	 傑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28)	 蔡進財 (3/28)	 鄧克智 (3/28)	 蘇柏諺 (3/28)	 李銘修 (3/28)
	 	 張惠蓉 (3/28)	 王祥榮 (3/28)	 王明陽 (3/28)	 謝博勝 (3/28)	 駱憶慈 (3/28)	 吳承雲 (3/28)	 林慧英 (3/28)	 李天輝 (3/28)	 胡碧惠 (3/28)
	 	 葉俊毅 (3/28)	 邱文啓 (3/28)	 楊錦昌 (3/28)	 汪貞君 (3/28)	 蔡崑發	蔡宗益	朱秀芬 (3/28)	 宋忠興 (3/28)	 李詠嫻 (3/28)	 吳旻樺 (3/28)
	 	 高雅慧 (3/29)	 善心人士 (3/1)	 陳濬杰 (3/1)	 高長青 (3/5)	 勝聯工程有限公司 (3/22)	 黃朗倩 (3/16)	 李振良 (3/29)	 蘇銘弘 (3/30)
	 	 張家霈	卓佳璋	卓瑞萱	卓喬翎 (3/4)
	 4,000	 吳柏鴻 (3/10)	 黃秋芬 (3/15)	 梁伯宇 (3/15)	 蔡秀佳 (3/25)	 余光偉 (3/20)
	 3,950	 賴月汝 (3/16)
	 3,900	 王承翰 (3/13)
	 3,800	 姿佳美妍館 (3/31)
	 3,600	 富翔國際通運有限公司 (3/4)	 歐陽俊華 (3/4)	 林辰翰 (3/11)	 洪堯棟 (3/28)	 動能學堂葉宏昇 (3/28)	 洪愫璜 (3/31)
	 3,500	 林科宇 (3/2)	 李珮娟 (3/8)
	 3,200	 無名氏 (3/25)
	 3,160	 劉念恩 (3/16)

	 3,138	 釋真淳 (3/28)
	 3,000	 吳叔民 (3/1)	 邱瑛瑛 (3/2)	 橫川義康 (3/2)	 劉美玲 (3/5)	 張怡正 (3/4)	 王淑芳 (3/2)	 李沛婕 (3/7)	 蔡坤成 (3/1)	 李揚 (3/10)
	 	 盧昱伸 (3/1)	 唐豪局	張惠雅 (3/2)	 郭俊佑 (3/10)	 林志鵬	唐詠婷	林孟諴 (3/2)	 楊志通 (3/4)	 林煌輝	陳素貞 (3/4)
	 	 無名氏 (3/15)	 黃美琦 (3/16)	 關家莉 (3/15)	 張皪元 /張崴程 (3/15)	 陳宜慧 (3/14)	 王歆絜 (3/7)	 林錫癸 (3/8)	 石汶樺 (3/9)
	 	 嚴麗珠 (3/8)	 無名氏 (3/20)	 陳怡嘉 (3/18)	 無名氏 (3/17)	 鄭淑鳳 (3/9)	 劉進發 (3/9)	 謝耀德 (3/10)	 蘇美月 (3/15)	 謝妍青 (3/21)
	 	 劉夏豪	劉寬	劉瑄	陳淑如 (3/21)	林森建材行 (3/21)	 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 (3/21)	 陳怡伶 (3/21)	 羅蒔芊 (3/21)	 陳湘銘 (3/23)
	 	 王文中 (3/23)	 顏御安 (3/23)	 吳耑穎 (3/23)	 廖小溱 (3/20)	 王琇慧 (3/16)	 善心人士 (3/29)	 劉律霆 (3/28)	 陳玉美 (3/30)
	 	 呂庭妤	呂丞祐 (3/18)	 連愛卿 (3/21)	 張巧昀 (3/24)	 魏鏞 (3/30)	 速比爾有限公司 (3/30)	 賴麗純 (3/21)	 無名氏 (3/30)
	 	 謝春猛 (3/25)	 張麗華 (3/28)	 陳蓮枋 (3/28)	 何天姵 (3/28)	 郭宗根 (3/28)	 莊于德 (3/28)	 王歆絜 (3/28)	 王文慶 (3/28)	 王秀葉 (3/28)
	 	 魏松榆 (3/28)	 呂嘉祥 (3/28)	 黃國雄 (3/28)	 曾繁章 (3/28)	 黃尊佑 (3/28)	 楊淑卿 (3/28)	 賴建呈 (3/28)	 高階化 (3/28)	 吳振東 (3/28)
	 	 英屬維京群島商世宏不動產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3/28)	 黃凱亮 (3/28)	 林祐暢 (3/28)	 葉鴻儀 (3/28)	 王鈺漩 (3/28)	 林榮松 (3/28)
	 	 羅舜宗 (3/28)	 莊愉如	Michelle 米雪 (3/28)	 黃昭贊 (3/28)	 陳春鈞 (3/28)	 王文琳 (3/28)	 李宏騰 (3/28)	 顏瑞賢 (3/28)	 王鳳月 (3/28)
	 	 方彩雲 (3/28)	 吳雪娥 (3/28)	 李沛瑜 (3/16)	 林靜宜 (3/16)	 王承翰 (3/26)	 陳藝珍 (3/22)	 劉晏禎 (3/11)	 施永春 (3/7)	 陳奕伃 (3/29)
	 	 陳芃諭 (3/16)	 林明星 (3/5)	 夏楚恩 (3/1)	 郭和讚 (3/29)	 廖基盛 (3/28)	 王俊凱 (3/27)	 張婉柔 (3/10)	 徐素蘭 (3/14)	 簡仲明 (3/12)
	 	 黃永漢 (3/5)	 彭紹芬 (3/8)	 胡敏 (3/1)	 黃瓊誼 (3/30)	 吳演興	陳翠琳 (3/30)	 吳衍德	吳柏成 (3/30)
	 2,800	 鄭美玲 (3/1)
	 2,600	 鄭志勝 (3/3)
	 2,580	 葉宣橫 (3/15)	 黃福星 (3/30)
	 2,500	 廖苡琁 (3/1)	 李善堯	任怡蕙	李為仁	李為文	李為元 (3/2)	 張睿芯	張偉杰 (3/3)	 劉成舉 (3/16)	 王秀蘭 (3/11)	 吳明鴻 (3/15)
	 	 傅旭正 (3/30)	 鍾文魁 (3/22)	 劉秋金 (3/24)	 袁秀芳 (3/6)	 陳佩瑜 (3/15)
	 2,300	 OKGO捐款 (3/3)
	 2,222	 善心人士 (3/28)
	 2,200	 潘辰蘊 (3/28)
	 2,120	 莊家和	莊宏益 (3/3)
	 2,100	 廖銘如 (3/2)
	 2,092	 謝立珠 (3/28)
	 2,050	 陳金蘭 (3/16)
	 2,000	 劉恩瑀 (3/1)	 黃錫成 (3/2)	 簡辰光 (3/2)	 黃恆逸 (3/2)	 吳佳玲 (3/2)	 張振宗 (3/2)	 洪光熙	陳靜珠 (3/2)	 張祐榛 (3/2)
	 	 臺北市私立菁英種子幼兒園 (3/2)	 沁沁國際有限公司 (3/1)	 邱竹婷 (3/6)	 陳雅鈞 (3/5)	 李勇達 (3/1)	 陳世中 (3/2)
	 	 皇廣鑄造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3/4)	 陳洪柳 (3/3)	 鄒秋錦 (3/7)	 趙伯綸 (3/10)	 黃安睿 (3/10)	 謝淑美 (3/1)	 鄭家洧 (3/10)
	 	 王歆絜 (3/1)	 吳永盛 (3/1)	 張和秝 (3/1)	 李振德 (3/1)	 葉黃玉 (3/1)	 趙雲蓉 (3/1)	 杜苡瑄 (3/1)	 劉秀英 (3/1)	 吳尚恆 (3/1)
	 	 鄒凭晏 (3/14)	 蘇立緯 (3/2)	 善心人士 (3/2)	 嘉鏵生技醫藥股分有限公司 (3/2)	 周晏民 (3/11)	 宮家寶 (3/3)	 王秀萍 (3/15)
	 	 辜淑雯 (3/15)	 岳浩 (3/15)	 賴玥澐 (3/4)	 張祐誠 (3/4)	 蔡淑宜 (3/4)	 善心人士 (3/7)	 謝嘉玲 (3/16)	 王秀婕 (3/16)	 李金菊 (3/16)
	 	 黃佳瑛 (3/16)	 胡瀞涵 (3/15)	 衛美娟 (3/15)	 黃瀞萱 (3/15)	 李淑婉 (3/15)	 創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5)	 沈格祥 (3/15)	 王瀛屏 (3/15)
	 	 張庭萱 (3/15)	 黃秋香 (3/15)	 鄭凱懌 (3/15)	 廖淑絹 (3/15)	 李宜燕 (3/15)	 李建民 (3/15)	 楊志偉 (3/16)	 卜祥琨 (3/16)	 高宗永 (3/16)
	 	 胡珮瑩 (3/16)	 高靜華 (3/16)	 洪曉蘭 (3/16)	 謝惠珠 (3/16)	 英甲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3/16)	 莊如芳 (3/16)	 方士瑋 (3/3)
	 	 謝翔宇 (3/3)	 柯朋昌 (3/3)	 林素馨 (3/3)	 薛宏明 (3/15)	 梁淑宜 (3/3)	 啟凱螺絲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 :89691941(3/4)
	 	 鄒瑞齡 (3/4)	 賴嘉偉 (3/11)	 余明燁 (3/14)	 范逢真 (3/14)	 李幸桂 (3/17)	 林倩伃 (3/17)	 漢翔公司慈光社 (3/7)	 王建宏 (3/7)
	 	 王君竹 (3/7)	 孫綺蓮 (3/7)	 李奕楨	吳梅香	李岱勳	李岱峯 (3/8)	 劉宜芳 (3/8)	 張美質 (3/9)	 陳如潔	吳忠欽 (3/10)
	 	 曾育莉 (3/19)	 王儷臻 (3/18)	 陳尚志 (3/18)	 邱高寶鳳 (3/9)	 邱秉媛 (3/10)	 洪錦花 (3/11)	 彭慶添 (3/22)	 財旺農藥行 -( 福德正神 )(3/23)
	 	 陳玉慧 (3/10)	 江麗蘭 (3/20)	 蔡玉娟 (3/20)	 謝宗儒 (3/22)	 李雅玲 (3/22)	 黃惠美 (3/10)	 鐘志鴻 (3/11)	 楊佳麟 (3/11)	 蔡佳璋 (3/15)
	 	 莊茜琦 (3/21)	 余南興 (3/21)	 廖施景 (3/21)	 林昱廷 (3/21)	 林昱嘉 (3/21)	 楊靖怡 (3/25)	 奇磊股份有限公司 (3/15)
	 	 萬太企業有限公司 (3/15)	 翁儷瑄 (3/15)	 冠鼎工業有限公司 (3/21)	 周銘慶 (3/21)	 蔡秀芬 (3/14)	 白巧筠 (3/15)	 蘇微惠 (3/23)
	 	 黃譯葶 (3/21)	 鄒靖楠 (3/21)	 遠祥國際有限公司 (3/21)	 鍾明宏 (3/21)	 黃明熙 (3/23)	 葉炳男 (3/23)	 傅美慧 (3/23)	 武晉萱 (3/23)
	 	 善心人士 (3/23)	 林建仲 (3/23)	 林煌文 (3/23)	 蕭碧真 (3/23)	 許秀穎 (3/23)	 邱玉環 (3/23)	 無名氏 (3/24)	 陳春安 (3/14)
	 	 鴻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18)	 陳素香 (3/15)	 鍾昕沛 (3/16)	 林佳瑩 (3/15)	 陳憲璋 (3/15)	 黃憲宗 (3/15)	 黃明進 (3/16)	 吳依穗 (3/16)
	 	 鄭心緹 (3/17)	 黃美玫 (3/17)	 陳雨欣 (3/16)	 萬華伍德宮福德正神 (3/17)	 鄧文瑜 (3/18)	 鍾雨甯 (3/18)	 鍾淮貴 (3/18)	 黃勝燦 (3/18)
	 	 華益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3/18)	 陳鳳如 (3/18)	 江禹葳 (3/30)	 勝興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3/21)	 王詩函 (3/23)	 鄧名珊 (3/30)
	 	 友展企業有限公司 (3/24)	 賴映秀 (3/30)	 鄭靜雯 (3/29)	 劉峻秀 (3/29)	 葉斯維 (3/29)	 胡秋娥 (3/29)	 王喬鈺 (3/21)	 王天福 (3/22)
	 	 王朝順 (3/22)	 戴安晴 (3/22)	 盧東彥	馮婷婷	張郁郁 (3/22)	 王昱璿 (3/23)	 林宜靜 (3/23)	 陳淑真 (3/23)	 蔡鄭碧娟 (3/25)
	 	 林竣偉 (3/25)	 林秀月 (3/25)	 陳素珍 (3/25)	 向陽髮藝蔡金樻 (3/28)	 余昭慶 (3/28)	 徐淑棻 (3/28)	 劉坤澤 (3/28)	 張明棟 (3/28)
	 	 黃禹勲	超邑整合執行有限公司 (3/28)	 徐建德	世紀物盟房產有限公司 (3/28)	 陳孟翎 (3/28)	 彭睦蓉 (3/28)	 許明鎮 (3/28)
	 	 台鈺食品有限公司 (3/28)	 蕭敏祥 (3/28)	 秦詩東 (3/28)	 林皓勛 (3/28)	 秦翊美容用品有限公司 (3/28)	 津晉有限公司	李志慧 (3/28)
	 	 久軒國際有限公司	馬思遠 (3/28)	 后庄食品有限公司 (3/28)	 丞禹科技杜昆穆 (3/28)	 善心人士 (3/29)
	 	 王昱靖	家桔不動產管理有限公司 (3/28)	 楊啟富 (3/28)	 邱基傑 (3/28)	 麥芯瑜 (3/28)	 黎俊平 (3/28)	 蔡岡樺 (3/28)	 張金泉 (3/28)
	 	 王群琇 (3/28)	 郭建位 (3/28)	 黃麗雪 (3/28)	 彭坤池 (3/28)	 江國勇 (3/28)	 林柯月紅 (3/28)	 曾仲豪 (3/28)	 鄭群亮 (3/28)
	 	 戴楷育 (3/28)	 陳傑堯 (3/28)	 蔡慧貞 (3/28)	 呂明政 (3/28)	 劉怡宜 (3/28)	 黃茂盛 (3/28)	 蘇建誌 (3/28)	 陳重銘 (3/28)	 許弼凱 (3/28)
	 	 李靜惠 (3/28)	 許富大 (3/28)	 許筑音 (3/28)	 郭銘讃 (3/28)	 郭欽仁 (3/28)	 陳政仁 (3/28)	 EZ	Jason(3/28)	韓昭賢 (3/28)	 楊心足 (3/28)
	 	 鄭雋 (3/28)	 林和甲 (3/28)	 黃逢源 (3/28)	 馬俊雄 (3/28)	 施宗憲 (3/28)	 黃梓郡 (3/28)	 李珠溶 (3/28)	 張本渝 (3/28)	 施慧娜 (3/28)
	 	 林惠珠 (3/28)	 陳廷瑜 (3/28)	 薛全賢 (3/28)	 胡怡霖 (3/28)	 傅瑾 (3/28)	 高銘松 (3/28)	 黃金龍 (3/28)	 蔡逢源 (3/28)	 張景馮 (3/28)
	 	 張炳鈞 (3/28)	 楊文燕 (3/28)	 鄭介文 (3/28)	 善心人士 (3/28)	 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30)	 李勇達 (3/31)	 駱寶徽 (3/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4)	 曹雅棠 (3/30)	 曾嘉雄 (3/30)	 陳秉瑞 (3/24)
	 	 吳俊良 (3/23)	 江青枝 (3/23)	 黃培維 (3/22)	 鍾昌幃 (3/18)	 徐崇耀 (3/21)	 林芳萓 (3/14)	 張沛昕 (3/14)	 蔡依玲 (3/12)	 江青枝 (3/12)
	 	 江青枝 (3/10)	 長春路四面佛 (3/9)	 徐俊豪 (3/9)	 江青枝 (3/8)	 江青枝 (3/4)	 吳永盛 (3/29)	 江青枝 (3/4)	 江青枝 (3/1)
	 	 林其毅 (3/11)	 宓蕙芝 (3/4)	 張嘉驊 (3/4)	 林永宸 (3/16)	 張若蕎 (3/28)	 黃健航 (3/14)	 蘇本源 (3/31)	 陳彥智 (3/26)	 吳俊龍 (3/12)
	 	 林哲璋 (3/9)	 呂崇豪 (3/30)	 黃志軒 (3/26)	 郭家瑋 (3/11)	 楊子弦 (3/12)	 邱正宇 (3/2)	 游朝傑 (3/13)	 鍾玉炘 (3/16)	 蔡婷婷 (3/5)
	 	 黃雯樺之子 (3/8)	 巫宗樺 (3/14)	 呂佩璇 (3/24)	 楊凱鈞 (3/29)	 洪秀芬 (3/30)	 洪上程 (3/30)	 劉美妃 (3/29)	 杜苡瑄 (3/29)
	 	 楊賢泰 (3/29)	 陳淑芬 (3/30)	 吳麗文 (3/30)	 陳玉燕 (3/31)
	 1,985	 肯岳亞股份有限公司 (3/21)
	 1,849	 陳盈文 (3/14)
	 1,800	 吳新鈞 (3/10)	 林騰輝 (3/11)	 李正峰 (3/17)	 潘淑媛 (3/21)	 林英僑 (3/28)
	 1,750	 李奕霆 (3/10)	 鍾承翰 (3/10)
	 1,700	 沈宗霆 (3/10)	 OKGO捐款 (3/4)
	 1,688	 廖峻威 (3/30)
	 1,600	 郭雨淳 (3/4)	 沈曉蓓 (3/23)	 曹英昌 (3/23)
	 1,550	 賴佳渝 (3/8)
	 1,500	 劉家安 (3/9)	 呂信君 (3/1)	 菖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3/1)	 鄭卉芸 (3/1)	 潘柔諭 (3/10)	 鄭琨耀 (3/1)	 鄭宇涵 (3/1)	 郭芳妤 (3/1)
	 	 郭亭妤 (3/1)	 陳秋美 (3/1)	 呂佩純	呂依璇	呂翊綺 (3/1)	 林榮祥 (3/1)	 鄭丞勛 (3/1)	 李明易 (3/1)	 蘇玩伶 (3/1)	 吳家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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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3/01~2022/03/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3/01~2022/03/31

	 	 唐瑞檠 (3/20)	 黃禾玲 (3/20)	 錢姵縈 (3/10)	 無名氏 (3/22)	 楊安庭 (3/10)	 杜諺穎 (3/10)	 吳駿彬 (3/10)	 何宇凡 (3/10)	 江宥嫺 (3/10)
	 	 許麗紅 (3/10)	 程紗闔家 (3/11)	 陳正達 (3/11)	 徐舒眉 (3/11)	 黃秀雲 (3/12)	 羅宜紋 (3/14)	 童國誠 (3/21)	 李美莉 (3/21)
	 	 莊麗惠 (3/21)	 周長平 (3/21)	 廖清俊 (3/21)	 陳永添 (3/14)	 高紀芬	謝傢璘	謝傢政 (3/15)	 曾雅萱 (3/15)	 曾水圳 (3/15)	 彭聰明 (3/15)
	 	 羅嘉寧 (3/21)	 楊兆平 (3/21)	 陳秋茹 (3/21)	 林瓊華 (3/21)	 王信輝 (3/15)	 徐雯渟 (3/15)	 林柏霖 (3/15)	 劉宜榛 (3/21)	 蘇淑英 (3/21)
	 	 吳心硯	(3/21)	 吳心畫 (3/21)	 蔡宏祥 (3/23)	 吳建璜 (3/23)	 鄒開鑄 (3/23)	 蘇立菁 (3/23)	 劉俊亨 (3/23)	 林瓊汝 (3/23)	 無名氏 (3/23)
	 	 彭增陵	林淑珍 (3/14)	 黃傳叡 (3/21)	 謝忠謀 (3/21)	 蘇士詠 (3/21)	 鍾瀚滬 (3/21)	 賴婕庭 (3/21)	 侯嘉穎 (3/21)	 邱重嘉 (3/21)
	 	 林素雯 (3/21)	 姚委武 (3/14)	 陳世恩 (3/14)	 陳宛君 (3/14)	 夏平 (3/14)	 陳炳源 (3/14)	 張皓宇 (3/21)	 吳純瑛 (3/21)	 許詠涵 (3/21)
	 	 林孟潔 (3/21)	 陳陞泓 (3/21)	 陳彥斌 (3/21)	 鄭楀澄 (3/21)	 唐慧珍 (3/21)	 廖敏辰 (3/21)	 易威廷 (3/21)	 李伊婷 (3/21)	 林佩燁 (3/23)
	 	 胡信哲 (3/23)	 吳思宇 (3/23)	 施義舜 (3/14)	 江韻如 (3/23)	 蕭清洲 (3/23)	 邱志玄 (3/23)	 劉立麗 (3/23)	 張婧淳 (3/23)	 曹雨萱 (3/23)
	 	 陳求宏	林翠貞	陳薏婷	陳顗翔	陳顗喆 (3/23)	 楊啟靖 (3/23)	 沈詩芸 (3/23)	 林冠伶 (3/23)	 周昱翔 (3/23)	 魏志強 (3/23)	 康錦豐 (3/23)
	 	 黃琦絜 (3/23)	 呂美珠 (3/23)	 林佑羚 (3/23)	 林柏穎 (3/23)	 高敏卿 (3/23)	 劉丹 (3/23)	 陳玉書 (3/23)	 馬彩睿 (3/24)	 蕭伊雯 (3/14)
	 	 洪雍媛 (3/14)	 無名氏 (3/14)	 姜元靜 (3/14)	 徐陳淑春 (3/14)	 許昱莉 (3/14)	 曾安裕 (3/15)	 蘇振祥 (3/27)	 顏麗敏 (3/27)
	 	 許維晏 (3/16)	 甘玉妃 (3/15)	 紀寶猜	陳文燦	陳志豪	陳可欣 (3/15)	 曾高金乱 (3/15)	 善心人士 (3/23)
	 	 楊月鳳 (3/16)	 施旭鴻 (3/16)	 張兆棠 (3/16)	 劉文正 (3/16)	 林淑燕 (3/16)	 陳賜國 (3/16)	 善心人士 (3/17)	 曲雪卿 (3/16)
	 	 杜建緯	楊雅琇	杜翊熏	杜桓任 (3/22)	 王政義 (3/16)	 李阿珠 (3/16)	 林錦城 (3/17)	 江弘海 (3/17)	 王銘珠 (3/17)	 陳阿品 (3/18)
	 	 鄭開	鄭郭阿銀 (3/17)	 許芷嫣 (3/26)	 許芷嫙 (3/26)	 洪芷榆 (3/25)	 周文瀚 (3/16)	 林宛靜 (3/16)	 孫柏年 (3/18)	 施詠馨 (3/29)
	 	 簡大閎	簡大盛	簡伯育	簡唯霓	簡孝安 (3/16)	 明德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3/16)	 汪知萱 (3/18)	 黃韻華 (3/18)	 楊竣森 (3/18)
	 	 沈智平 (3/18)	 周畇奇 (3/30)	 陳忻言 (3/30)	 劉春秀 (3/30)	 張莘瑜 (3/21)	 洪美津 (3/21)	 許子恆 (3/22)	 蔡鶴立 (3/22)	 葉筑琪 (3/21)
	 	 黃玖美 (3/21)	 石振輝 (3/23)	 傅玉寶 (3/21)	 余立萬 (3/21)	 鄭翠琴 (3/22)	 許子恩 (3/22)	 陳秋星 (3/22)	 謝舉泉 (3/22)	 高文彬 (3/24)
	 	 林定積 (3/21)	 寸甲龍 (3/22)	 陳念嚴 (3/23)	 陳慧珊 (3/30)	 張靖昊 (3/23)	 林國𤫟 (3/23) 杜玉琴 (3/24) 黃建勇 (3/24) 鄒宇松 (3/30)
	 	 唐培恩	(3/30)	 陳品宏 (3/30)	 戴家琦 (3/30)	 黃莉彥 (3/30)	 陳珉 (3/30)	 趙哲逸 (3/30)	 陳毓宣	張國樑 (3/30)	 許日桂 (3/30)
	 	 梁瑜芮 (3/30)	 李百齡 (3/30)	 陳宥勳 (3/30)	 張耀中 (3/30)	 林美智 (3/30)	 劉瑞珍 (3/30)	 王文雄 (3/30)	 李錫智 (3/30)	 呂姿瑩 (3/30)
	 	 盧廷煜 (3/30)	 劉宥吟 (3/30)	 潘怡安 (3/30)	 無名氏 (3/30)	 李再松 (3/29)	 黃堯香 (3/28)	 鍾春輝 (3/22)	 許淑慧 (3/23)	 陳念慈 (3/23)
	 	 邱竹于	邱竹婷 (3/23)	 李再松 (3/30)	 許竣傑 (3/24)	 沈佳慧 (3/24)	 張元厚 (3/24)	 黃徹文 (3/28)	 李麗瓊 (3/24)	 周裕崴 (3/24)
	 	 黃玉鳳 (3/25)	 許美華 (3/25)	 黃上銓 (3/26)	 富邦人壽富尊通訊處 (3/28)	 亦唐	亦孟雪 (3/25)	 萬千瑜 (3/28)	 彭書晴 (3/28)
	 	 呂宏益 (3/28)	 鄔玉琪 (3/28)	 何碧芳 (3/28)	 許維晏 (3/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31)	 陳杰 (3/28)	 廖乘呈 (3/28)	 葉宜溱 (3/28)
	 	 陳宗億 (3/28)	 高菁敏 (3/25)	 高紀芬	謝傢璘	謝傢政 (3/25)	 林女士	林雅君	林雅薇 (3/25)	 高雄市私立甜甜圈幼兒園 (3/25)
	 	 王東三 (3/25)	 林佑欣 (3/26)	 翁森男 (3/28)	 郭馨云 (3/28)	 陳世騏 (3/28)	 李亦菁 (3/28)	 林嘉斌 (3/28)	 陳續元 (3/28)	 丸田一 (3/28)
	 	 陳慧玲	林曉亭 (3/28)	 陳仁富 (3/28)	 吳岱珍 (3/28)	 陳怡芳 (3/28)	 陳得順 (3/28)	 蘇明益 (3/28)	 李侑璁 (3/28)	 陳昭元 (3/28)
	 	 林金順 (3/28)	 劉南通 (3/28)	 陳惠桂 (3/28)	 李文玲 (3/28)	 鍾政良 (3/28)	 洪任賢 (3/28)	 詹敏華 (3/28)	 蘇文旭 (3/28)	 郭美恩 (3/28)
	 	 郭珞以 (3/28)	 郭宸勳 (3/28)	 林梅婷 (3/28)	 陳德儒 (3/28)	 許俊宏金鷹	ALAN(3/28)	 劉秀美 (3/28)	 谷敏雲 (3/28)	 張秉鈴 (3/28)
	 	 溫藝玲 (3/28)	 戴惠敏 (3/28)	 沈湘芸 (3/28)	 蕭育宗 (3/28)	 王俊二 (3/28)	 李金諴 (3/28)	 劉惠華 (3/28)	 陳慧龍 (3/28)	 洪霈宸 (3/28)
	 	 張儀宇 (3/28)	 龔裕盛 (3/28)	 鄭淯仁 (3/28)	 沈易庭 (3/28)	 林麗雲 (3/28)	 朱國瑞 (3/28)	 葉明昌 (3/28)	 林威宏 (3/28)	 陳振川 (3/28)
	 	 張家榆 (3/28)	 王世珠 (3/28)	 林維莉 (3/28)	 林維倫 (3/28)	 吳俊華 (3/28)	 麥朝燦 (3/28)	 吳麗珠 (3/28)	 林琍雯 (3/28)	 徐紹恩 (3/28)
	 	 陳永安 (3/28)	 吳芊霈 (3/28)	 謝武龍 (3/28)	 善心人士 (3/28)	 吳柏毅 (3/17)	 黃智全 (3/17)	 林佳萱 (3/17)	 陳皓 (3/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1)	 徐于珺 (3/15)	 何巧真 (3/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5)	 陳冠婷 (3/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	 鍾孟純 (3/31)	 林子浩 (3/31)	 李清江 (3/31)
	 	 謝佩芬 (3/31)	 簡彩年 (3/29)	 ivan(3/28)	 善心人士 (3/27)	 善心人士 (3/27)	 黃瀞黎 (3/27)	 邱語蘋 (3/26)
	 	 小宇 (3/25)	 侯冠州 (3/24)	 李恒毅 (3/24)	 鄭婷瑄 (3/24)	 洪敏菲 (3/24)	 陳佩宜 (3/22)	 黃巧涵 (3/22)	 陳謙宇 (3/18)	 柳沛佑 (3/18)
	 	 刘丹 (3/19)	 洪嘉吟 (3/19)	 劉倢妏 (3/19)	 李香頤 (3/14)	 林秀芳 (3/14)	 張芸溱 (3/15)	 王鼎賢 (3/15)	 馬釧妤 (3/14)	 楊靖怡 (3/13)
	 	 潘胤勛 (3/13)	 大梵天王 (3/12)	 陳建智 (3/12)	 歐慧蓮 (3/6)	 田家福 (3/6)	 龔于弘 (3/11)	 呂坤忠 (3/8)	 李育靜 (3/8)
	 	 張學坤 (3/8)	 善心人士 (3/11)	 呂怡瑩 (3/8)	 呂尹軒 (3/8)	 蕭佩德 (3/8)	 倪旭昇 (3/8)	 黃巧涵 (3/11)	 黃致翔 (3/10)
	 	 陳凱勳 (3/10)	 蔡珮琪 (3/10)	 林陳滿足 (3/10)	 陳昶廷 (3/9)	 李汝鵬 (3/7)	 善心人士 (3/7)	 莊家維 (3/7)	 陳秉瑞 (3/7)
	 	 楊靖怡 (3/6)	 張哲華	宋芫伃	張頊芸 (3/6)	 陳添財 (3/6)	 黃勳 (3/6)	 黃偉傑 (3/5)	 葉庭宇 (3/29)	 張齡方 (3/4)	 呂坤忠 (3/4)
	 	 顏玉春 (3/4)	 郭烟玉 (3/3)	 莊惠琦 (3/2)	 施柔姍 (3/2)	 林子容 (3/1)	 王初軒 (3/1)	 廖妹花 (3/10)	 李芬馨 (3/1)	 蔡彥彬 (3/20)
	 	 朱雅瑄 (3/20)	 李嘉峰 (3/31)	 OKGO捐款 (3/19)	 OKGO捐款 (3/24)	 戴玉美 (3/26)	 闕唐薇 (3/22)	 闕唐薇 (3/15)
	 	 闕唐薇 (3/6)	 林家蓁 (3/28)	 陳冠華 (3/28)	 詹嘉琪 (3/10)	 李芓穎 (3/4)	 曹雅棠 (3/11)	 林瑞忠 (3/9)	 黎彥鴻 (3/24)	 陳壽啓 (3/4)
	 	 黃詩嘉 (3/8)	 邱之祺 (3/10)	 丁一新 (3/29)	 徐嘉穗 (3/25)	 王昱翔 (3/27)	 林正偉 (3/15)	 陳琨松 (3/6)	 陳建良 (3/16)	 李冠宇 (3/9)
	 	 林秋朗 (3/26)	 林佳民 (3/9)	 朱敏鳳 (3/31)	 林定疄 (3/15)	 潘祐紘 (3/5)	 潘榆喬 (3/8)	 吳賸鑫 (3/16)	 郭家嘉 (3/6)	 呂惠齡 (3/14)
	 	 李訓誠 (3/10)	 楊智信 (3/20)	 賴志和 (3/18)	 廖博鏞 (3/8)	 葉芷琪 (3/5)	 于家祥 (3/5)	 任家君 (3/3)	 凌全玄 (3/25)	 黃淑婷 (3/24)
	 	 黃瓘傑 (3/25)	 陳盈方 (3/1)	 慧榮商行 (3/31)	 林妏芯 (3/13)	 李葉寶玉 (3/4)	 黃健維 (3/22)	 陳綺齡 (3/3)	 陳雅惠 (3/21)
	 	 廖惠珍 (3/16)	 詹智凱 (3/8)	 吳依宸 (3/8)	 蔡嘉文 (3/2)	 魏伯昇 (3/4)	 黃啟明 (3/4)	 陳品文 (3/2)	 鄧采婕 (3/14)	 曾德乾 (3/19)
	 	 袁煒傑 (3/18)	 邱苗怡	黃薈珊 (3/2)	 粘元榤 (3/12)	 鄭媫芳 (3/4)	 劉和瑞 (3/29)	 王秀婷 (3/29)	 陳清棟 (3/30)	 陳冠伶 (3/30)
	 	 劉偉行 (3/29)	 鍾素麗 (3/29)	 塗雅淇 (3/30)	 陳冠至	陳妏菱	林秀盈 (3/30)	 吳哲宇 (3/29)	 張凱毓 (3/29)	 陳冠宏 (3/30)	 茹毅紅 (3/29)
	 	 黃陳雪昭 (3/31)	 周文瀚 (3/30)	 黃威榮 (3/31)	 張凱晟	張純瑄	劉柚佃 (3/31)	 馮雪真	李瑞盈 (3/31)
	 	 李燦煌	李昱鋒 (3/31)	 徐錦鳳 (3/31)	 黎心慈	蔡昆諺 (3/31)	 甘雲霞 (3/31)	 王義雄 (3/31)	 劉柏陞 (3/31)	 陳可瑄 (3/30)
	 	 黃玉鳳 (3/30)	 蕭金玉 (3/31)	 汪志明 (3/31)	 高瑋蔓 (3/31)	 曾麗君 (3/31)	 徐錦鳳 (3/31)	 蔡佳倫 (3/31)
	 996	 劉立麗 (3/3)
	 990	 黃武永 (3/30)
	 950	 謝瓊瑤 (3/31)
	 900	 洪麗玲 (3/24)	 洪志雄 (3/24)	 OKGO捐款 (3/31)	 蔡璇如 (3/30)
	 888	 林照貴 (3/23)
	 800	 廖恬儷 (3/2)	 蘇政泓 (3/10)	 黃群凱 (3/10)	 陳哲憲 (3/10)	 許維倫 (3/2)	 張怡清 (3/2)	 蔡淑真 (3/16)	 高豪志 (3/16)	 鄭美如 (3/19)
	 	 余富敏 (3/18)	 林保仁 (3/20)	 金晴有限公司 (3/23)	 徐靖祐 (3/21)	 蔣若涵 (3/23)	 劉東慶 (3/23)	 陳秋美 (3/23)	 張怡清 (3/16)
	 	 田雅文 (3/24)	 許維倫 (3/16)	 陳威助 (3/24)	 許維倫 (3/28)	 張怡清 (3/28)	 許詠緁 (3/28)	 林汶君 (3/28)	 善心人士 (3/4)	 李俞蓁 (3/2)
	 	 OKGO捐款 (3/22)	 OKGO捐款 (3/25)	 OKGO捐款 (3/27)	 林蔚喬 (3/4)	 莊筠宥 (3/3)	 鄒松壁 (3/6)
	 	 蔡佩儒 (3/15)	 王震燦 (3/20)	 翁堉慈 (3/4)
	 752	 高天輝 (3/7)
	 750	 林伶 (3/9)	 陳澄霞 (3/21)	 林宗模 (3/21)
	 700	 張綉春 (3/2)	 江宜梅 (3/2)	 廖姻斐 (3/2)	 林怡吟 (3/15)	 洪綺鴻 (3/15)	 陳嘉妮 (3/15)	 善心人士 (3/6)	 黃義盛 (3/4)	 高瑜君 (3/7)
	 	 張清泉	褚麗卿 (3/4)	 黃檍璿 (3/7)	 金龍餐廳 (3/7)	 高于凱 (3/7)	 陳君涵 (3/20)	 善心人士 (3/27)	 黃應展 (3/9)
	 	 小魚兒服飾	鄭雅芳 (3/23)	 蔡登翔 (3/7)
	 690	 丁冠月 (3/27)
	 666	 陳品妤 (3/31)
	 660	 周秉濂 (3/20)	 周承葦 (3/20)
	 600	 陳宏榮 (3/1)	 廖宸毅 (3/2)	 謝佳妤 (3/2)	 葉耿華 (3/2)	 陸軍專校愛心社 (3/3)	 高玉芳 (3/5)	 鄭雅君 (3/10)	 張玉明	(3/10)
	 	 楊淑媛 (3/10)	 李期陽 (3/10)	 陳梅雪 (3/10)	 儲玉媛 (3/10)	 吳欣曈 (3/10)	 林濬智 (3/1)	 吳淑靜 (3/10)	 林宜君 (3/10)	 周寶賢 (3/1)
	 	 許庭維 (3/2)	 呂欣泰 (3/2)	 謝明憲 (3/15)	 陳澤愷 (3/15)	 李慧敏 (3/16)	 劉宇 (3/15)	 黃禹霏 (3/15)	 黃春景 (3/15)	 賴建行 (3/15)

	 	 吳永清 (3/2)	 杜玉琴 (3/2)	 菖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4)	 崔明貴 (3/15)	 吳雅萍 (3/15)	 姜銀和 (3/15)	 張軒綺 (3/16)	 陳憲霆 (3/3)
	 	 菖鴻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3/4)	 鍾郁美 (3/4)	 享樂中壇元帥 (3/10)	 菖源股份有限公司 (3/8)	 魏康瑋	魏康瑤	魏聖琪 (3/9)
	 	 楊于萱 (3/20)	 彭文芳 (3/21)	 羅欽賢 (3/23)	 侯麗梅 (3/23)	 邱奕達	邱王哖	邱進任 (3/30)	 吳姿萱 (3/28)	 連千惠	連宇璋	連建洲 (3/24)
	 	 龍谷茶園	施岳雄 (3/25)	 陳月英 (3/28)	 鄭明興 (3/25)	 吳祥祈 (3/28)	 羅方翎 (3/15)	 黃玲臆 (3/28)	 楊雅惠 (3/28)	 趙皇式 (3/28)
	 	 洪幸慧 (3/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5)	 花素蓮 (3/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7)	 陳月雲 (3/26)	 董苒郁 (3/17)	 邱婉貞 (3/14)
	 	 王承翰 (3/10)	 蕭詩樺 (3/5)	 花素蓮 (3/1)	 姜彥戎 (3/14)	 吳永清 (3/31)	 劉淑華 (3/31)	 吳家威 (3/31)	 謝榮祥	劉筱錡 (3/31)
	 	 陳萇鴻	陳玉梅 (3/31)
	 1,400	 蔡藍恩 (3/19)
	 1,396	 林亭均 (3/3)
	 1,332	 葉晉頊 (3/5)
	 1,300	 吳書慧 (3/11)
	 1,250	 洪三楷 (3/5)
	 1,234	 施育憲 (3/28)
	 1,200	 胡洺睿 (3/2)	 蔡宛娟 (3/1)	 李云芸 (3/3)	 姚昱伶 (3/10)	 善心人士 (3/7)	 王昭旺 (3/15)	 楊迪華 (3/16)	 胡凱文 (3/3)	 王燕珠 (3/11)
	 	 鄒年恩	賴瑞蓮	鄒永隆	鄒鳳蘭	黃俊瑋 (3/3)	 韓寶珠	趙芯誼	趙于薇	趙翊筑	趙明龍	趙馥儒 (3/8)	 溫智翔 (3/8)	 曾仁德 (3/10)
	 	 林耀章 (3/11)	 梁家萍 (3/12)	 林杏林 (3/23)	 兒癌捐款 (3/25)	 郭蕙英 (3/17)	 郭振山 (3/19)	 彭湘凌 (3/23)	 劉容淨 (3/25)
	 	 沈麗卿 (3/28)	 蘇興 (3/28)	 王初軒 (3/30)	 許碧芳 (3/29)	 楊敏柔 (3/10)	 OKGO捐款 (3/11)	 OKGO捐款 (3/30)
	 	 紀博欽 (3/25)	 劉素惠 (3/30)	 許幼如 (3/30)
	 1,133	 私立文人文理短期補習班 (3/3)
	 1,132	 春水笈溫泉湯屋 (3/30)
	 1,111	 黃婕庭 (3/28)	 高琮恩身上之冤親債主 (3/17)
	 1,100	 周培煜 (3/6)	 董惠如 (3/20)	 何宜鴻 (3/15)	 何彥霖 (3/15)	 李寶蓮 (3/21)	 王景亮 (3/28)	 歐于君 (3/27)	 OKGO捐款 (3/10)
	 1,064	 陳子泰 ( 施華蔻有限公司 )(3/28)
	 1,050	 陳三龍 (3/16)
	 1,046	 林旻蓉 (3/28)	 中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3/28)	 黃勝偉 (3/28)	 陳俊旭 (3/28)	 張玉鳯 (3/28)	 陳義森 (3/28)	 陳阿福 (3/28)
	 	 范帶妹 (3/28)	 郭文娟 (3/28)	 陳橋秀 (3/28)	 中友智慧勞資顧問有限公司 (3/28)	 薛家和 (3/28)	 李翠英 (3/28)	 郭唐安 (3/28)
	 	 陳品宏 (3/28)	 陳德雄 (3/28)	 孫儀君 (3/28)	 向育葒 (3/28)	 李素真 (3/28)	 陳俊妃 (3/28)	 袁猶任 (3/28)	 陳月英 (3/28)	 孫蕙芬 (3/28)
	 	 王彥智 (3/28)	 廖佳盈 (3/28)	 梁素華 (3/28)	 簡國忠 (3/28)	 周桂萍 (3/28)	 陳家豪 (3/28)	 鄭明仁 (3/28)	 張幸玲 (3/28)	 張果真 (3/28)
	 1,020	 善心人士 (3/6)
	 1,015	 潘德旗 (3/2)	 蔡苾珞 (3/8)	 湯秋蘭 (3/18)
	 1,010	 鄒美蘭全家 (3/3)
	 1,000	 沈昭仁 (3/1)	 曾伊伶 (3/1)	 陳徵平 (3/2)	 鄭色孟 (3/2)	 李淑蓉 (3/2)	 莊桂惠 (3/2)	 葉上菁 (3/2)	 林淵欽 (3/2)	 張鈞維 (3/2)
	 	 方文波 (3/2)	 高美祝 (3/2)	 統宇電研股份有限公司 (3/2)	 孫婕祐 (3/2)	 朱彥堯 (3/2)	 余美玲 (3/2)	 林明宜 (3/2)	 洪西彬 (3/2)
	 	 王宥崴 (3/2)	 沈依欣 (3/2)	 楊美雲 (3/2)	 倪正杰 (3/2)	 詹益能 (3/2)	 李日農 (3/2)	 劉俞旻 (3/2)	 鄭芝昀 (3/2)	 陳雪青 (3/2)
	 	 陳志維 (3/2)	 毛良慶 (3/2)	 洪源泰 (3/2)	 詹世明 (3/2)	 劉雅君 (3/2)	 蘇怡頤 (3/2)	 林美慧 (3/2)	 蕭羽秀 (3/2)	 游慧敏 (3/2)
	 	 葉國暉 (3/2)	 澔昇國際有限公司 (3/2)	 江沛峰 (3/2)	 張淑儀 (3/2)	 朱美惠 (3/2)	 林永重 (3/2)	 張智詠 (3/2)	 陳嘉宏 (3/2)
	 	 許嘉峻 (3/2)	 林泓杰 (3/1)	 楊淑玲 (3/1)	 謝秀敏 (3/7)	 洪國祐 (3/7)	 洪閩萱 (3/6)	 翁楷翔 (3/6)	 陳文清 (3/3)	 吳羿勳 (3/4)
	 	 無名氏 (3/4)	 許博翔 (3/1)	 劉美玲 (3/1)	 洪沛甄 (3/2)	 謝珮涵 (3/8)	 劉書合 (3/10)	 虞邦心 (3/9)	 CSC’s	Bake(3/9)
	 	 楊忠明 (3/10)	 洪于絜 (3/10)	 歐陽貞穎 (3/10)	 楊子陞 (3/10)	 龔雙慶 (3/10)	 許珮雯 (3/10)	 林谷裕 (3/10)	 黃培誠 (3/10)
	 	 麥家豪 (3/10)	 麥維倫 (3/10)	 黃雪梅 (3/10)	 蔣秀蘭 (3/1)	 善心人士 (3/1)	 黃冕 (3/1)	 高正象 (3/1)	 簡苑倩 (3/10)	 陳劉阿美 (3/1)
	 	 趙之潁 (3/1)	 盛貿藝品有限公司 (3/1)	 林倩憶 (3/1)	 林雅姿 (3/10)	 郭原宏 (3/10)	 陳國清 (3/10)	 陳宏曜 (3/10)	 陳逸如 (3/10)
	 	 詹春花 (3/1)	 劉偉行 (3/1)	 曾繁彬 (3/1)	 董怡彣	董怡吟 (3/1)	 董寶玉 (3/1)	 吳月禎 (3/1)	 曾麗君 (3/1)	 蔡媗斐 (3/1)
	 	 林函蓁	馬運芳	馬德華 (3/1)	 周子民 (3/10)	 李麗香 (3/10)	 林芳至 (3/10)	 顏維志 (3/10)	 朱敏鳳 (3/1)	 高雄市私立甜甜圈幼兒園 (3/1)
	 	 黃合璟 (3/1)	 高長慶 (3/2)	 李培金	李林依金 (3/2)	 曾安民 (3/2)	 黃弘任 (3/2)	 李振宇	李家毓	李榮政	羅密君 (3/2)
	 	 廖千秋 (3/2)	 許維晏 (3/2)	 謝文鳳 (3/2)	 連貴霖	林玫影	連健佑	連健淳 (3/2)	 陳惠亮 (3/2)	 邱敬琁 (3/2)	 蔡佳倫 (3/2)
	 	 吳美佐 (3/2)	 陳怡君 (3/15)	 張美華 (3/13)	 皇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2)	 曾惠卿 (3/2)	 王慶忠 (3/13)	 高文賀 (3/11)	 楊蘇敏娟 (3/2)
	 	 邱鋒俊 (3/2)	 林禮慧 (3/2)	 金大腳養生館 (3/2)	 李卓穎 (3/2)	 常肇芬 (3/2)	 樓雅萍 (3/3)	 江志隆 (3/15)	 善心人士 (3/5)
	 	 陳裕盛 (3/15)	 陳怡安 (3/15)	 林瓊君 (3/3)	 范瑋庭 (3/3)	 高雅妍	 高珮玲 (3/17)	 吳慶隆 (3/15)	 柯炳松 (3/15)	 無名氏 (3/15)
	 	 無名氏 (3/15)	 吳林蓀 (3/15)	 無名氏 (3/15)	 楊睿晴 (3/15)	 張怡婷 (3/15)	 賴慧蓉 (3/16)	 無名氏 (3/15)	 陳牧元 (3/15)	 于秉辰 (3/15)
	 	 胡秀萍 (3/15)	 歐子瑄	歐子瑞	歐子瑋 (3/15)	 吳維紋 (3/15)	 蔡超塵 (3/15)	 紀銘祥 (3/15)	 陳桂緣 (3/15)	 蔡昇豪 (3/15)	 柯若妍 (3/15)
	 	 彭惠群 (3/15)	 江隆昇 (3/15)	 林子展 (3/15)	 林子展 (3/15)	 無名氏 (3/15)	 郭雅雯 (3/15)	 羅慧明 (3/15)	 呂建億 (3/15)	 柯秀婷 (3/15)
	 	 康善生技	賴淑萍 (3/15)	 劉澤滄 (3/15)	 周子誠	周可恩 (3/15)	 王明慧 (3/15)	 鄭世雄 (3/15)	 無名氏 (3/15)	 黃碧霞 (3/15)
	 	 黃淑為 (3/15)	 林保洲 (3/15)	 高毅民 (3/15)	 莊子頤 (3/15)	 吳玉印 (3/15)	 王哲雄 (3/15)	 許保民等六人 (3/15)	 文宗麟 (3/15)
	 	 陸冠瑋 (3/15)	 黃玉英 (3/15)	 曾心怡 (3/15)	 王逸嫻 (3/15)	 鄭楷軒	蔡淑芬	鄭明輝 (3/15)	 楊紫彤 (3/15)	 蔡依菱 (3/15)	 無名氏 (3/15)
	 	 潀達有限公司 (3/15)	 顏子涵 (3/15)	 曾平毅 (3/15)	 林享億 (3/15)	 陳靚 (3/15)	 吳家寬 (3/15)	 無名氏 (3/15)	 唐佐幸 (3/15)
	 	 陳慧文 (3/15)	 無名氏 (3/15)	 白昇永	施淑芬	白育慈	白芳瑜 (3/15)	 鍾安倩 (3/15)	 謝宥如 (3/15)	 黃子馨 (3/15)	 郭曉惠 (3/15)
	 	 梁淑燕 (3/15)	 蕭欣羽 (3/15)	 侯孟芬 (3/15)	 吳思緰 (3/15)	 張勝杰 (3/15)	 蘇旭雯 (3/15)	 陳媚綺 (3/15)	 李東穎 (3/15)	 曾俊皓 (3/15)
	 	 黃麗蓉 (3/15)	 張宇璿 (3/15)	 劉志雄 (3/15)	 林欣歡 (3/15)	 陳業棠 (3/15)	 洪淑瑩 (3/15)	 劉淳吟 (3/15)	 魏宏霖 (3/15)	 傅秀雅 (3/16)
	 	 李政模 (3/16)	 黃淑苑 (3/16)	 辛珮琪 (3/16)	 陳維堉 (3/16)	 張永聖 (3/16)	 田乃云 (3/16)	 陳威銘 (3/16)	 謝玲玲 (3/16)	 李貴蓮 (3/16)
	 	 陳維憲 (3/16)	 黃晟硯 (3/16)	 宋弘軒 (3/16)	 楊宏基 (3/16)	 曾兆慶 (3/16)	 康守花 (3/3)	 黃麗秋 (3/16)	 黃浩耕 (3/16)	 高治圻 (3/16)
	 	 江惠瑜 (3/16)	 孫永安 (3/16)	 謝秀足 (3/16)	 陳慧娟 (3/16)	 黃孟聰 (3/3)	 鄭文義 (3/3)	 邱美惠 (3/3)	 張凱晟	張純瑄	劉柚佃 (3/3)
	 	 鄭葉密	鄭正義	鄧如珍	鄭如惠	蔡鎮成	鄭吉盛	蔡宗翰 (3/3)	 吳佩芯 (3/3)	 林文鶯 (3/3)	 蔡沅峰 (3/3)	 林清榮 (3/3)	 許玉珠 (3/3)
	 	 張雪紅 (3/3)	 陳鴻春 (3/4)	 邱珮玲 (3/4)	 林毓慧 (3/7)	 楊翔任	楊淞壹	楊品寬 (3/4)	 善心人士 (3/10)	 劉安莉 (3/4)
	 	 善心人士 (3/14)	 陳廷寬 (3/4)	 張惠晴 (3/9)	 劉白江	莊玉娥 (3/4)	 顏英菊 (3/4)	 范安妮 (3/14)	 馬碧桃 (3/4)
	 	 世貿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 (3/4)	 林天皓 (3/4)	 劉柏陞 (3/4)	 楊斯宇 (3/4)	 世貿海運承攬運送股份有限公司 (3/4)
	 	 楊子藝	楊紹然	余碧雲 (3/4)	 高鈺軒	高鈺旂 (3/4)	 顏承中	顏承庸 (3/4)	 龍德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3/4)	 劉映岑 (3/4)
	 	 周陳鳳珠 (3/10)	 劉映廷 (3/4)	 林憲仁 (3/4)	 善心人士 (3/14)	 蔡馨儀 (3/17)	 蔡怡甄 (3/17)	 王韋淳 (3/17)
	 	 林宣吟 (3/5)	 呂明聰 (3/5)	 李亞諭 (3/5)	 王子宜 (3/7)	 李信毅 (3/7)	 黃秋子 (3/7)	 高樹發 (3/7)	 陳信甫 (3/8)	 吳珈妮 (3/5)
	 	 徐美月 (3/5)	 三寶弟子 (3/7)	 王彥晴 (3/7)	 吳長標 (3/7)	 張嫌 (3/7)	 溫聰敏 (3/7)	 邱奕昂 (3/7)	 陳溥楨 (3/7)	 賴蕭富美 (3/8)
	 	 魏文勇 (3/8)	 魏期盛 (3/8)	 魏文政 (3/8)	 詹淑幸 (3/8)	 陳銘茱 (3/7)	 鍾淑芳 (3/8)	 陳安邦 (3/8)	 陳泰宇 (3/8)	 何致堅 (3/9)
	 	 柳欣怡 (3/9)	 林慧英	楊承樺 (3/9)	 劉子綝 (3/9)	 李佩倫 (3/9)	 陳慈恩 (3/9)	 陳永儒 (3/9)	 莊夢青 (3/9)	 莊詠甯 (3/9)
	 	 陳欣妤 (3/9)	 孫可宏 (3/10)	 邱燕雪 (3/10)	 王君豪 (3/10)	 曾國忠 (3/10)	 賴佑侖 (3/10)	 光偉塗裝機械有限公司 (3/10)	 吳淵源 (3/10)
	 	 蔡碧瑜 (3/11)	 楊坤山 (3/11)	 林銘勇 (3/11)	 李雪紅 (3/11)	 顏苙玲	顏婕珉 (3/11)	 蔡馥鎂 (3/11)	 林春梅 (3/11)	 王釋庸 (3/8)
	 	 吳濬廷	林淑華	吳家寬	吳玉婷	吳建憑 (3/8)	 李家甄 (3/8)	 徐振誠	徐振中 (3/8)	 許婷硯 (3/8)	 楊仲鉅 (3/8)	 吳文傑 (3/20)
	 	 蕭相如 (3/20)	 林芳而 (3/19)	 謝瑜倢 (3/18)	 呂秀銀 (3/18)	 賴美倫 (3/18)	 吳珍君 (3/17)	 吳沛璇 (3/14)	 林振興 (3/9)	 何湘文 (3/9)
	 	 林世榮 (3/9)	 許珮慈 (3/9)	 江學瀅 (3/20)	 王凱茂 (3/11)	 李麗玲 (3/11)	 許哲源 (3/11)	 姜雯萍 (3/11)	 鐘美玲 (3/20)	 簡文通 (3/20)
	 	 林春燕 (3/20)	 簡麗姑 (3/20)	 朱桂英 (3/10)	 蘇秀里 (3/20)	 呂侑萱 (3/20)	 鄭姝羚 (3/20)	 張嘉珍 (3/20)	 黃玉苹 (3/20)	 陳姵羚 (3/20)
	 	 唐兆漢 (3/20)	 陳建成 (3/20)	 劉俊芬 (3/20)	 劉惠滿 (3/20)	 游玉敦 (3/20)	 洪曉珊 (3/20)	 鍾政緯	黃羽溱 (3/20)	 余瑞梅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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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3/01~2022/03/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3/01~2022/03/31

	 	 曾楷諭 (3/15)	 曾楷澄 (3/15)	 無名氏 (3/15)	 曾鈺倫 (3/15)	 林勳爵 (3/16)	 陳銀英 (3/16)	 曹馨心 (3/16)	 黃麗華 (3/3)	 吳明獻 (3/3)
	 	 陳玉旃	陳聖銘	陳聖學 (3/3)	 蔡宜珊 (3/4)	 林鄭靜瑞 (3/4)	 黃翊宸 (3/4)	 林煌 (3/4)	 張芷瑄 (3/4)	 陳俞妏 (3/4)	 鐘月香 (3/9)
	 	 陳威州 (3/9)	 邱柏銘 (3/10)	 曾嘉祥 (3/8)	 白華幼	黃煌釧 (3/8)	 大吉利五金行 (3/9)	 施夙芬	郭昱岑 (3/20)
	 	 王淑靜 (3/20)	 莊涵雯 (3/20)	 張郁翎 (3/12)	 陳雅玲 (3/15)	 無名氏 (3/14)	 陳瑞玉 (3/23)	 蔡依雯 (3/23)	 吳禹潔 (3/23)	 黃國輝 (3/23)
	 	 李慧貞 (3/23)	 許安其 (3/23)	 蘇國維 (3/23)	 李俞蓁 (3/23)	 王惠民 (3/16)	 何學禮 (3/17)	 許庭維 (3/16)	 呂奕穎 (3/18)	 張佩真 (3/25)
	 	 蔡博儒 (3/25)	 羅秀珍 (3/22)	 溫麗華 (3/23)	 劉欣潔 (3/30)	 陳奇聰 (3/30)	 陳桂美 (3/30)	 黃瑞菊 (3/30)	 郭于涵 (3/24)	 吳家豪 (3/28)
	 	 許庭維 (3/28)	 葉蓓蓁 (3/28)	 呂欣泰 (3/28)	 郭家維 (3/28)	 紀家筠 (3/28)	 黃昭興 (3/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8)	 邱盈禎 (3/17)
	 	 liu(3/17)	 王俊憲 (3/16)	 yihua(3/30)	 鄭冠毅 (3/22)	 曾怡雯 (3/22)	 曾怡雯 (3/14)	 張涴婷 (3/20)	 魏昕 (3/14)	 黃韋寧 (3/13)
	 	 李漢中 (3/12)	 呂洳晶 (3/8)	 李青益 (3/9)	 善心人士 (3/5)	 林靜珍 (3/4)	 OKGO捐款 (3/8)	 OKGO捐款 (3/5)
	 	 李俞蓁 (3/21)	 李俞蓁 (3/8)	 李俞蓁 (3/31)	 王薇婷 (3/4)	 李羿萱 (3/1)	 鄭家閎 (3/9)	 黃偉倫 (3/1)	 林淑霞 (3/4)	 林立仁 (3/3)
	 	 許巧穎 (3/21)	 洪明甫 (3/4)	 黃陳淑霞 (3/29)	 林濬智 (3/30)	 許文翰 (3/30)
	 599	 張雅茹 (3/15)
	 560	 吳昱萱 (3/30)
	 555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3/23)
	 550	 謝佑芳 (3/13)	 李悰豪 (3/30)
	 528	 路宏平 (3/15)
	 521	 李宇雯 (3/21)
	 520	 簡苡釩 (3/2)	 洪子晴 (3/10)	 李沛晨 (3/11)	 沈憶雯 (3/24)
	 515	 善心人士 (3/9)	 宋嘉峰	宋其勳 (3/29)
	 501	 陳俊廷 (3/30)
	 500	 汪麗娟 (3/2)	 朱馮佑 (3/2)	 林子嘉 (3/2)	 林駿典 (3/2)	 鄭幸宜 (3/2)	 鄭喬芳 (3/2)	 吳淑敏 (3/2)	 陳志勇 (3/2)	 李麗玉 (3/2)
	 	 楊文凱 (3/2)	 王得中 (3/2)	 王郁雯 (3/2)	 王郁茜 (3/2)	 蔡儀勳 (3/2)	 蔡儀潔 (3/2)	 陳建志 (3/2)	 張歆苡 (3/2)	 楊菀甄 (3/2)
	 	 劉美琪 (3/2)	 陳柏安 (3/2)	 陳忠佑 (3/2)	 高健誠 (3/2)	 顏志蕙 (3/2)	 李子晴 (3/2)	 吳譿軒 (3/2)	 李曼駖 (3/2)	 李曜廷 (3/2)
	 	 陳逸君 (3/2)	 王俊凱 (3/2)	 廖婉喻 (3/2)	 莊璧霞 (3/2)	 黃莉玲 (3/2)	 呂振榮 (3/2)	 陳淑薇 (3/2)	 李順良 (3/2)	 盛子語 (3/2)
	 	 蕭羽秀 (3/2)	 蕭亦汝 (3/2)	 林重義 (3/2)	 陳爾杰 (3/2)	 林艷秋 (3/2)	 林心筠 (3/2)	 賴玟吟 (3/2)	 金玄宮 (3/2)	 王辛翠 (3/2)
	 	 陳麗英 (3/2)	 許文星 (3/3)	 無名氏 (3/2)	 陳霈湉 (3/2)	 湯健業 (3/1)	 徐秀子 (3/1)	 林文苓 (3/5)	 吳慶助 (3/5)	 陳意文 (3/4)
	 	 王婷瑩 (3/4)	 林雅玲 (3/3)	 林志鴻 (3/4)	 陳寶美 (3/3)	 林福海 (3/4)	 許瀚元 (3/1)	 許愷庭 (3/1)	 林志學 (3/4)	 善心人士 (3/4)
	 	 葉艷屏 (3/4)	 鄧東杰 (3/5)	 無名氏 (3/8)	 湯文嘉 (3/7)	 魏聖洲 (3/10)	 林玉梅 (3/10)	 王文娟 (3/10)	 王彩樺 (3/9)	 楊効宜 (3/9)
	 	 無名氏 (3/8)	 周聖翔 (3/8)	 廖美潔 (3/8)	 許堯卿 (3/1)	 甯學忠 (3/1)	 李東哲 (3/10)	 楊淳米 (3/10)	 沈軒 (3/10)	 林美伶 (3/10)
	 	 趙美惠 (3/10)	 郭又誠 (3/10)	 洪佳純 (3/10)	 林素瑱 (3/10)	 韓璧雲 (3/10)	 汪祐任 (3/10)	 李冠廷 (3/10)	 李冠德 (3/10)	 林心筠 (3/10)
	 	 高亦萱	張耕輔	張語岑 (3/10)	 黃翠芳 (3/10)	 黃昱仁 (3/10)	 郭芬玲 (3/10)	 鄒文妍 (3/1)	 盧垠城 (3/10)	 陳佳雯 (3/1)	 紀瓊理 (3/1)
	 	 張軒誠 (3/1)	 林文雄 (3/1)	 葉啟斌 (3/1)	 紀翠華 (3/1)	 紀耀宗 (3/1)	 賴漢聲 (3/1)	 王清棋 (3/1)	 莊孟育 (3/1)	 吳劍進 (3/1)
	 	 曾美雲 (3/1)	 林映君 (3/10)	 陳維中 (3/10)	 陳林澤 (3/10)	 楊思倫 (3/10)	 鄭雅文 (3/10)	 張瑞文 (3/10)	 張秀娟 (3/10)	 簡華霖 (3/10)
	 	 胡德寬 (3/10)	 李國華 (3/1)	 陳聖文 (3/1)	 陳秉沅 (3/1)	 張錫卿 (3/14)	 邱雅怡 (3/10)	 洪銘傳 (3/10)	 陳蕙珍 (3/10)	 游珍菁 (3/10)
	 	 陳健字 (3/10)	 黃馨諄 (3/10)	 張淑惠 (3/1)	 陳宥帆 (3/1)	 蔡楚卉 (3/1)	 紀美踧 (3/1)	 邱于芾	邱瀚逸 (3/1)	 善心人士 (3/1)
	 	 蕭幃翰 (3/2)	 蕭姿宸 (3/2)	 黃松柏 (3/2)	 鄧皚蓮 (3/2)	 梁容禎 (3/2)	 李牽治 (3/2)	 林書億 (3/2)	 陳一仁 (3/2)	 游銘棟 (3/2)
	 	 無名氏 (3/14)	 傅丰筠 (3/15)	 吳慶隆 (3/15)	 蕭湧麒 (3/2)	 廖美玲 (3/2)	 游秀玲 (3/12)	 蕭柔暄 (3/2)	 楊錦喜 (3/2)	 陳軍翰 (3/2)
	 	 張光宇 (3/2)	 張家禎 (3/2)	 黃添修	魏曉梅 (3/2)	 蔡麗蘭 (3/2)	 李文華 (3/2)	 許瑞文 (3/2)	 昱銓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3/2)
	 	 羅建華 (3/2)	 陳桂子 (3/3)	 聶佐燁 (3/2)	 陳敬云 (3/2)	 鍾治蘇 (3/3)	 陸萱 (3/3)	 游雅芳 (3/4)	 卲芝穎 (3/4)	 陳怡靜 (3/15)
	 	 陳亦婷 (3/15)	 楊小唯 (3/3)	 卲仲平 (3/4)	 劉珮璋 /李淑韻 /李淑瀛 /劉肇昀 (3/15)	 廖禾豐 (3/15)	 曾睿偉 (3/15)	 吳明澤 (3/3)
	 	 柯宏偉 (3/3)	 黃義宏 (3/3)	 高朱秀瓊	高榮志 (3/3)	 游興隆 (3/4)	 游亞詩 (3/4)	 劉育珍 (3/4)	 游博丞 (3/4)	 葉人瑋 (3/4)
	 	 黃韋碩 (3/4)	 吳宗翰 (3/4)	 林容伊 (3/16)	 侯雅燕 (3/16)	 蘇莞婷 (3/16)	 劉淑寧 (3/15)	 詹達明 (3/15)	 劉淑寧 (3/15)	 陳淑婷 (3/15)
	 	 高詩惟 (3/16)	 陳佳彥 (3/16)	 高振傑 (3/16)	 高詩雅 (3/16)	 陳佳綺 (3/16)	 林小玉 (3/16)	 羅貞玲 (3/16)	 高筱媛 (3/15)	 林欣妤 (3/15)
	 	 無名氏 (3/15)	 梅元光 (3/15)	 楊芷琁	楊允瑭 (3/15)	 楊逸飛 (3/15)	 彭婕妤 (3/15)	 蔡逢原 (3/15)	 劉育豪 (3/15)	 王鈴晴 (3/15)
	 	 張雅粢 (3/15)	 倪金蓁 (3/15)	 李裕卿 (3/15)	 黃雅祺 (3/15)	 林俊宏 (3/15)	 陳祈儒 (3/15)	 吳素寬 (3/15)	 林文華 (3/15)	 陳俊伊 (3/15)
	 	 吳建彤 (3/15)	 楊于嫺 (3/15)	 陳晴惠 (3/15)	 林伊蘋張名廣 (3/15)	 許壽文 (3/15)	 簡君倫 (3/15)	 陳幸足 (3/15)	 林啟祥 (3/15)
	 	 無名氏 (3/15)	 洪瑱齋 (3/15)	 陳志宏 (3/15)	 林筱臻 (3/15)	 莊美吟 (3/15)	 蘇敏慧 (3/15)	 李采蓁 (3/15)	 林財旺 (3/15)	 高惠玲 (3/15)
	 	 曾敏智 (3/15)	 洪瑋蔆 (3/15)	 王柏霖	王博勳 (3/15)	 蔡孟娟 (3/15)	 高淵清 (3/15)	 吳媽曾麗美 (3/15)	 陳金英 (3/15)
	 	 林峻興 (3/15)	 吳姿穎 (3/15)	 蔡政峯 (3/15)	 蔡濬澤 (3/15)	 蔡濬謙 (3/15)	 陳月嬌 (3/15)	 鄭美惠 (3/15)	 吳國禎 (3/15)	 曾千芬 (3/15)
	 	 立欣企業有限公司 (3/15)	 林美麗 (3/15)	 徐思穎 (3/15)	 陳瓊華 (3/15)	 林科瑋 (3/15)	 官伯釗 (3/15)	 柯虹伶 (3/15)	 林志奇 (3/15)
	 	 許淑綺 (3/15)	 黃國慶 (3/15)	 郭智軒 (3/15)	 郭智軒 (3/15)	 無名氏 (3/15)	 陳昀姍 (3/15)	 陳若蘋 (3/15)	 郭喬柔 (3/15)	 邱文沖 (3/15)
	 	 林劉來葉 (3/15)	 曾芷柔 (3/15)	 王政惟 (3/15)	 王秀芬 (3/15)	 郭秀玲 (3/15)	 陳安妤 (3/15)	 李怡瑄 (3/15)	 洪筱婷 (3/15)
	 	 蔡宗明 (3/15)	 倪庭恩 (3/15)	 黃惠雯 (3/15)	 連臻一 (3/15)	 楊淑珍 (3/15)	 廖翌辰 (3/15)	 鄭雅玫 (3/15)	 曾旭平 (3/15)	 楊嘉齊 (3/15)
	 	 曾姿玉 (3/15)	 楊惟智 (3/15)	 張雅鳳 (3/15)	 温郁卿 (3/15)	 林佑銓 (3/15)	 陳宏銘 (3/15)	 潘麗雅 (3/16)	 黃翠萍 (3/16)	 李秋冬 (3/16)
	 	 陳宗銓 (3/16)	 陳雋安 (3/16)	 李依玲 (3/16)	 蘇麗珍 (3/16)	 吳淑玉 (3/16)	 郎亞玲 (3/16)	 林佑寯 (3/16)	 黃宏達 (3/16)	 鄭莉芸 (3/16)
	 	 蔡馨儀 (3/16)	 周永清 (3/3)	 胡素貞 (3/3)	 黃昰銓 (3/3)	 吳華宗 (3/3)	 黃凱靖	黃凱羚 (3/3)	 蕭雪如 (3/3)	 張莉筠 (3/3)
	 	 曾英彥	曾仁志	曾紹哲	曾韋皓	曾晟安 (3/3)	 陳勁宇 (3/16)	 陳博元 (3/16)	 陳子騰 (3/16)	 林睿勝 (3/16)	 賴玉婷 (3/16)	 楊銘昭	(3/16)
	 	 李品琪 (3/16)	 潘國柱 (3/16)	 周宥慧 (3/16)	 黃淑惠 (3/16)	 慧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3/16)	 陳奎彰 (3/16)	 宏展通訊行 (3/16)
	 	 郭育秀 (3/16)	 郭以婷 (3/16)	 黃韋嘉 (3/16)	 朱瑞月 (3/3)	 (3/15)	 何雪珍 (3/3)	 無名氏 (3/14)	 陳乙霆 (3/14)	 許素香 (3/4)
	 	 游凌軒 (3/4)	 游竣逵 (3/4)	 黃俊穎 (3/4)	 關中穎 (3/4)	 葉人豪 (3/4)	 顧英珍 (3/4)	 卲麒維 (3/4)	 任君勝企業有限公司 (3/4)	
	 	 李奕其 (3/4)	 周佾廷 (3/4)	 林禹瀞 (3/4)	 魏煜真 (3/4)	 楊素貞 (3/4)	 蘇家弘 (3/4)	 黃芯珮	黃芯薇 (3/4)	 林芳瑜 (3/4)
	 	 林哲綸 (3/4)	 徐慧芳 (3/9)	 謝昀潔 (3/10)	 黃士權 (3/15)	 謝政育 (3/4)	 張熒珊 (3/4)	 藍若慈 (3/4)	 林冠亨 (3/4)	 沈莉媛 (3/4)
	 	 高庚鑽	徐怡玲 (3/4)	 曹茗瀚 (3/14)	 鍾宜璇 (3/4)	 姜泯豪	姜泯志 (3/4)	 陳碧霞 (3/5)	 吳添財 (3/7)	 高琦姝 (3/7)
	 	 王慶財 (3/7)	 黃戀淑 (3/7)	 林祐民 (3/5)	 倪崧恩 (3/8)	 馬嘉駿	洪黃梅	馬暐傑	馬敬婷	馬睿澤 (3/5)	 鄧宏義 (3/7)	 林峻寬 (3/8)
	 	 侯凱騰 (3/8)	 陳昭宜 (3/8)	 林亞築 (3/7)	 高聖雯 (3/7)	 劉士加 (3/7)	 邱健桓 (3/7)	 顏朝發 (3/7)	 李子成 (3/7)	 倪睿妤 (3/8)
	 	 王偉禎 (3/7)	 曲妍璇 (3/7)	 林孟珍	莊嫚雯	莊靖雯	莊新昌 (3/7)	 趙素娟 (3/20)	 翁禎言 (3/20)	 何若瑜 (3/9)	 孫蕙菁 (3/9)
	 	 夏雲霞 (3/9)	 黃麗蕙 (3/9)	 劉子豪 (3/9)	 劉俊民 (3/9)	 吳素珍 (3/9)	 楊劉美鳳 (3/10)	 林欽泉 (3/10)	 蔡櫻桃 (3/10)
	 	 李昌諭 (3/10)	 李秉諭 (3/10)	 陳玟妤 (3/10)	 黃秉豐 (3/10)	 黃廷緯 (3/10)	 張純瑛 (3/9)	 楊益銓 (3/10)	 黃炳秀 (3/11)	 郭俊宏 (3/11)
	 	 陳金精	蕭國賀	蕭宏宇	蕭加珈	蕭瑩螢	許倍瑜	蕭愃樂	蕭可 (3/8)	 紀彣欣 (3/8)	 李萬得	吳文鈞 (3/8)	 高樹山 (3/8)	 蔡英玟 (3/8)
	 	 吳進財	吳俊德 (3/8)	 洪慧敏 (3/8)	 李玉環 (3/8)	 洪思嘉 (3/19)	 蘇嘉米 (3/18)	 潘怡君 (3/17)	 趙珮均 (3/16)	 薛詒菁 (3/21)
	 	 李秉諭 (3/21)	 李曉婷 (3/21)	 宋品毅 (3/18)	 莊仁政 (3/20)	 莊文忠 (3/20)	 黃建鈞 (3/20)	 陳宛妤 (3/20)	 徐銘澤 (3/9)	 林山林 (3/9)
	 	 林于恭	林于絹	林于敬	陳萮芯 (3/9)	 林奕辰 (3/9)	 楊順賀 (3/10)	 張翊庭 (3/10)	 陳秀華 (3/23)	 陳億芬 (3/22)	 張寶珠 (3/20)
	 	 施瑞展 (3/9)	 楊凱閔 (3/9)	 孫張單 (3/9)	 邱理甄 (3/20)	 莊惠雯 (3/20)	 林盈媺 (3/20)	 林毅誠 (3/20)	 蕭潤祺 (3/20)	 黃姸心 (3/20)
	 	 洪祖喨 (3/20)	 李佩珊 (3/20)	 施金賢 (3/20)	 翁慧鈴 (3/20)	 林麗芬 (3/20)	 蘇珮君 (3/20)	 楊菫華 (3/20)	 洪嘉苡 (3/20)	 錢彥蓁 (3/20)
	 	 林旂賢 (3/20)	 郭沐桓 (3/20)	 李欣怡 (3/20)	 李皓鈞 (3/20)	 廖紫婷 (3/20)	 梁彩燕 (3/20)	 戴淑惠 (3/20)	 鄭朱惠文 (3/20)
	 	 王筱涵 (3/20)	 蕭亦翔 (3/20)	 劉麗美	陳錦祥	劉蔡淑女	陳宣志	陳葦芸 (3/9)	 謝正忠 (3/9)	 蘇莞茵 (3/22)	 沈文堅 (3/9)	 廖家妙 (3/10)
	 	 林說花 (3/10)	 李晉坪 (3/10)	 張庭宇 (3/10)	 張庭瑋 (3/10)	 蕭立苹	徐語彤 (3/10)	 陸軍專科學校 (3/10)	 涂莉婷 (3/10)
	 	 無名氏 (3/10)	 錡邑生技有限公司 (3/21)	 無名氏 (3/21)	 王葦伶 (3/11)	 陳天祐 (3/11)	 林冠均 (3/11)	 郭羽庭 (3/11)	 無名氏 (3/11)

	 	 李芮秦 (3/14)	 陳玉蘭 (3/12)	 沈子合 (3/14)	 張家豪 (3/14)	 黃汶霞 (3/21)	 王咏雪 (3/21)	 蔡昇勳 (3/21)	 邱宗瑋 (3/21)	 徐毅宸 (3/21)
	 	 陳秋香 (3/21)	 盧朝傳 (3/15)	 張君亦 (3/21)	 楊友香 (3/21)	 葉建邦 (3/23)	 魏宗崙 (3/23)	 吳美金 (3/23)	 范君翎 (3/23)	 溫雅茹 (3/23)
	 	 邱靖富 (3/14)	 林秀絹 (3/14)	 張志安	黃意惠	張郁慈	張筠汝	張佑民 (3/21)	 林銘宏 (3/21)	 張維蓁 (3/21)	 林郭月 (3/21)	 楊蕎伊 (3/21)
	 	 楊淑安 (3/21)	 方華生 (3/21)	 李宥蓁 (3/21)	 張晁阜 (3/21)	 蔡雅琳 (3/21)	 柳冠羽 (3/14)	 楊碧玉 (3/15)	 賴奕廷 (3/15)	 吳露瓊 (3/15)
	 	 林忠信 (3/14)	 莊智雅 (3/15)	 莊順程 (3/15)	 劉孟杰 (3/21)	 陳品臻 (3/21)	 曾聖媛 (3/21)	 黃珮菱 (3/21)	 李政哲 (3/21)	 何智瑋 (3/21)
	 	 宋浩淵 (3/23)	 張春蘭 (3/23)	 張柏松 (3/23)	 施欽閔 (3/23)	 陳帟綸 (3/23)	 陳澎璇 (3/23)	 林彥辰 (3/23)	 陳信威 (3/23)	 張倫戩 (3/23)
	 	 王永哉 (3/23)	 林妍姿 (3/23)	 張新龍 (3/23)	 陳和慶 (3/23)	 林怡欣 (3/23)	 王麒祐 (3/23)	 李芝芸 (3/23)	 陳瀚元 (3/23)	 林陳美惠 (3/23)
	 	 游煥霓 (3/23)	 黃哲錦 (3/23)	 蔡玲娟	(3/23)	 蔡立言 (3/23)	 古恬禎 (3/23)	 許智涵 (3/23)	 麥凱傑 (3/23)	 莊惠如 (3/23)	 陳品靜 (3/23)
	 	 黎惠玲	(3/23)	 湯泰山 (3/23)	 湯懿庭 (3/23)	 湯懿安 (3/23)	 楊雅茜 (3/23)	 康錦綉 (3/23)	 陳貴英 (3/23)	 葉明珠 (3/23)	 詹景惠 (3/23)
	 	 賴佳麟 (3/24)	 李佳家 (3/14)	 許偉儀 (3/14)	 薛富騰 (3/14)	 蕭岳聰 (3/15)	 賴建銘 (3/25)	 陳世文 (3/15)	 郭寬福 (3/15)	 趙名慧 (3/15)
	 	 張進益 (3/15)	 善心人士 (3/23)	 趙瑩 (3/16)	 李松霖 (3/16)	 曾美蓮	呂慶安 (3/16)	 郭素貞 (3/16)	 郭世崇 (3/16)
	 	 鄭欽文 (3/17)	 鄭朝文 (3/17)	 李晉明 (3/17)	 陳淑櫻 (3/16)	 黃正良	呂曉芬 (3/16)	 林宜庭 (3/17)	 温靜如 (3/28)	 郭怡君 (3/28)
	 	 李宗諭 (3/17)	 林栛伃 (3/17)	 吳宜錂 (3/17)	 陳美月 (3/17)	 潘淑惠 (3/18)	 林昇暐 (3/18)	 陳映竹 (3/18)	 黃千芮 (3/18)	 陳素梅 (3/18)
	 	 劉汝南 (3/18)	 黃嘉國全家 (3/18)	 魏繼中 (3/18)	 孫維均 (3/18)	 孫浿瑄 (3/18)	 張家華 (3/18)	 周茂松 (3/18)	 吳昕玹 (3/18)
	 	 劉玉珊 (3/18)	 巫穎翰 (3/18)	 張詠軒 (3/19)	 陳柏榤 (3/19)	 李有連 (3/19)	 沈志明 (3/18)	 鄭劉水錦 (3/18)	 吳亞臻 (3/18)
	 	 李依潔 (3/30)	 王智勇	王柏翔 (3/30)	 劉國偉 (3/30)	 朱杏花 (3/30)	 柯孟妏 (3/18)	 魏玉宏 (3/30)	 徐筱涵 (3/30)	 林巧敏 (3/30)
	 	 黃琮勝 (3/30)	 林雅敏	蔡典元	蔡克培	蔡克梵 (3/30)	 李焌瑛 (3/30)	 王妙真 (3/30)	 葉郭麗華 (3/21)	 賴予晴 (3/21)
	 	 呂欣	呂佳 (3/21)	 洪博彥 (3/21)	 洪熙閑 (3/21)	 張庭嘉 (3/22)	 林錦煌	陳秋蘭 (3/22)	 陳玟伶 (3/22)	 楊明仁 (3/22)
	 	 廖英智 (3/21)	 林富榮	李玉㮼 (3/24)	 胡宗宏 (3/25)	 周碧霞 (3/30)	 洪德美 (3/22)	 柯瑋宸 (3/30)	 林廖香綢 (3/21)
	 	 宋鳳珍 (3/23)	 蕭永義 (3/23)	 何家秀 (3/24)	 李育昌 (3/24)	 林靜怡 (3/30)	 顏秀蓉 (3/30)	 趙永崴 (3/30)	 吳泓治 (3/30)	 葉姿君 (3/30)
	 	 吳文平 (3/30)	 李書丞 (3/30)	 陳琡云 (3/30)	 廖昱叡 (3/30)	 周敏華 (3/30)	 傅書賢 (3/30)	 朱國良 (3/30)	 政昌汽修廠	葉奕甫 (3/21)
	 	 洪茉喬 (3/21)	 陳一仁 (3/22)	 劉建文 (3/23)	 劉千翡 (3/23)	 陳敬德 (3/23)	 曾廖淑援 (3/23)	 葉王愛 (3/23)	 林洧谹 (3/23)
	 	 黃琪心 (3/23)	 簡慈萱 (3/31)	 邱敏芯 (3/31)	 陳庭弘 (3/31)	 林翌恩 (3/23)	 孫淑蓉 (3/31)	 黃進興 (3/31)	 李明郎 (3/24)	 黃昌川 (3/24)
	 	 陳羅彩雲	陳靜文	陳炏明	陳逸樺	陳星儀 (3/23)	 陳春津	陳盈君	陳宏傑	陳維婷 (3/24)	 林帛承 (3/23)	 李育昇 (3/24)	 陳玉珍 (3/24)
	 	 黃柏綱 (3/24)	 溫承勳 (3/24)	 溫憲堂 (3/24)	 卓育湘 ( 全家 )(3/24)	 周昆宜 (3/24)	 林孟嫻 (3/24)	 蔡淑敏 (3/25)	 王映方 (3/25)
	 	 楊和基 (3/25)	 陳坤源 (3/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31)	 張軒誠 (3/25)	 陳立翰 (3/25)	 葉震升 (3/28)	 宜蘭縣南澳高中家長會 (3/28)
	 	 陳金玉 (3/25)	 楊子乂 (3/25)	 唐瑩 (3/25)	 陳佳雯 (3/25)	 林宏融 (3/25)	 陳昭宜 (3/25)	 王思云 (3/25)	 梁坤宗 (3/28)	 賈麗首 (3/28)
	 	 周金德 (3/28)	 侯貞如 (3/28)	 簡小雯 (3/28)	 蕭鎮豪 (3/28)	 曾語昕 (3/31)	 李柔蒂 (3/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9)	 曾褌英 (3/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1)	 鄭登駿 (3/17)	 林俊儒 (3/17)	 劉瑞麟 (3/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3)	 黃建峰 (3/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2)	 劉芮慈 (3/17)	 詹秦蘢 (3/17)	 郭晏如 (3/16)	 hugig(3/16)	 吳小姐 (3/16)
	 	 陳阿龍 (3/23)	 吳羽禎 (3/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5)	 呂坤忠 (3/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	 林承逸 (3/31)	 李國榕 (3/31)	 王玉婷 (3/31)	 曾建瑋 (3/31)	 呂坤忠 (3/30)
	 	 ben(3/30)	 chris(3/30)	 黃昱誠 (3/30)	 邱煥評 (3/30)	 陳慧嫺 (3/30)	 程裕權 (3/30)	 全欣 (3/29)	 黃毓婷 (3/29)	 姚佐旻 (3/28)
	 	 黃准予 (3/28)	 溫德和 (3/28)	 謝鎮安 (3/27)	 巫雪珠 (3/27)	 吳英華 (3/27)	 倪丰宓 (3/26)	 黃仲生	金湘齡 (3/26)	 潘莉珺 (3/26)
	 	 蘇鈺真 (3/25)	 曾昱仁 (3/25)	 呂坤忠 (3/23)	 廖文志 (3/22)	 王火忠 (3/21)	 葉書誠 (3/23)	 葉書誠 (3/14)	 陳憶明 (3/26)	 陳憶明 (3/13)
	 	 陳慧嫺 (3/21)	 程裕權 (3/21)	 王勁惟 (3/21)	 吳麗虹 (3/21)	 白沙沙屯媽祖 (3/20)	 bear(3/20)	 簡秋蘭 (3/20)	 許彩濱 (3/20)
	 	 黃玉嘉 (3/20)	 林子青 (3/19)	 李庭儀 (3/19)	 李名琪 (3/19)	 湛睿宏 (3/18)	 溫妮女神 (3/18)	 陳秉瑞 (3/14)	 林旺達 (3/14)
	 	 陳慧嫺 (3/14)	 程裕權 (3/14)	 林宗賢 (3/4)	 陳碧雲 (3/29)	 吳峻寬 (3/14)	 江宗瀚 (3/13)	 m122561861(3/13)	 溫妮女神 (3/13)
	 	 陳冠銘 (3/12)	 黃宇祿 (3/12)	 邱宇霆 (3/12)	 陳姿吟 (3/11)	 吳佳祐 (3/8)	 柳妍綸 (3/9)	 張育豪 (3/8)	 黃琪香 (3/8)	 楊曉芬 (3/8)
	 	 倪丰宓 (3/8)	 楊世丞 (3/8)	 陳宏儒 (3/10)	 善心人士 (3/10)	 黃菘輝 (3/10)	 歐陽萱穎 (3/10)	 楊至紋 (3/10)
	 	 王秉善 (3/10)	 張美蓉 (3/10)	 蔡靜娟 (3/10)	 許雅媚 (3/9)	 施教源 (3/11)	 林宗賢 (3/11)	 崔正宇 (3/7)	 阮春長 (3/7)	 李怡臻 (3/7)
	 	 陳慧嫺 (3/7)	 程裕權 (3/7)	 吳意如 (3/7)	 黃維培 (3/7)	 fanchiang(3/6)	曾韋凱 (3/5)	 陳芊妗 (3/5)	 葉淑君 (3/5)	 陳瑞杰 (3/5)
	 	 劉玉蘭 (3/5)	 陳立銘 (3/4)	 邱舒琳 (3/4)	 陳沛瀠 (3/4)	 陳明暉 (3/3)	 黃准予 (3/2)	 劉佳妮 (3/2)	 dilgo(3/1)	 施政宏 (3/1)
	 	 蕭文鑫 (3/1)	 郭承鑫 (3/19)	 廖嘉甫 (3/13)	 王靖羽 (3/7)	 OKGO捐款 (3/12)	 OKGO捐款 (3/17)	 洪兆威 (3/6)
	 	 杜宜靜 (3/17)	 杜宜靜 (3/1)	 方誠有限公司 (3/18)	 温俐婷 (3/1)	 石妍湘 (3/1)	 四平街大梵天王 (3/1)	 陳秀女 (3/10)
	 	 黃穎宣 (3/7)	 何美津 (3/29)	 張偉德 (3/29)	 吳華宗 (3/29)	 劉麗珠 (3/29)	 林錦煌	陳秋蘭 (3/29)	 曾馨儀 (3/29)	 朱虔儀 (3/29)
	 	 侯宗熙 (3/29)	 陳元璟 (3/29)	 黃芷柔 (3/12)	 祥霖發企業社 (3/31)	 蔡東和 (3/11)	 賴曉伶 (3/22)	 楊羿貞 (3/7)	 李豐宇 (3/6)
	 	 蔡宜秀 (3/16)	 陳金石 (3/8)	 顏士敏 (3/11)	 歐婉馨 (3/8)	 郭家碧 (3/29)	 吳承翰 (3/6)	 黃威颯 (3/1)	 邱哲雄 (3/6)	 蘇雋富 (3/10)
	 	 庸鳳 (3/11)	 曾玥霓 (3/20)	 洪佳烜 (3/7)	 郭青昀 (3/28)	 黃俐綺 (3/4)	 杜柏賢 (3/4)	 蔡宜芬 (3/1)	 楊宜靜 (3/15)	 陳乙晴 (3/10)
	 	 莊祐翔 (3/15)	 劉鎮華 (3/26)	 吳玥瑩 (3/13)	 洪銘奎 (3/20)	 黃子瑄 (3/9)	 黃培維 (3/18)	 莊曜宇 (3/30)	 巫阿笋 (3/26)	 蕭于婷 (3/13)
	 	 江文斌 (3/3)	 廖惠如 (3/27)	 温恩綺 (3/14)	 蔡松霖 (3/20)	 陳泓宇 (3/21)	 簡宏恩 (3/14)	 吳易庭 (3/12)	 曾靜盈 (3/16)	 洪秀梅 (3/19)
	 	 蔡玉慧 (3/22)	 鄭克勳 (3/25)	 林國鈦 (3/23)	 尤立文 (3/8)	 崇德興業建材行 (3/20)	 李博偉 (3/19)	 簡翠伶 (3/20)	 張雅涵 (3/18)
	 	 蔡友中 (3/16)	 郭憶竹 (3/15)	 善心人士 (3/23)	 葉丞軒 (3/27)	 陳敏 (3/14)	 王素薰 (3/19)	 康譁宣 (3/8)	 鄭友慈 (3/5)
	 	 張貴寶 (3/14)	 江雅雨 (3/18)	 林秋燕 (3/17)	 呂神柱 (3/4)	 黃茂誠 (3/6)	 楊淑樺 (3/23)	 丁林美子 (3/12)	 張智惟 (3/24)
	 	 黃貞珍 (3/24)	 黃淑楓 (3/11)	 趙雅屏 (3/1)	 曾月如 (3/29)	 施盈慶 (3/29)	 林沛穎 (3/29)	 劉欣怡 (3/29)	 許合尹 (3/30)	 王鈞奎 (3/30)
	 	 簡玉屏 (3/30)	 陳玉棠 (3/30)	 謝佳憲 (3/30)	 王椒珍 (3/29)	 黃梅貞 (3/29)	 陳桂子 (3/29)	 唐宜鉅 (3/30)	 王雪芳 (3/30)	 陳秉沅 (3/31)
	 	 陳宥帆 (3/31)	 袁家珍 (3/29)	 謝勝敏 (3/30)	 林文雄 (3/30)	 宋明棟 (3/30)	 張淑惠 (3/31)	 邱于芾	邱瀚逸 (3/30)	 陳帶娣 (3/30)
	 	 黎高興 (3/31)	 王璿瑋 (3/31)	 梁儀萱 (3/31)	 李明宗 (3/31)	 李萬得	吳文鈞 (3/31)	 王碧瑜 (3/31)	 黃戀淑 (3/31)	 陳聖文 (3/31)
	 	 余謝輝 (3/31)	 侯凱騰 (3/31)	 龔金顧 (3/31)	 陳姿蓉 (3/31)	 饒瑞士 (3/31)	 余毓敏 (3/31)
	 490	 陳麗華 (3/8)
	 400	 黃麗燕 (3/2)	 劉振貴	孫月桃	劉家穎	劉睿豐 (3/2)	 張維真 (3/2)	 楊世民	楊承翰	楊采于	鄭夙玲 (3/2)	 曾王秀花 (3/3)
	 	 台灣火鷓鴣服務協會 (3/3)	 昶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3)	 紀佩汾 (3/1)	 紀龍年 (3/1)	 紀良育 (3/1)	 戴智子	林瑞哲 (3/3)
	 	 吳承徽 (3/15)	 林鈺玶 (3/15)	 許敬忠 (3/15)	 吳品樺 (3/15)	 李子安	李健治 (3/9)	 黃俊銘 (3/8)	 黃雪 (3/10)	 王麗梅 (3/10)
	 	 張杜淳美 (3/14)	 張國揚 (3/14)	 張愷芯 (3/14)	 魏楷矜 (3/15)	 張國鐘 (3/21)	 黃俊盛 (3/23)	 王瑜 (3/23)	 張愷芳 (3/14)
	 	 張家愷 (3/14)	 財政部發票獎金 (3/20)	 陳明宗 (3/16)	 陳瑞宗 (3/21)	 蔡伯鴻	蔡伯隴 (3/23)	 鐘朝鵬 (3/23)	 潘樹凰 (3/22)
	 	 林宸漢 (3/25)	 鐘梁榴 (3/23)	 林世昌 (3/25)	 林怡君 (3/25)	 林品亦 (3/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1)	 潘婉霖 (3/15)	 朱怡靜 (3/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	 侯冠伍 (3/18)	 OKGO捐款 (3/9)	 OKGO捐款 (3/20)	 黃茶 (3/10)	 楊弘達 (3/14)
	 	 黃志誠 (3/30)	 黃鼎中 (3/30)	 張貴雅 (3/30)	 李美紅 (3/31)
	 392	 李永棟 (3/15)
	 38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8)
	 360	 陳秀琳 (3/16)	 勇哥 (3/28)
	 350	 楊美棻 (3/2)	 陳俞瑾 (3/4)	 陳玨瑞 (3/4)	 陳奕霏 (3/4)	 溫惠燕 (3/4)	 林宸如 (3/21)
	 333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3/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3)
	 315	 游秋敏 (3/3)
	 310	 林佳慧 (3/4)
	 309	 minyoongi(3/9)
	 300	 謝庭翔 (3/1)	 謝雅萱 (3/1)	 蔡睿璟 (3/2)	 陳又菱 (3/2)	 孫旻穗 (3/2)	 葉俊廷 (3/2)	 趙俞芳 (3/2)	 謝禾軒 (3/2)	 施宥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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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3/01~2022/03/31

	 	 陳世欽 (3/2)	 周芃萱 (3/2)	 曾楷斌 (3/1)	 曾楷婷 (3/1)	 李垣蓁 (3/1)	 曾信傑 (3/1)	 王美雲 (3/4)	 蕭羽珊	蕭偉倫 (3/1)
	 	 陳怡如 (3/1)	 林宥竹 (3/5)	 黃羿惠 (3/9)	 洪儷恩 (3/1)	 古文進 (3/10)	 王重明 (3/10)	 鍾家貽 (3/10)	 温灝騰 (3/10)	 張可妡 (3/10)
	 	 詹鳳美 (3/10)	 楊碧芬 (3/1)	 楊碧珠 (3/1)	 洪朝琴 (3/1)	 倪惠軒 (3/1)	 陳聖鑫 (3/1)	 袁三梅 (3/1)	 王怡婷 (3/10)	 王如婷 (3/10)
	 	 黃冠哲 (3/10)	 吳華銳 (3/10)	 胡嘉俊 (3/10)	 陳萬益 (3/1)	 蔡鋌鏵 (3/1)	 林柏清 (3/1)	 蘇秋蘭 (3/1)	 張惠敏 (3/1)	 楊惠婷 (3/1)
	 	 楊筱蓓 (3/1)	 陳源榮 (3/1)	 王語婕 (3/2)	 蔡嫻曄 (3/1)	 楊秋琴 (3/2)	 賴昇鴻 (3/2)	 江宓怡 (3/2)	 呂淑娟 (3/2)	 張騰元 (3/2)
	 	 簡文益 (3/2)	 王任遠 (3/2)	 賴靜冠 (3/2)	 王瑀彤 (3/2)	 朱亭語 (3/11)	 李知穎 (3/2)	 黃淑櫻 (3/3)	 陳思妤	陳莘云	陳子桓 (3/3)
	 	 呂亮潮 (3/3)	 林鈺庭 (3/3)	 善心人士 (3/5)	 吳翊寧 (3/15)	 顏子哲 (3/3)	 鄭淑蕙 (3/16)	 邱立綸 (3/16)	 王巒騰 (3/15)	 無名氏 (3/15)
	 	 柯文茜 (3/15)	 柯玉如 (3/15)	 鄭珮銣 (3/15)	 唐筱雯 (3/15)	 傅品若 (3/15)	 章玲琪 (3/15)	 李怡婷 (3/15)	 廖惠萱 (3/15)	 無名氏 (3/15)
	 	 陳美華 (3/15)	 方龍偉 (3/15)	 方子瑜 (3/15)	 方馨榆 (3/15)	 郭又菁 (3/15)	 王端勇 (3/15)	 菰玉雲 (3/15)	 周定澤 (3/15)	 梁斐伊 (3/15)
	 	 陳佳君 (3/15)	 張庭甄 (3/15)	 林廷熹 (3/15)	 許皎慧 (3/15)	 何撒拉 (3/15)	 無名氏 (3/15)	 張世墩 (3/15)	 何家賢 (3/15)	 何恩 (3/15)
	 	 何戎 (3/15)	 陳洪美珍 (3/15)	 董芝妤 (3/15)	 蕭伊夆 (3/15)	 李淑雯 (3/15)	 金煜恩	(3/15)	 黃秀姬 (3/15)	 黃世昌 (3/15)
	 	 范煜明 (3/16)	 姜麗幸 (3/16)	 徐婕麗 (3/16)	 徐子晴 (3/16)	 徐丞皜 (3/16)	 王春桃 (3/16)	 葉紓妘 (3/16)	 張弘毅 (3/16)	 陳靖傑 (3/3)
	 	 余昌勳 (3/16)	 葉恩愷 (3/16)	 吳基全 (3/16)	 林謙佑 (3/16)	 李緯吟 (3/16)	 温誌群 (3/16)	 郭美英 (3/16)	 鄭宥熏 (3/16)	 鄭雅文 (3/16)
	 	 簡麗鳳 (3/16)	 鄭琇霞 (3/16)	 曾敏瑄 (3/16)	 陳鋒蒔 (3/3)	 呂坤城	呂佩玲	楊瑤玲 (3/3)	 莊芮忻 (3/3)	 善心人士 (3/15)
	 	 兒童癌症 (3/8)	 善心人士 (3/11)	 王儷陵 (3/4)	 鄒佾恩 (3/4)	 鄒曜 (3/4)	 林添盛	李寶雪 (3/7)	 洪保羅 (3/7)
	 	 侯秉科 (3/7)	 張家華	張家甄	張家郡 (3/4)	 楊承翰 (3/4)	 溫俊溢 (3/5)	 陳保林 (3/7)	 蕭長沛 (3/7)	 洪文賢 (3/7)	 羅紋慈 (3/7)
	 	 林重佑 (3/7)	 陳顏腰 (3/7)	 蕭信良 (3/7)	 高育筑 (3/8)	 無名氏 (3/8)	 李美琴 (3/8)	 蔡國祥 (3/8)	 王毓昶 (3/7)	 林彥廷 (3/7)
	 	 黃正坤	鄭秀桂	黃心玫	張家祥 (3/8)	 馬星妤 (3/20)	 林淑華 (3/20)	 陳惠真	邱冠芳	邱姝軒 (3/9)	 俞雲 (3/9)	 劉子瑄 (3/18)
	 	 黃譯葶 (3/18)	 劉冠伶 (3/18)	 曾怡欣 (3/18)	 彭紀達 (3/18)	 無名氏 (3/17)	 簡石庚 (3/20)	 林俊廷 ( 全家 )(3/9)	 陳輝 (3/9)
	 	 卓彥甄	卓奕群 (3/9)	 何彥勳 (3/9)	 蕭仲庭 (3/20)	 蕭仲庭 (3/20)	 林敬凱	陳美玉 (3/9)	 甘育濬 (3/9)	 柯文朱 (3/20)
	 	 蕭靖澂 (3/20)	 馮惠娩 (3/20)	 馬萬青 (3/20)	 顏秀芬 (3/20)	 張小芬 (3/20)	 陳柏蓉 (3/20)	 楊祺生 (3/20)	 楊采婕 (3/20)	 楊莞筠 (3/20)
	 	 許家逢 (3/20)	 許詠程 (3/20)	 曾玉雯 (3/20)	 梁聖亞 (3/20)	 吳永舒 (3/11)	 吳采妤 (3/11)	 郭金蓮 (3/11)	 林志南 (3/21)	 楊舒媛 (3/21)
	 	 蘇鈺祐	蘇千惠	連家華	蘇正竹 (3/14)	 吳亮吟 (3/23)	 徐振唐 (3/21)	 徐崇凱 (3/21)	 周忠富 (3/21)	 周椿騰 (3/21)	 陳盈朱 (3/21)
	 	 陳慧頤 (3/21)	 許宗皓 (3/14)	 閻秋燕 (3/15)	 邱美雪 (3/21)	 謝丞皓 (3/21)	 林燦宇 (3/21)	 黎秀妍 (3/21)	 王婷柔 (3/21)	 吳慧美 (3/21)
	 	 鄭玉琦 (3/23)	 林順 (3/23)	 歐陽雅玲 (3/23)	 陳良演 (3/23)	 李先居 (3/23)	 陳遠哲 (3/14)	 張宏裕 (3/14)	 張子宸 (3/14)
	 	 尤雅玲 (3/23)	 鄭惟庭 (3/23)	 劉莉莉 (3/23)	 郭奕瓊	宋沛帆 (3/23)	 楊信桂 (3/23)	 施淑芬 (3/23)	 黃芃甄 (3/23)	 李澤翔 (3/23)
	 	 李美玉 (3/23)	 余秉芮 (3/23)	 葉春美 (3/23)	 劉和綸 (3/23)	 吳麗芬 (3/23)	 蘇桂滿 (3/15)	 蘇冠丞 (3/27)	 陳一儀 (3/15)	 林奕妘 (3/17)
	 	 陳宏慈 (3/16)	 施阿淑 (3/16)	 陳慧菁 (3/16)	 陳麗淑 (3/17)	 林麗琴 (3/18)	 唐文斌 (3/18)	 周毓滿 (3/17)	 江宜庭 (3/17)	 葉昱婷 (3/17)
	 	 蘇秀美 (3/19)	 許哲誌 (3/19)	 許明傑 (3/19)	 許汎傑 (3/19)	 張喬茵 (3/30)	 程怡婷 (3/30)	 簡貴櫻 (3/18)	 莊 BABY(3/18)	許勝璋 (3/19)
	 	 陳映珍 (3/19)	 曲妤庭 (3/22)	 劉威廷 (3/23)	 鄭華文 (3/23)	 崔立潔 (3/30)	 葉軒甫	葉晏廷 (3/21)	 孫益僑 (3/22)	 吳淑芬 (3/30)
	 	 鄭淇庭 (3/30)	 賴怡蓉 (3/30)	 陳萱倚 (3/30)	 陳柏融 (3/30)	 吳政翰 (3/30)	 曾碧姿 (3/30)	 黃珮雯 (3/30)	 翁書傑 (3/30)	 劉高志 (3/30)
	 	 郭江月娥 (3/30)	 安後得 (3/30)	 黃宏彬 (3/23)	 陳和源 (3/23)	 謝政倫 (3/24)	 吳沛璇 (3/25)	 蕭宗宏 (3/25)	 林思妤 (3/25)
	 	 劉彥琳 (3/27)	 劉月鳳 (3/26)	 藍小姐 (3/23)	 江宓怡 (3/28)	 楊碧芬 (3/28)	 鍾明達 (3/28)	 善心人士 (3/28)	 林顥原 (3/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1)	 周彩華 (3/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2)	 蘇柏綸	蘇蜂鈞	林欣慧	蘇振輝	劉面	林忠義	林秀鑾 (3/16)	 全欣 (3/16)
	 	 善心人士 (3/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8)	 sunny(3/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	 葉健霆 (3/31)
	 	 劉宥騰 (3/29)	 丁振陽 (3/29)	 鄭婷文 (3/28)	 廖建智 (3/27)	 曾維揚 (3/27)	 吳峻寬 (3/26)	 彭鴻文 (3/25)	 林慧君 (3/24)	 楊勝傑 (3/21)
	 	 玄音三義 (3/22)	 章寧靜 (3/21)	 廖建智 (3/10)	 黃錫鐘 (3/20)	 林怡苹 (3/20)	 鄭哲智 (3/18)	 李金龍 (3/18)	 蔡昱玟 (3/15)
	 	 飛政班 67 期 (3/18)	 楊淑靜 (3/15)	 南平媽媽 (3/14)	 廖建智 (3/17)	 楊怡娟 (3/13)	 丁姝嫣 (3/13)	 方佑宇 (3/13)
	 	 蔡榮峻 (3/13)	 廖善美 (3/12)	 林軒宇 (3/12)	 郭 &施 (3/12)	 王意憲 (3/9)	 卓其賢 (3/8)	 林欣瑾 (3/8)	 李榮塗 (3/10)	 陳科羽 (3/10)
	 	 王李文馨 (3/10)	 王天龍 (3/10)	 李宗哲 (3/10)	 黃彼得 (3/9)	 周吟徽 (3/11)	 王志豪 (3/18)	 黃閔榆 (3/18)	 黃佳莉 (3/7)
	 	 許靈寶 (3/7)	 蔡妙信 (3/6)	 蔡宜娟 (3/4)	 cpxchtcxf(3/4)	林育虔 (3/4)	 善心人士 (3/3)	 彭秀珠 (3/1)	 羅小玫 (3/2)	 王進寶 (3/6)
	 	 OKGO捐款 (3/13)	 OKGO捐款 (3/6)	 OKGO捐款 (3/7)	 OKGO捐款 (3/23)	 王家寶 (3/6)
	 	 王來寶 (3/6)	 王鑫寶 (3/6)	 方誠有限公司 (3/7)	 丁堉達 (3/26)	 宋建煌 (3/22)	 廖榆安 (3/16)	 宋建煌 (3/2)	 邱文信 (3/29)
	 	 藍玉霞 (3/29)	 楊立達 (3/8)	 黃靖文 (3/31)	 潘淑麗 (3/25)	 陳森塊 (3/14)	 蔡宗洋 (3/5)	 李品澔 (3/1)	 蔡宗祐 (3/24)	 陳姝妤 (3/10)
	 	 柯良玉 (3/1)	 王悅齡 (3/28)	 黃子珍 (3/22)	 林旻沂 (3/17)	 許銘浚 (3/23)	 謝斯傑 (3/29)	 邱春南 (3/14)	 張談 (3/7)	 黄寶月 (3/8)
	 	 南平媽媽媽 (3/2)	 林煜森 (3/12)	 曾苡晴 (3/17)	 趙國輝 (3/9)	 李德均 (3/7)	 卓卿熔 (3/30)	 張家豪 (3/10)	 李紀瑩 (3/21)
	 	 許瑋庭 (3/18)	 劉宗庭 (3/2)	 楊家玄靈高上帝 (3/31)	 何東昇 (3/17)	 張巧芬 (3/28)	 沈忠祈 (3/10)	 立仁國小五年丁班 (3/13)
	 	 李芝綾 (3/13)	 蔡佳諭 (3/13)	 許芷綺 (3/12)	 林韋彤 (3/31)	 潘翠娜 (3/17)	 許能淵 (3/10)	 許廣文 (3/15)	 黃鈺如 (3/20)	 張益銓 (3/23)
	 	 陳淑婉 (3/6)	 楊傑翔 (3/26)	 張翁珠 (3/30)	 洪苙哲 (3/30)	 巫碧珠 (3/31)	 曲幼蓁 (3/31)	 陳聖鑫 (3/31)	 陳源榮 (3/31)	 陳萬益 (3/31)
	 	 鄭乃瑜 (3/31)
	 258	 葉峻豪 (3/15)	 林淑貞 (3/16)
	 255	 黃依穎 (3/9)
	 250	 楊嬿鈴 (3/10)	 王孝瑀 (3/2)	 楊彭寶珠 (3/2)	 李美杏 (3/3)	 陳隆佑 (3/3)	 蔡宗旻 (3/15)	 蔡妍儀 (3/15)	 呂浩維 (3/16)	 賴秋湮 (3/4)
	 	 李文忠	邱蕙萍 (3/4)	 李羿萱	李柏翰 (3/4)	 林金玲 (3/4)	 楊竣閔 (3/4)	 林家歆 (3/4)	 蔡錫坤 (3/8)	 王泠樺 (3/7)
	 	 張美蘭 (3/8)	 梁傢鳳 (3/10)	 林敬傑 (3/21)	 白祐丞 (3/15)	 白祐羽 (3/15)	 涂良憲 (3/14)	 鄭維雄 (3/14)	 李豐昌 (3/23)	 陳韋翰 (3/15)
	 	 徐淑貞 (3/15)	 白力豪 (3/15)	 林佳芊 (3/18)	 林桃 (3/18)	 楊成秀 (3/19)	 王云 (3/29)	 蔡翔宇 (3/16)	 林志賢 (3/5)
	 248	 戚鼎榮 (3/17)
	 230	 chijunhao(3/9)
	 223	 黃雅芳 (3/30)
	 222	 蘇文芊 (3/16)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3/23)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3/23)
	 220	 蔡喻瓊 (3/23)
	 200	 小麥家烘焙坊 (3/3)	 至善國中 (3/3)	 劉玉珍 (3/3)	 善心人士 (3/3)	 善心人士 (3/3)	 宋建煜 (3/3)	 陳婉玲 (3/3)	 吳慧燕 (3/2)
	 	 何榮賜 (3/2)	 陳沛涔 (3/2)	 李淑玲 (3/2)	 張靜智 (3/2)	 許雅華 (3/2)	 蔡宜秀 (3/2)	 郭莉庭 (3/2)	 鄧宇皓 (3/2)	 鄧宇軒 (3/2)
	 	 陳育澍 (3/1)	 湯凱程 (3/1)	 莊佳穎 (3/3)	 林澄彥 (3/3)	 王淑禎 (3/3)	 善心人士 (3/3)	 善心人士 (3/3)	 蔡振東 (3/3)	 葉秋桃 (3/3)
	 	 善心人士 (3/3)	 台灣瑞普有限公司 (3/3)	 馬健凱	賴安愉 (3/3)	 楊宗杰 (3/3)	 翁蘭娜 (3/3)	 曾祥玫 (3/3)	 林蕙君 (3/6)
	 	 黃慧瑜 (3/6)	 吳沛穎 (3/6)	 北商會計資訊系學會 (3/3)	 善心人士 (3/3)	 善心人士 (3/3)	 廖喬伊 (3/3)	 善心人士 (3/2)	 林德勝 (3/5)
	 	 劉政杰 (3/7)	 張心雅 (3/7)	 黃寶琳 (3/10)	 蔡卓錚 (3/10)	 王照雲 (3/10)	 陳秀限 (3/10)	 卓浩瑋 (3/10)	 曲淑芳 (3/1)	 李啟瑞 (3/1)
	 	 楊佳鳳 (3/1)	 廖韋綸 (3/1)	 楊關安 (3/1)	 白昭容 (3/10)	 阮筱蓉 (3/10)	 邵郁婷 (3/10)	 陳品蓁 (3/14)	 蔡鎮謙 (3/10)	 林昇諒 (3/10)
	 	 林宥廷 (3/10)	 林煌期 (3/10)	 陳得君 (3/1)	 林美君 (3/1)	 高琦龍 (3/1)	 林貽仁 (3/1)	 林家萱 (3/1)	 林中仁 (3/1)	 鄭財華 (3/1)
	 	 吳銘富	吳陳秀卿 (3/1)	 曾紀孜 (3/2)	 林守民 (3/2)	 林其莉 (3/2)	 無名氏 (3/14)	 林其煜 (3/2)	 許民瑄 (3/2)	 陳裕承 (3/2)
	 	 江冠勛 (3/2)	 蕭語喬 (3/2)	 謝依伶 (3/15)	 賴秀禎 (3/15)	 蔡秀琴 (3/2)	 許丰蘅 (3/2)	 江科論 (3/2)	 鍾牡丹 (3/3)	 葉安琦 (3/3)
	 	 李炘諺 (3/2)	 朱烈興 (3/3)	 幫助低收入者 (3/5)	 莊宜璇 (3/15)	 陳宥伊 (3/15)	 莊以樂 (3/15)	 顏林沛瀠 (3/15)
	 	 蔡雅近 (3/3)	 善心人士 (3/5)	 李賢德 (3/4)	 謝佳蓉 (3/15)	 周葦綺 (3/15)	 陳彥州 (3/15)	 陳彥霖 (3/15)	 劉亮彤 (3/15)	 林慧君 (3/15)
	 	 范佳莉 (3/15)	 林泓毅 (3/16)	 楊蕙瑀 (3/15)	 無名氏 (3/15)	 吳映樂 (3/15)	 陳羽潔 (3/15)	 無名氏 (3/15)	 何遂裕 (3/15)	 林誼婕 (3/15)
	 	 陳右珊 (3/15)	 許小薇 (3/15)	 陳威霖 (3/15)	 吳柏燁 (3/15)	 楊晏萍 (3/15)	 傅馨怡 (3/15)	 高睿晨 (3/15)	 詹唐威 (3/15)	 郭嘉欣 (3/15)
	 	 江雨珊	陳舒婷 (3/15)	 連少紋 (3/15)	 洪油山 (3/15)	 無名氏 (3/15)	 沈紋如 (3/15)	 無名氏 (3/15)	 萬美媛 (3/15)	 賴姵璇 (3/15)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3/01~2022/03/31

	 	 陳芊羽 (3/15)	 濮亞莉 (3/15)	 黃馨誼 (3/15)	 黃建豪 (3/15)	 無名氏 (3/15)	 邱慧娟 (3/15)	 李雅微 (3/15)	 吳美賢 (3/15)	 馮琪茵 (3/15)
	 	 無名氏 (3/15)	 許允霏 (3/15)	 陳雪愉 (3/15)	 傅丹謙 (3/15)	 高瑞霞 (3/15)	 林佩潔 (3/15)	 邱玉萍 (3/15)	 蔡丞勛 (3/15)	 郭金玉 (3/15)
	 	 彭伊筠 (3/15)	 張茾涵 (3/15)	 鍾昕舫	鍾旻格 (3/15)	 柯秀娟 (3/15)	 黃重輝 (3/15)	 無名氏 (3/15)	 張博鈞 (3/15)	 蘇宥楨 (3/15)
	 	 莊雅淇 (3/15)	 陳美碧 (3/15)	 顏守駿 (3/15)	 郭亭佑 (3/15)	 李湘蓉 (3/15)	 張國榮 (3/15)	 曾俊冠 (3/16)	 周佳樺 (3/3)	 林宛靜 (3/3)
	 	 謝昀諺 (3/16)	 蕭少宏 (3/16)	 湯湘華 (3/16)	 欒芊寶 (3/16)	 徐秋如 (3/16)	 賴靜瑜	林志南 (3/16)	 林翰呈 (3/16)	 朱恩廷 (3/3)
	 	 朱清顯 (3/3)	 林佑聰 (3/3)	 林恩宇 (3/3)	 林韋彤 (3/3)	 邱若瑜 (3/14)	 連金輝	李阿葉 (3/3)	 方包 (3/3)	 葉楚涵 (3/3)
	 	 林湘昀 (3/15)	 李幸霖 (3/4)	 李欣融 (3/4)	 田雅文 (3/9)	 張進慧 (3/4)	 黃慧瑜 (3/14)	 善心人士 (3/17)	 李靜怡 (3/17)
	 	 韓有綱 (3/4)	 吳炯毅 (3/4)	 雷依荷 (3/4)	 張頌月 (3/4)	 陳一誠 (3/7)	 吳承軒 (3/4)	 吳育儒 (3/4)	 吳佳瑼 (3/4)	 吳育耆 (3/4)
	 	 岩秋君 (3/4)	 劉貞伶 (3/4)	 陳永昇 (3/4)	 鄭嘉妤 (3/4)	 吳振武 (3/4)	 林義忠 (3/7)	 鄧澤霖 (3/5)	 陳順茂 (3/8)	 陳柯秀美 (3/8)
	 	 蘇美珍 (3/8)	 鄧后瑜 (3/5)	 邱麗香 (3/5)	 善心人士 (3/5)	 陳耀嘉 (3/7)	 曲淑君 (3/7)	 林進星 (3/7)	 黃呈豪 (3/8)	 林立軒 (3/7)
	 	 林佑聰 (3/8)	 林韋彤 (3/8)	 周佳樺 (3/8)	 陳國偉 (3/8)	 陳禹穎 (3/8)	 吳佩蓮 (3/8)	 林恩宇 (3/8)	 程芳芝 (3/7)	 呂嬋娟 (3/7)
	 	 利聖輝 (3/20)	 江世豪 (3/9)	 林品宏 (3/10)	 徐玟庭 (3/20)	 姚永地 (3/10)	 侯宜彤 (3/11)	 胡禮玲 (3/8)	 方世惠 (3/8)	 張智泓 (3/8)
	 	 黃文修 (3/8)	 邱王寶月 (3/8)	 陳玟晴 (3/8)	 黃禹碩 (3/8)	 林宛靜 (3/8)	 徐雅莉 (3/8)	 賴偉銓 (3/20)	 簡建忠	楊素蘭 (3/8)
	 	 邱王寶月 (3/8)	 李佳蓮 (3/8)	 張有筌 (3/8)	 余尚恩 (3/8)	 呂欣佩 (3/8)	 陳彥儒 (3/18)	 無名氏 (3/17)	 陳于毅 (3/21)	 周秀蓁 (3/9)
	 	 陳英華 (3/10)	 蔡啟聰 (3/20)	 徐瑋傑 (3/20)	 吳宇君 (3/11)	 蕭凱駿 (3/11)	 侯志賢 (3/11)	 林品慈 (3/23)	 林聖哲 (3/23)	 張鈞哲 (3/20)
	 	 江美春 (3/9)	 吳素貞 (3/9)	 蕭力達 (3/9)	 吳俊杰 (3/20)	 郭孟君 (3/20)	 郭孟真 (3/20)	 蔡永晟 (3/20)	 林燕 (3/20)	 黃楷元 (3/20)
	 	 王郁芬 (3/20)	 張聖明 (3/20)	 許芊莎 (3/20)	 曾云柔 (3/20)	 洪宥稜 (3/20)	 張少宏 (3/20)	 林玉茹 (3/20)	 郭長盛 (3/20)	 陳美蓮 (3/20)
	 	 許淵宏 (3/20)	 陳宥程 (3/20)	 鄒宗諺 (3/20)	 涂英惠 (3/20)	 張凱崴 (3/20)	 林瓊紅 (3/20)	 廖柏豪 (3/10)	 黃筠彤 (3/22)	 邱榆鈞 (3/22)
	 	 林彥丞 (3/9)	 李釩溱 (3/10)	 林佩穎 (3/10)	 蕭木榮 (3/11)	 林美惠 (3/11)	 蕭博豪 (3/11)	 蕭睿廷 (3/11)	 蕭睿辰 (3/11)	 張益旗 (3/22)
	 	 蕭毓玲 (3/11)	 侯冠佑 (3/11)	 伍冠樺 (3/11)	 吳奕傑全家 (3/11)	 許秀蘭 (3/11)	 林哲勤 (3/15)	 翁玉靜 (3/15)	 翁玉樺 (3/15)
	 	 翁進添 (3/15)	 黃楨琇 (3/15)	 賴琮棋 (3/12)	 蔡宣羽 (3/12)	 李劉淑女 (3/12)	 侯沛玲 (3/14)	 賴彥君 (3/12)	 許峯瑞 (3/21)
	 	 林倩儀 (3/15)	 邱淑菡 (3/21)	 林莉莎 (3/21)	 鄭雅瑜 (3/15)	 周宇祥 (3/21)	 李佩諦 (3/21)	 黃建樺	蕭愛務 (3/21)	 王蓁儀 (3/21)
	 	 陳台彬 (3/21)	 唐美雲 (3/21)	 廖羿囷 (3/21)	 周芷菥 (3/21)	 周如婉 (3/21)	 蘇鈺祐	蘇千惠	連家華	蘇正竹 (3/14)	 兒癌之友 (3/15)
	 	 呂嘉益 (3/15)	 周雅鈴 (3/21)	 周琴鶯 (3/21)	 周俐妘 (3/23)	 黃璿霖 (3/14)	 方琮彬 (3/14)	 陳靜美 (3/14)	 洪素珠 (3/14)	 林美娟 (3/14)
	 	 游明祥 (3/23)	 江怡慧 (3/23)	 吳雅惠 (3/23)	 田麗霞 (3/23)	 郭奕瓊	宋沛帆 (3/23)	 陳玉真 (3/23)	 洪啟倫 (3/23)	 邱聖翔 (3/23)
	 	 孫錦堂	黃鈺婷	邱奕祺 (3/23)	 孫錦堂	黃鈺婷	邱奕祺 (3/23)	 孫錦堂	黃鈺婷	邱奕祺 (3/23)	 郭芊筠 (3/23)	 善心人士 (3/23)
	 	 翁嘉南 (3/15)	 劉龍珠 (3/15)	 林順意 (3/15)	 善心人士 (3/23)	 曾紀孜 (3/16)	 閻秋月 (3/15)	 紀宥任 (3/16)	 陳崴煬 (3/16)
	 	 陳建洲 (3/16)	 陳俊宏 (3/16)	 吳素赺 (3/16)	 劉玉華 (3/16)	 李威霆 (3/22)	 謝鈞翔	羅麗珠 (3/17)	 簡靖晏 (3/17)	 吳聰俊 (3/17)
	 	 陳柔安 (3/17)	 紀泓維 (3/16)	 陳威誌 (3/16)	 黃子淳 (3/25)	 侯施帆 (3/25)	 蔡佩蓁 (3/16)	 陳麗文 (3/16)	 梁菽茹 (3/16)	 陳禹豪 (3/16)
	 	 謝炎農	謝茹涵 (3/17)	 程芳芝 (3/18)	 黃晴	黃新 (3/18)	 王椒珍 (3/18)	 黃梅貞 (3/18)	 宋回祐 (3/17)	 游春梅 (3/17)
	 	 顏民恩 (3/17)	 林慧芬 (3/17)	 楊湧泉 (3/17)	 柯玉惠	魏心恬 (3/17)	 蔡向懿 (3/30)	 史濟能 (3/30)	 林錦坤 (3/18)	 賴佩怡 (3/22)
	 	 陳治國 (3/18)	 曲大中 (3/22)	 李皓仟	小朋友 (3/22)	 張冠瑩 (3/22)	 梁永銘 (3/22)	 無名氏 (3/22)	 廖韋綸 (3/22)	 林晉豪 (3/21)
	 	 林宛靜 (3/24)	 洪佩珊 (3/30)	 賴佩君 (3/22)	 陳紀諳 (3/22)	 吳明璋 (3/22)	 張王黎平 (3/22)	 林韋彤 (3/24)	 陳昱澍 (3/22)
	 	 曲許秋引 (3/22)	 林佑聰 (3/24)	 黃美媛 (3/30)	 劉杏枝 (3/30)	 卜建威 (3/30)	 張嘉霖 (3/30)	 黃淳意 (3/30)	 劉佩儒 (3/30)
	 	 李盈庭 (3/30)	 李淑煖 (3/30)	 朱翰宸 (3/29)	 吳睿澤 (3/29)	 林文一 (3/21)	 林晉維 (3/21)	 鄭淑貞 (3/21)	 賴佑承 (3/22)	 賴佩佳 (3/22)
	 	 王星寰 (3/28)	 陳彥如 (3/28)	 石孟宮 (3/23)	 林恩宇 (3/24)	 周佳樺 (3/24)	 林奕綸 (3/24)	 無名氏 (3/24)	 林玟廷 (3/28)	 吳閎熙 (3/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31)	 林曉青 (3/27)
	 	 簡佑 (3/23)	 曾紀孜 (3/28)	 呂明秀 (3/28)	 李佳諭 (3/28)	 林玟圻 (3/28)	 余儒滄 (3/28)	 陳靖傑 (3/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5)	 楊錦龍 (3/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9)	 鄭惠娟 (3/17)	 黃麗蘭 (3/17)	 張王順 (3/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3)	 黃方君 (3/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2)	 黃淑雲 (3/17)	 邱聿薇 (3/16)	 丁丁 (3/23)
	 	 黃方君 (3/23)	 周禹彤 (3/15)	 周雅鳳 (3/15)	 王怡蘋 (3/15)	 楊錦龍 (3/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8)	 楊錦龍 (3/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6)	 李承哲 (3/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3)	 溫詠鈞 (3/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	 劉惠月 (3/31)	 楊順淵 (3/30)	 劉秀敏 (3/30)
	 	 蘇柏綸	蘇蜂鈞	林欣慧	林忠義 (3/29)	 江宜娟 (3/28)	 王怡蘋 (3/28)	 陳珮瑄 (3/27)	 李佳蓉 (3/26)	 洪美惠 (3/24)	 吳家瑋 (3/24)
	 	 曾承惠 (3/22)	 蔡宜娟 (3/21)	 王怡蘋 (3/21)	 宋家豪 (3/21)	 陳貞如 (3/21)	 江倍菁 (3/21)	 葉書誠 (3/28)	 葉書誠 (3/22)	 邱宜婷 (3/20)
	 	 宸詳鐳射有限公司 (3/20)	 吳欽 (3/19)	 橘子 (3/19)	 林泓瑮 (3/18)	 馬松威 (3/15)	 賀頤屏 (3/14)	 徐英雅 (3/14)	 楊善程 (3/4)
	 	 保生大帝 (3/14)	 楊善鈞 (3/4)	 橘子 (3/13)	 王明群 (3/12)	 廖苡晴 (3/12)	 張容菲 (3/12)	 謝宗翰 (3/12)	 涂靖晨 (3/11)
	 	 諶學儒 (3/27)	 諶學儒 (3/13)	 諶學儒 (3/5)	 羅易崧 (3/18)	 何志遠 (3/14)	 何志遠 (3/3)	 何志遠 (3/31)	 何志遠 (3/30)	 何志遠 (3/29)
	 	 何志遠 (3/28)	 何志遠 (3/27)	 何志遠 (3/26)	 何志遠 (3/25)	 林洧瑜 (3/11)	 何志遠 (3/24)	 何志遠 (3/23)	 何志遠 (3/22)	 何志遠 (3/21)
	 	 何志遠 (3/20)	 何志遠 (3/19)	 何志遠 (3/18)	 何志遠 (3/17)	 漆艷卿 (3/9)	 蘇姿帆 (3/8)	 林汶雀 (3/8)	 張語翰 (3/11)	 陳足馥 (3/10)
	 	 蔡秋鳳 (3/10)	 yo(3/10)	 王思蘋 (3/10)	 簡姵萱 (3/10)	 鍾定原 (3/9)	 劉志祥 (3/9)	 曽陽昇 (3/9)	 何曜呈 (3/4)	 邱琇伶 (3/4)
	 	 善心人士 (3/7)	 王怡蘋 (3/7)	 鄭文進 (3/7)	 王舒晴 (3/7)	 黃竑少 (3/7)	 林陳助 (3/7)	 蔡曉鐶 (3/6)	 詹力盈 (3/6)	 姚昭丞 (3/5)
	 	 廖亭盈 (3/5)	 周秋玲 (3/5)	 邱于恬 (3/4)	 黃若函 (3/4)	 鄭榮坤 (3/4)	 林夢如 (3/4)	 陳佳佳 (3/3)	 林意恩 (3/3)	 黃麗蘭 (3/3)
	 	 曾淑婷 (3/3)	 shiow(3/3)	 善心人士 (3/3)	 王美霞 (3/2)	 王怡蘋 (3/1)	 楊錦龍 (3/1)	 張天助 (3/1)	 曹軒睿 (3/1)	 曹軒瑉 (3/1)
	 	 何志遠 (3/16)	 何志遠 (3/15)	 何志遠 (3/13)	 何志遠 (3/12)	 何志遠 (3/11)	 何志遠 (3/10)	 何志遠 (3/9)	 何志遠 (3/8)	 何志遠 (3/7)
	 	 何志遠 (3/6)	 何志遠 (3/5)	 何志遠 (3/4)	 何志遠 (3/2)	 OKGO捐款 (3/16)	 OKGO捐款 (3/26)	 胡紘愿 (3/25)
	 	 OKGO捐款 (3/28)	 OKGO捐款 (3/29)	 莊佩琪 (3/16)	 王聲揚 (3/16)	 方誠有限公司 (3/3)	 程怡潔 (3/21)
	 	 胡紘愿 (3/15)	 胡紘愿 (3/7)	 胡紘愿 (3/1)	 劉依霖 (3/26)	 朱啓銘 (3/29)	 陳文熙 (3/29)	 宋承運 (3/24)	 游佳諭 (3/2)	 魏唐富足 (3/6)
	 	 黃宇婷 (3/1)	 莊庭瑄 (3/10)	 連勝恩 (3/17)	 陳雅渟 (3/3)	 陳子玄 (3/26)	 謝欣窕 (3/13)	 鍾佳宏 (3/24)	 李明翰 (3/29)	 葉怡熒 (3/26)
	 	 黃建盛 (3/2)	 彭盛興 (3/4)	 林綺筠 (3/8)	 江蘭英 (3/25)	 高熊俊成 (3/19)	 鄒雨潔 (3/16)	 賴鈺雯 (3/4)	 盧亮妤 (3/1)
	 	 蘇英菊 (3/3)	 劉員呈 (3/1)	 洪鈴雅 (3/13)	 劉祉辰 (3/25)	 張郁婷 (3/22)	 邱建華 (3/1)	 曾渝鈞 (3/20)	 黃麥特 (3/22)	 陳怡萍 (3/22)
	 	 林書瑋 (3/7)	 林威志 (3/4)	 林紫歆 (3/26)	 陳宥心 (3/10)	 郭俞棻 (3/21)	 張貴寶 (3/3)	 莊玉蓁 (3/15)	 游子瑩 (3/26)	 呂冠龍 (3/10)
	 	 善心人士 (3/23)	 洪家富 (3/3)	 呂惠蓉 (3/7)	 邱家豪 (3/9)	 陳承佑 (3/23)	 林佩君 (3/24)	 施嘉韋 (3/26)	 張瑜軒 (3/29)
	 	 陳品伃 (3/30)	 林俊廷	林文琳 (3/30)	 蔡耀堂 (3/30)	 蘇勇豪 (3/30)	 蔡佳燕 (3/30)	 蔡佳憓 (3/30)	 連金輝	李阿葉 (3/29)
	 	 吳柏陞	楊宗憲 (3/30)	 黃晶皓	黃清霞 (3/30)	 林函怡 (3/30)	 鄭明勝 (3/30)	 吳亭儀	楊秉樺 (3/30)	 呂雯玲 (3/30)
	 	 陳謙祐 (3/31)	 阮雅晴 (3/31)	 江阿寶 (3/31)	 陳宗達 (3/31)
	 180	 何美玲 (3/31)	 何美玲 (3/30)	 何美玲 (3/29)	 何美玲 (3/28)	 何美玲 (3/26)	 何美玲 (3/25)	 何美玲 (3/24)	 何美玲 (3/23)	 何美玲 (3/22)
	 	 何美玲 (3/21)	 何美玲 (3/20)	 何美玲 (3/19)	 何美玲 (3/18)	 何美玲 (3/17)	 何美玲 (3/16)	 何美玲 (3/15)	 何美玲 (3/14)	 何美玲 (3/13)
	 	 何美玲 (3/12)	 何美玲 (3/11)	 何美玲 (3/10)	 何美玲 (3/9)	 何美玲 (3/8)	 何美玲 (3/7)	 何美玲 (3/6)	 何美玲 (3/5)	 何美玲 (3/4)
	 	 何美玲 (3/3)	 何美玲 (3/2)	 何美玲 (3/1)
	 168	 陳福昌 (3/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1)	 董衣玲 (3/4)	 彭國彬 (3/4)	 黃千芬 (3/26)
	 160	 邱怡芝 (3/7)
	 155	 陳建學 (3/31)	 陳佳佳 (3/2)
	 151	 簡羽崝 (3/22)

52 53

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3/01~2022/03/31

	 150	 無名氏 (3/2)	 陳宥霖 (3/15)	 陳宥綸 (3/15)	 戴軒丞 (3/4)	 戴浚洺 (3/4)	 戴昱欽 (3/4)	 林思妤 (3/23)	 林恩瑝 (3/23)	 林意璇 (3/25)
	 	 陳思瑋 (3/31)	 陳思瑋 (3/30)	 陳思瑋 (3/29)	 陳思瑋 (3/28)	 陳思瑋 (3/26)	 陳思瑋 (3/25)	 陳思瑋 (3/24)	 陳思瑋 (3/23)	 陳思瑋 (3/22)
	 	 陳思瑋 (3/21)	 陳思瑋 (3/20)	 陳思瑋 (3/19)	 陳思瑋 (3/18)	 陳思瑋 (3/17)	 陳思瑋 (3/16)	 陳思瑋 (3/15)	 陳思瑋 (3/14)	 陳思瑋 (3/13)
	 	 陳思瑋 (3/12)	 陳思瑋 (3/11)	 陳思瑋 (3/10)	 陳思瑋 (3/9)	 陳思瑋 (3/8)	 陳思瑋 (3/7)	 陳思瑋 (3/6)	 陳思瑋 (3/5)	 陳思瑋 (3/4)
	 	 陳思瑋 (3/3)	 陳思瑋 (3/2)	 陳思瑋 (3/1)
	 124	 李至偉 (3/21)
	 120	 林采婕 (3/7)	 林祐進 (3/7)	 林依潔 (3/7)	 沈明興 (3/8)	 張家薇 (3/24)
	 110	 李沛臻 (3/30)	 劉宜蓁 (3/9)
	 109	 吳堉帆 (3/16)	 吳建生 (3/16)	 簡恬馨 (3/30)	 吳禹申 (3/30)
	 101	 施育憲 (3/30)
	 100	 汪子淇 (3/2)	 邱麗安 (3/2)	 邱政雄 (3/2)	 黃阿月 (3/2)	 陳又禎 (3/2)	 陳元皓 (3/2)	 張籽和 (3/2)	 陳玉姿 (3/2)	 鄭國慶 (3/2)
	 	 呂梓瑄 (3/2)	 柯威誌 (3/2)	 柯家蓁 (3/2)	 柯睿承 (3/2)	 楊莉羚 (3/2)	 李幸真 (3/2)	 莊莉萍 (3/2)	 黃昱翔 (3/2)	 無名氏 (3/2)
	 	 無名氏 (3/1)	 無名氏 (3/1)	 無名氏 (3/1)	 無名氏 (3/1)	 無名氏 (3/3)	 鄧兆麟 (3/5)	 鄧宛榛 (3/5)	 王瑞芬 (3/10)	 鍾芳怡 (3/10)
	 	 鄭文昇 (3/10)	 梁淑惠 (3/10)	 李瑞英 (3/10)	 劉佩欣 (3/10)	 鄭妤萱 (3/10)	 謝佳妤 (3/10)	 林素櫻 (3/10)	 郭佑訓 (3/10)	 方鳳祺 (3/10)
	 	 黃再安 (3/1)	 黃于倫 (3/1)	 黃月霞 (3/1)	 藍可馨 (3/1)	 楊鳳鈴 (3/1)	 李春緞 (3/1)	 藍瑀岑 (3/1)	 鄭安妤 (3/1)	 鄭婕妤 (3/1)
	 	 郭佑峯 (3/10)	 曾泳芸 (3/10)	 梁志忠 (3/10)	 陳菊妹 (3/1)	 黃月霞 (3/1)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3/1)	 戴春蘭 (3/10)	 洪千雯 (3/1)
	 	 唐子婷 (3/1)	 林建豐 (3/1)	 林宜潔 (3/1)	 黃馨儀 (3/2)	 楊立莉 (3/2)	 無名氏 (3/12)	 陳建明 (3/2)	 楊立莉 (3/2)	 楊森帆 (3/2)
	 	 楊黃玉花 (3/2)	 顧啟輝 (3/4)	 顧家維 (3/4)	 無名氏 (3/15)	 陳錦蓉 (3/15)	 無名氏 (3/15)	 林佳玉 (3/15)	 蔡羽晴 (3/15)	 許棠琦 (3/15)
	 	 無名氏 (3/15)	 劉文良 (3/16)	 張芷榕 (3/16)	 洪翊博 (3/15)	 童瑞棋 (3/15)	 吳玟靜 (3/15)	 毛璿輝 (3/15)	 毛沛緹 (3/15)	 毛珮絮 (3/15)
	 	 吳蕎絹 (3/15)	 劉惠玲 (3/15)	 陳靜慧 (3/15)	 張淑靜 (3/15)	 呂諺君 (3/15)	 祁淑芳 (3/15)	 無名氏 (3/15)	 陳譽馨 (3/15)	 李誌育 (3/15)
	 	 林雯雯 (3/15)	 楊采苓 (3/15)	 羅家永 (3/15)	 田曜瑆 (3/15)	 蔡東乘 (3/15)	 蔡沐儒 (3/15)	 陳彥伶 (3/15)	 黃香齊 (3/15)	 呂瑞敏 (3/15)
	 	 翁韶榕 (3/15)	 王思評 (3/15)	 王震瑜 (3/15)	 王學洧 (3/15)	 陳季盈 (3/15)	 王照蘋 (3/15)	 顏韵芯 (3/15)	 顏品硯 (3/15)	 無名氏 (3/15)
	 	 嚴智馨 (3/15)	 黃健銘 (3/15)	 無名氏 (3/15)	 洪啟景 (3/15)	 吳肇文 (3/15)	 吳欣樺 (3/15)	 王識涵 (3/15)	 賴枚儀 (3/15)	 黃筱晴 (3/15)
	 	 黃宣瑄 (3/15)	 林淑惠 (3/15)	 邱榆鈞 (3/15)	 陳新妮 (3/15)	 林登源 (3/15)	 張雅筑 (3/15)	 賴開方 (3/16)	 許博洋 (3/16)	 林軒妤 (3/16)
	 	 許洧銘 (3/16)	 許庭銨 (3/16)	 陳妤瑄 (3/16)	 陳廷瑋 (3/16)	 謝鈺苓 (3/16)	 許殷銘 (3/3)	 許文耀 (3/3)	 無名氏 (3/14)	 葉家宏 (3/3)
	 	 黃麗君 (3/4)	 顧維恩 (3/4)	 邱鎮國 (3/4)	 邱栩丞 (3/4)	 張鴻志 (3/4)	 賴瑞緣 (3/4)	 張定沂 (3/4)	 張瑛珍 (3/4)	 張立蓁 (3/4)
	 	 邱啟軒 (3/4)	 邱芳妤 (3/4)	 李玉霞 (3/4)	 魏國輝 (3/4)	 彭敬婷 (3/4)	 張詠昌 (3/4)	 張詠昇 (3/4)	 林臻旎 (3/4)	 潘柏恩 (3/4)
	 	 林亮亮 (3/5)	 黃采慧 (3/4)	 林宗昀 (3/4)	 翁淑芬 (3/4)	 吳玲芳 (3/4)	 黃雅真 (3/4)	 陳轀才 (3/4)	 湛姵婷 (3/4)	 田九光 (3/4)
	 	 陳竑翰 (3/4)	 陳廷昌 (3/4)	 李奇聰 (3/4)	 蔡育庭 (3/7)	 詹怡萍 (3/7)	 林洧禾 (3/5)	 蔡育慈 (3/7)	 黃怡華 (3/7)	 陳威翰 (3/7)
	 	 林恩平 (3/7)	 陳慧瑾 (3/7)	 林恩宇 (3/7)	 林佑恩 (3/7)	 蔡邱對 (3/7)	 蔡惠平 (3/7)	 陳榕萱 (3/7)	 陳憶雯 (3/7)	 林聖恩 (3/7)
	 	 鄭連清 (3/20)	 尤偉迪	蘇莉婷無緣之子 (3/9)	 鄒佳宏 (3/20)	 陳彥榤 (3/8)	 徐韻惠 (3/8)	 徐韻雯 (3/8)	 黃郁炘 (3/8)	 張哲瑋 (3/8)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3/8)	 彭淑美 (3/8)	 倪慶豐	倪弘矅	倪萬宥 (3/8)	 邱思嘉 (3/19)	 唐紜晴	吳春蘭 (3/19)	 鄭凱謙 (3/8)
	 	 張鎮麟 (3/8)	 徐韻婷 (3/8)	 吳佳蓮 (3/8)	 善心人士 (3/21)	 林宗瑋 (3/21)	 黃瓊慧 (3/10)	 廖國源 (3/10)	 黃素惠 (3/20)
	 	 周湘慧 (3/20)	 林晉妃 (3/9)	 張維庭 (3/10)	 蔡永欽 (3/10)	 黃律綺 (3/10)	 陳佳恩 (3/9)	 張琍 (3/9)	 鄭君梅 (3/20)	 蔡皓旭 (3/20)
	 	 潘麗美 (3/20)	 楊智鈞 (3/20)	 楊博詠 (3/20)	 張簡志霖 (3/20)	 江桓旭 (3/20)	 蔡政廷 (3/20)	 邱薰誼 (3/20)	 曾竣蔚 (3/20)
	 	 李哲凱 (3/20)	 胡家為 (3/20)	 周秋香 (3/20)	 蔡永康 (3/20)	 鄭君茹 (3/20)	 陳亞音 (3/20)	 柯佩宜 (3/20)	 張伉佑 (3/20)	 張恩睿 (3/10)
	 	 陳佳慧 (3/9)	 陳佳聖 (3/9)	 洪千雯 (3/9)	 陳蘭馨 (3/10)	 蔡祐廷 (3/10)	 王聖文 (3/11)	 江幸真	江彥儀 (3/11)	 李黃英 (3/11)
	 	 王郁婷 (3/11)	 陳家福 (3/11)	 許芸瑄 (3/14)	 張岱萍	張龔梅枝 (3/11)	 陳秋妤	江俊傑 (3/11)	 何佩諠 (3/14)	 吳秀真 (3/21)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3/11)	陳慶和	陳麗華 (3/11)	 徐品蕙 (3/14)	 陳昱汶 (3/14)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3/14)	陳德明 (3/21)
	 	 陳宥諶 (3/21)	 楊雅珺 (3/21)	 陳品妘 (3/21)	 林美束 (3/21)	 石博翔 (3/21)	 楊宗杰 (3/21)	 馬家馨 (3/23)	 陳言禕 (3/21)	 陳易霈 (3/21)
	 	 郭兆權 (3/21)	 江青貞 (3/21)	 梅哲卓也 (3/21)	 簡慧玲 (3/21)	 林鈺珊 (3/21)	 林豈崋 (3/21)	 蔡汝素 (3/21)	 林錦鴻 (3/21)
	 	 羅金漢 (3/21)	 鄭詠馨 (3/21)	 何沛洵 (3/21)	 陳怡如 (3/14)	 何振禔 (3/21)	 施伶孜 (3/14)	 陳天賜 (3/15)	 高世杰 (3/23)	 陳怡妏 (3/23)
	 	 邱振豪 (3/14)	 邱偉家 (3/14)	 陳珮淇 (3/23)	 周美蓮 (3/23)	 蘇郁誠 (3/23)	 蘇姿允 (3/23)	 藍雅婷 (3/23)	 林益呈 (3/23)	 邱光輝 (3/14)
	 	 徐誠鴻 (3/14)	 鄭凱謙 (3/15)	 廖家弘 (3/25)	 林桂美 (3/16)	 林東陸 (3/17)	 簡錦寬 (3/17)	 高雄善心人士 (3/16)	 郭和彥 (3/16)
	 	 郭孟儀 (3/16)	 無名氏 (3/28)	 無名氏 (3/28)	 黃馨儀 (3/16)	 洪彩華 (3/16)	 林彥廷 (3/17)	 楊善婷 (3/17)	 謝宗錡 (3/16)	 林彥宏 (3/17)
	 	 楊鳳淑 (3/17)	 張羽萱 (3/18)	 宋秀穎 (3/17)	 無名氏 (3/17)	 簡曉郁 (3/19)	 陳長昇 (3/19)	 張舜凱 (3/18)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3/18)
	 	 張靜宜 (3/30)	 馬烱修 (3/30)	 石欣卉 (3/19)	 陳若欣 (3/19)	 陳立杰 (3/19)	 洪千雯 (3/22)	 盧奕文 (3/30)	 黃月霞 (3/22)	 許月里 (3/22)
	 	 洪健哲 (3/22)	 孫湧竣 (3/22)	 張淑慧 (3/23)	 陳菊妹 (3/22)	 許珮純 (3/30)	 羅珮菁 (3/30)	 周依潔 (3/30)	 楊佩頤 (3/30)	 林明蓉 (3/28)
	 	 蔡冠峯 (3/21)	 王宏祐 (3/28)	 王邦杰 (3/28)	 陳慧如 (3/24)	 林彥丞 (3/23)	 楊主勝 (3/24)	 鄭憶翔 (3/24)	 蔡李靜江 (3/25)
	 	 謝在湘 (3/28)	 楊森帆 (3/28)	 余泓寬 (3/28)	 蔡水祥 (3/25)	 蔡明足 (3/25)	 蔡明莉 (3/25)	 張雯婷 (3/25)	 黃馨儀 (3/28)	 謝甘秀蓉 (3/28)
	 	 李佳曄 (3/28)	 楊黃玉花 (3/28)	 余進隆 (3/28)	 余宥駐 (3/28)	 林智慧 (3/28)	 陳捷臻 (3/15)	 廖佳禹 (3/15)	 廖婉伶 (3/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3)	 何欣容 (3/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1)	 陳勝峰 (3/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9)	 鄧福全 (3/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7)	 pei	wen(3/17)
	 	 許雅婷 (3/17)	 張琳雅 (3/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6)	 曾麗碧 (3/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2)	 陳梓函 (3/17)	 沈宗訓 (3/23)	 蔡翠真 (3/23)	 甘子慶 (3/15)	 Ally(3/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9)	 陳妍伶 (3/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5)	 蘇羿誠 (3/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3)	 董姿伶 (3/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2)	 何人哲 (3/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3/1)	 甘子慶	李國武 (3/31)	 謝月甜 (3/29)	 鄭文琪 (3/28)	 劉庭安 (3/28)	 芷伶 (3/28)	 施冠廷 (3/27)
	 	 黃淑妮 (3/27)	 林顥原 (3/27)	 肖品瑈	藥師佛 (3/27)	 張恩齊 (3/27)	 黃柏棋 (3/27)	 蔡秀梅 (3/27)	 許智銘 (3/26)	 劉昱伶 (3/26)
	 	 michael(3/26)	 黃姵嘉 (3/26)	 張文賢 (3/26)	 曾盈菁 (3/26)	 陳怡樺 (3/26)	 鄭文琪 (3/25)	 林郁盛 (3/25)	 潘松緯 (3/25)	 程柔綾 (3/25)
	 	 楊曉佩 (3/24)	 林顥原 (3/24)	 蘇柏綸	蘇蜂鈞	蘇振輝	劉面 (3/24)	 曾彥翰 (3/24)	 善心人士 (3/24)	 滿志隆 (3/21)
	 	 033383388(3/24)	 葉桎銨 (3/22)	 郭怡惠 (3/22)	 陳泳輝 (3/21)	 何冠儒 (3/21)	 蘇羿誠 (3/21)	 黃馨瑤 (3/21)	 張簡宜萱 (3/21)
	 	 蘇柏綸	蘇蜂鈞	蘇振輝	劉面 (3/21)	 謝月甜 (3/21)	 陳怡君 (3/18)	 余星儀 (3/18)	 呂育紝 (3/18)	 芷伶 (3/18)	 林緯騰 (3/18)
	 	 陳瑞琴緣眾 (3/21)	 劉雅玲 (3/20)	 Nolan	Young(3/20)	 陳映羽 (3/20)	 呂季炘 (3/20)	 林顥原 (3/20)	 善心人士 (3/19)
	 	 謝雨軒 (3/19)	 陳已篆 (3/19)	 官大辰 (3/19)	 雅馨 (3/19)	 林郁盛 (3/18)	 林芷蓁 (3/15)	 張庭蓉 (3/15)	 芷伶 (3/15)	 謝先生 (3/14)
	 	 善心人士 (3/14)	 陳冠妤 (3/14)	 甘子慶 (3/14)	 丁有星 (3/14)	 吳仁凱 (3/14)	 郭紋岑 (3/14)	 劉庭安 (3/13)	 陳惠美 (3/13)
	 	 杜宜叡 (3/13)	 馬松威 (3/13)	 蘇羿誠 (3/13)	 顏郭珠蓮 (3/13)	 李素芬 (3/12)	 Nolan	Young(3/12)	 葉玉鳳 (3/12)
	 	 諶學儒 (3/20)	 羅易崧 (3/3)	 劉怡菁 (3/11)	 善心人士 (3/8)	 張琳雅 (3/8)	 蕭家蓉 (3/8)	 謝舒訸 (3/8)	 謝月甜 (3/8)	 陳思穎 (3/11)
	 	 李信 (3/11)	 何朝英 (3/11)	 余慧珊 (3/11)	 黃懷哲 (3/11)	 何欣容 (3/10)	 林睿甫 (3/10)	 賴建翔 (3/10)	 吳雲卉 (3/10)	 易書宏 (3/10)
	 	 潘松緯 (3/10)	 雅馨 (3/10)	 陳錦滿 (3/10)	 陳小蓁 (3/9)	 劉銘鈺 (3/9)	 賴家萱 (3/9)	 廖繕汝 (3/9)	 施宥廷 (3/11)	 施宥彤 (3/1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3/01~2022/03/31

	 	 滿志攏 (3/8)	 賴鈺銘 (3/7)	 陳雯玲 (3/7)	 何陞陽 (3/6)	 chenyi(3/6)	 張盧文生 (3/5)	 033383388(3/5)	 姜宏軒軒 (3/4)
	 	 033383388(3/4)	 陳清發 (3/4)	 蔡琴 (3/4)	 蔡宗男 (3/4)	 羅巧蓁 (3/4)	 洪家惠 (3/4)	 芷伶 (3/4)	 陳宥廷 (3/4)
	 	 徐裕恩 (3/3)	 廖佳禹 (3/3)	 應采芳 (3/3)	 應富林 (3/3)	 林春英 (3/3)	 陳郁君 (3/2)	 龔益輝 (3/2)	 林麗玲 (3/2)	 盧秀如 (3/2)
	 	 顏文財 (3/2)	 卓昱廷 (3/1)	 何榮華 (3/1)	 鄭桂珠 (3/1)	 林美惠 (3/1)	 程柔綾 (3/1)	 芷伶 (3/1)	 陳文男 (3/15)	 無名氏 (3/31)
	 	 OKGO捐款 (3/14)	 OKGO捐款 (3/15)	 OKGO捐款 (3/1)	 OKGO捐款 (3/2)	 吳奕頡 (3/21)
	 	 OKGO捐款 (3/21)	 吳奕頡 (3/8)	 金熙媛 (3/24)	 金熙媛 (3/2)	 劉秉杰 (3/17)	 蔡境峯 (3/7)	 蔡戴秀梅 (3/5)	 葉峻豪 (3/21)
	 	 虞承恩 (3/21)	 虞承佑 (3/21)	 李宗欽 (3/31)	 李宗欽 (3/9)	 胡鳳心 (3/9)	 張峻愷 (3/9)	 李敏華 (3/9)	 陳珮綸 (3/16)	 陳怡靜 (3/16)
	 	 張華育 (3/2)	 林亞亭	鍾承佑 (3/31)	 林亞亭	鍾承佑 (3/30)	 林亞亭	鍾承佑 (3/29)	 林亞亭	鍾承佑 (3/28)
	 	 林亞亭	鍾承佑 (3/27)	 林亞亭	鍾承佑 (3/26)	 林亞亭	鍾承佑 (3/25)	 林亞亭	鍾承佑 (3/24)	 莊閔傑 (3/28)
	 	 林亞亭	鍾承佑 (3/23)	 林亞亭	鍾承佑 (3/22)	 林亞亭	鍾承佑 (3/21)	 林亞亭	鍾承佑 (3/20)	 黃建融 (3/24)
	 	 林亞亭	鍾承佑 (3/19)	 林亞亭	鍾承佑 (3/18)	 林亞亭	鍾承佑 (3/17)	 林亞亭	鍾承佑 (3/16)	 黃建融 (3/12)
	 	 林亞亭	鍾承佑 (3/15)	 林亞亭	鍾承佑 (3/14)	 林亞亭	鍾承佑 (3/13)	 林亞亭	鍾承佑 (3/12)	 熊誼禎 (3/20)
	 	 林亞亭	鍾承佑 (3/11)	 林亞亭	鍾承佑 (3/10)	 林亞亭	鍾承佑 (3/9)	 林亞亭	鍾承佑 (3/8)	 張家豪 (3/20)
	 	 林亞亭	鍾承佑 (3/7)	 林亞亭	鍾承佑 (3/6)	 林亞亭	鍾承佑 (3/5)	 林亞亭	鍾承佑 (3/4)	 張秀騏 (3/20)
	 	 林亞亭	鍾承佑 (3/3)	 林亞亭	鍾承佑 (3/2)	 林亞亭	鍾承佑 (3/1)	 丁堉達 (3/31)	 丁堉達 (3/20)	 林芯筠 (3/28)
	 	 熊永駿 (3/20)	 黃郭美 (3/3)	 洪麗鈴 (3/19)	 徐荷雅 (3/10)	 柯羽珊 (3/2)	 林員 (3/6)	 林茗棋 (3/8)	 曹琬琦 (3/29)	 謝淳亦 (3/4)
	 	 王曉明 (3/11)	 王敏 (3/11)	 翁瑄 (3/16)	 許霈萱 (3/26)	 洪佩秀 (3/5)	 王百合 (3/23)	 李永承 (3/31)	 林景玓 (3/16)	 黃雅汶 (3/29)
	 	 林庭毅 (3/8)	 張紜禎 (3/14)	 蔡文賢 (3/12)	 黃炫傑 (3/25)	 劉紹宸 (3/22)	 陳彥宏 (3/13)	 游憶嵐 (3/23)	 林俞璇 (3/9)	 范維程 (3/16)
	 	 林佳華 (3/17)	 趙美珍 (3/26)	 王信筌 (3/7)	 彭靖宇 (3/16)	 謝明勳 (3/8)	 林聖凱 (3/6)	 周宥妘 (3/16)	 詹芝如 (3/6)	 劉佳瑋 (3/12)
	 	 張簡志明 (3/23)	 蔡戴秀梅 (3/16)	 李慧君 (3/9)	 柯偉新 (3/24)	 鐘婉甄 (3/8)	 謝佳倩 (3/31)	 黃士禎 (3/6)
	 	 黃嘉慶 (3/7)	 陳品妤 (3/22)	 陳玉如 (3/12)	 張琳雅 (3/3)	 溫筑詅 (3/26)	 郭思妤 (3/20)	 賴信孚 (3/16)	 王麗玲 (3/11)	 ray(3/10)
	 	 陳咨吟 (3/11)	 盧妍安 (3/16)	 蔡延澤 (3/12)	 呂蓮美 (3/4)	 王嘉榮 (3/15)	 王柯秀蕊 (3/3)	 陳桂蘭 (3/5)	 黃慧雅 (3/26)	 江湘玲 (3/30)
	 	 李雅惠 (3/29)	 吳冠霖 (3/29)	 徐韻惠 (3/29)	 徐韻雯 (3/29)	 蔡篤斌 (3/30)	 蔡瑋宸 (3/30)	 黃素貞 (3/30)	 吳中方 (3/30)	 黃天澤 (3/30)
	 	 楊立莉 (3/30)	 吳縫三 (3/30)	 吳冠穎 (3/29)	 徐韻婷 (3/29)	 吳嘉容 (3/30)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3/29)	陳玲鳳 (3/29)	 江文漳 (3/31)
	 	 劉育光 (3/31)	 江亭延 (3/31)	 劉伃珊 (3/31)	 蔡昀妘 (3/30)	 吳東穎 (3/30)	 許耿崇 (3/31)	 鄭建民 (3/31)	 江幸娟 (3/31)	 江黃清月(3/31)
	 88	 邱翊珊 (3/20)	 王柏權 (3/20)	 李宥宏 (3/20)	 謝涵如 (3/20)	 張雅涵 (3/20)	 曾立傑 (3/20)	 楊文斌 (3/20)	 孫嘉蔚 (3/20)	 鐘子涵 (3/20)
	 	 潘金珠 (3/20)	 邱美玲 (3/21)
	 60	 蔡涵倪 (3/21)
	 50	 盧昱尹 (3/2)	 陳正輝 (3/16)	 簡永昇 (3/4)	 簡沁睿 (3/4)	 簡家豪 (3/4)	 李彩玉 (3/4)	 劉吳良珠 (3/8)	 郭迫和 (3/8)	 劉蓁霓 (3/8)
	 	 劉忠穎 (3/8)	 劉建志 (3/8)	 郭秀滿 (3/8)	 涂宸翰 (3/17)	 涂宸祐 (3/17)	 涂盈文 (3/17)	 許倍瑜 (3/17)	 蔡玄真 (3/22)

	 受助金額	 2021 年同意補助公開之受助者

	受助金額	 2021 年同意補助公開之受助者

	受助金額	 2021 年同意補助公開之受助者

	受助金額	 2021 年同意補助公開之受助者

	受助金額	 2021 年同意補助公開之受助者

	 	 	 補助日期：2021/5/1-2021/5/31

	 162000	 陳子賢
	 	 	 補助日期：2021/6/1-2021/6/30

	 122000	 楊慶祥
	 114000	 王東霖	
	 	 	 補助日期：2021/9/1-2021/9/30

	 15000	 祁佳璿
	 15000	 羅苡芯

	 	 	 補助日期：2021/3/1-2021/3/31

	 20000	 吳承諺	 廖桓震
	 	 	 補助日期：2021/4/1-2021/4/30

	 20000	 黃進坤	
	 	 	 補助日期：2021/5/1-2021/5/31

	 20000	 黃于媗	 翁梓喬	 詹益荃	 邱政穎
	 	 黃國益
	 	 	 補助日期：2021/6/1-2021/6/30

	 20000	 許維芸	 曹清語
	 	 	 補助日期：2021/7/1-2021/7/31

	 20000	 賴柏宇	 江閔沛	 陳奕平

	 	 	 補助日期：2021/1/1-2021/1/31

	 12000	 葉寅呈	 張嘉家
	 	 	 補助日期：2021/2/1-2021/2/28

	 10000	 許瑋欣
	 12000	 葉寅呈	 張嘉家	 王路伃
	 	 	 補助日期：2021/3/1-2021/3/31

	 10000	 許瑋欣
	 12000	 葉寅呈	 張嘉家	 王路伃
	 	 	 補助日期：2021/4/1-2021/4/30

	 12000	 葉寅呈	 張嘉家	 王路伃
	 	 	 補助日期：2021/5/1-2021/5/31

	 12000	 葉寅呈	 張嘉家	 王路伃
	 15000	 劉健煜
	 	 	 補助日期：2021/6/1-2021/6/30

	 12000	 葉寅呈	 張嘉家	 王路伃
	 15000	 劉健煜	 田聖杰

醫療藥物補助 (2021 年醫療藥物合計補助 141 人次，共 10,274,641 元 )

新個案關懷金 (2021 年新個案關懷金合計補助 429 人次，共 8,490,000 元 )

經濟弱勢生活補助 (2021 年經濟弱勢生活合計補助 378 人次，共 4,560,000 元 )

	 受助金額	 2021 年同意補助公開之受助者
	 	 	 補助日期：2021/10/1-2021/10/31

	 21800	 田聖杰
	 300000	 徐菁羚
	 	 	 補助日期：2021/11/1-2021/11/30

	 34900	 林韋辰
	 	 	 補助日期：2021/12/1-2021/12/31

	 98000	 劉子銜

	 	 	 補助日期：2021/8/1-2021/8/31

	 20000	 粘涵瑜	 王品程
	 	 	 補助日期：2021/9/1-2021/9/30

	 20000	 許秀月	 張子淏
	 	 	 補助日期：2021/10/1-2021/10/31

	 20000	 藍峻謙	 莊慧馨
	 	 	 補助日期：2021/11/1-2021/11/30

	 20000	 張雅琦	 張靖兒	 許孟祐	 陳心儀
	 	 許竣凱
	 	 	 補助日期：2021/12/1-2021/12/31

	 20000	 鄭宏俞	 張籈予	 盧靖方	 陳若妤

	 	 	 補助日期：2021/7/1-2021/7/31

	 12000	 葉寅呈	 張嘉家	 王路伃
	 15000	 田聖杰
	 	 	 補助日期：2021/8/1-2021/8/31

	 12000	 葉寅呈	 張嘉家	 王路伃
	 15000	 田聖杰
	 	 	 補助日期：2021/9/1-2021/9/30

	 12000	 葉寅呈
	 	 	 補助日期：2021/10/1-2021/10/31

	 12000	 葉寅呈
	 	 	 補助日期：2021/11/1-2021/11/30

	 15000	 余子宣
	 	 	 補助日期：2021/12/1-2021/12/31

	 10000	 林德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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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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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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本會線上捐款系統網路傳輸資料均經過 SSL 加密，方便安全又快速，歡迎多加利用！

	 ●信用卡捐款

	 ●超商條碼

	 ●超商代碼繳費

	 ( 此捐款方式基金會支付手續費每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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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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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領有各鄉、鎮、市、
 區公所核發之中低／
 低收入戶證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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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小）：貳仟元整
高中（職）：參仟元整
大專：伍仟元整

國中（小）
高中(職)
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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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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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附上得獎證明，獎項名次名稱如有
 任何爭議請提供原參賽報名表或原參賽
 報名單位聯繫方試，以利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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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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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主旨註記
 【2022年金絲帶小勇士獎助學金申請】。

壹、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貳、 贊助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大都會扶輪社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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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中小：國小；包含一至六年級、國中；一至三年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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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制專科四、五年級，不含空中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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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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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一、二學期之智育成績平均。
 5. 申請期間：2022年08月01日至0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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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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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