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7/01~2022/07/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7/01~2022/07/31

	 200,000	 陳俊言 (7/27)
	 100,00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統編 92002238(7/6)	 陳秀祝 (7/26)
	 50,000	 俞慧珍 (7/11)	 朱汪月英 (7/26)	 楊孟穎 (7/28)
	 37,508	 金宣虎 (7/20)
	 30,000	 廖元伽 (7/27)
	 20,000	 邱立綸 (7/1)	 蔡政治 (7/1)	 蔡弼鈞 (7/1)	 蔡弼凱 (7/1)	 無名氏 (7/14)	 謝弘壵 (7/5)	 陳柏吟 (7/20)	 楊惠如 (7/29)	 呂勇志 (7/25)
	 	 社團法人傅弘寬熱心服務慈善會 (7/20)
	 15,000	 黃一峰 (7/8)	 林惠芬 (7/14)	 蘇士光 (7/14)	 張鑄勳 ( 欣泰 )(7/18)	 呂勇志 (7/25)
	 12,500	 林靖 (7/27)
	 12,000	 周惠萱 (7/13)	 陳怡理 (7/20)	 張泰斌 (7/23)
	 10,000	 張永豪 (7/8)	 蘇郁淳 (7/1)	 陳建弘 (7/1)	 陳昱安 (7/1)	 慶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7/8)	 大興實業有限公司 (7/15)	 張雯菁 (7/15)
	 	 朱美貞 (7/15)	 高玉婷 (7/4)	 林文彬 (7/14)	 釋慈忍 (7/5)	 林燕常 (7/5)	 廖若呈 (7/18)	 鄭中堂 (7/18)	 陳淑華 (7/7)	 黃玠霖 (7/8)
	 	 林精良 (7/8)	 羅中廷 (7/12)	 蔡萬福	等 (7/12)	 台灣恩慈股份有限公司 (7/22)	 善心人士 (7/22)	 陳昭容 (7/28)
	 	 善心人士 (7/13)	 葉其璋 (7/6)	 王偉豪 (7/3)	 金武有限公司 (7/31)	 許菀育 (7/28)
	 9,677	 Benevity	公益事業網站捐款	(7/22)
	 7,898	 Benevity	公益事業網站捐款	(7/1)
	 7,000	 王麗婷 (7/15)	 王承翰 (7/20)
	 6,600	 張進豐 (7/4)
	 6,20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7)
	 6,000	 楊秀夫 (7/1)	 林建仁	林銀象	林蔡雅惠 (7/1)	 林富美 (7/1)	 林錦松 (7/1)	 張進豐 (7/7)	 張進豐 (7/11)	 葉瑞民	高瑞芬 (7/6)
	 	 謝立國 (7/15)	 林函柔 (7/11)	 林美麗 (7/12)	 張進豐 (7/25)	 劉錦生 (7/20)	 洪欣慈 (7/21)	 顏福良 (7/21)	 林世杰 (7/29)	 劉文濤 (7/8)
	 	 莊惠雅 (7/1)	 陳明英 (7/14)
	 5,800	 小麥家烘焙坊 (7/21)	 無名氏 (7/30)
	 5,700	 無名氏 (7/25)
	 5,100	 王承翰 (7/26)
	 5,000	 侯郁文 (7/3)	 郭家琦 (7/1)	 善心人士 (7/1)	 張貴芳 (7/1)	 陳佩姍 (7/6)	 侯雅燕 (7/12)	 黃惠君 (7/11)	 牛仰堯 (7/15)	 何天賜 (7/1)
	 	 采盟股份有限公司 (7/4)	 劉美惠 (7/14)	 無名氏 (7/12)	 陳怡方 (7/11)	 李耀轟 (7/11)	 呂立穎	王笠璇 (7/13)	 蔡靚 (7/15)
	 	 羅淑美 (7/15)	 無名氏 (7/4)	 黃麒睿 (7/4)	 蕭宏揚 (7/4)	 蔡莉莉 (7/5)	 張晁阜 (7/18)	 蘇智蘋 (7/18)	 陳怡靜 (7/17)	 吳季娟 (7/6)
	 	 賴瑩芷 (7/20)	 張朝勛 (7/18)	 張辰睿 (7/8)	 吳少元 (7/8)	 游琇 (7/20)	 曾師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7/20)	 于培倫 (7/20)
	 	 謙成有限公司 (7/20)	 楊忠翰 (7/11)	 羅明琪 (7/12)	 牟建仁	顏秀珍 (7/13)	 牟鴻恩	牟恩璇 (7/13)	 陳雅玲 (7/14)
	 	 吳瑋恩	吳育慈 (7/14)	 煌茂水產有限公司 (7/25)	 陳少華 (7/26)	 張如意 (7/19)	 陳榮鍠 (7/25)	 林瑞祥 (7/26)	 林家蓁 (7/26)
	 	 侯珮菁 (7/26)	 廖為鈞 (7/18)	 黃許金淑 (7/20)	 黃玉靜 (7/21)	 彭俊明 (7/29)	 無名氏 (7/29)	 王錦耀 (7/21)	 陳雲蓮 (7/21)
	 	 陳麗珍 (7/25)	 善心人士 (7/29)	 李振良 (7/28)	 陳淑女 (7/20)	 姚富菻 (7/29)	 善心人士 (7/11)	 陳致宇 (7/25)
	 	 鄭竣元 (7/18)	 林珈慶 (7/23)	 鐘文翊 (7/3)	 陳怡璇 (7/8)	 胡敏 (7/1)	 李珮娟 (7/27)	 蘇美月 (7/28)	 姚翔菻 (7/29)
	 4,600	 孫瑞佑 (7/3)
	 4,200	 以愛之名有限公司 (7/19)
	 4,000	 吳柏鴻 (7/8)	 黃秋芬 (7/15)	 李平隆 (7/18)
	 3,600	 善心人士 (7/4)	 黃麗娟 (7/8)	 王兆華 (7/14)	 林鼎謙 (7/12)
	 3,500	 創翔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7/11)	 王承翰 (7/8)	 楊坤龍 (7/7)
	 3,300	 OKGO捐款 (7/2)
	 3,000	 邱瑛瑛 (7/1)	 黃安睿 (7/2)	 曾鈺珈 (7/4)	 樹德科技大學	兒家系系學會	蘇修平 (7/6)	 劉律霆 (7/4)	 李揚 (7/8)	 無名氏 (7/15)
	 	 關家莉 (7/15)	 張皪元 /張崴程 (7/15)	 孫碧雲 (7/15)	 速比爾有限公司 (7/15)	 李時榛 (7/15)	 善心人士 (7/9)	 莊芳鈴 (7/15)
	 	 劉淑貞 (7/4)	 葉黃玉 (7/5)	 林志鵬	唐詠婷	林孟諴 (7/5)	 林錫癸 (7/6)	 馬碧桃 (7/6)	 唐豪局	張惠雅 (7/5)	 李英虹 (7/19)
	 	 胡志瀚	胡志隆	胡慧貞 (7/8)	 劉夏豪	劉寬	劉瑄	陳淑如 (7/20)	林森建材行 (7/20)	 陳湘銘 (7/22)	 簡慈怡 (7/20)	 謝妍青 (7/20)
	 	 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 (7/20)	 陳怡伶 (7/20)	 羅蒔芊 (7/20)	 王秀蘭 (7/12)	 黃詩喻 (7/12)	 蘇文岳 (7/12)	 盧光佑 (7/11)	 顏御安 (7/22)
	 	 吳耑穎 (7/22)	 紀寶猜	陳文燦	陳志豪	陳可欣 (7/11)	 余敏君 (7/11)	 方仲宗 (7/12)	 楊英雄	楊施錦珠 (7/12)	 謝孟瑋 (7/13)
	 	 林俊言 (7/13)	 蘇子婷	歐陽志仁 (7/14)	 梁銘哲 (7/14)	 李元瑞	王元瑩 (7/15)	 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21)	 黃淑華 (7/16)
	 	 謝美麗 (7/18)	 善心人士 (7/26)	 陳文哲 (7/18)	 郭和讚 (7/19)	 勝興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7/21)	 魏鏞 (7/29)
	 	 張巧昀 (7/22)	 王寶貝 (7/29)	 無名氏 (7/28)	 鄭文華 (7/21)	 謝春猛 (7/22)	 無名氏 (7/25)	 徐齡瑤 (7/22)	 蔡王雪真 (7/25)
	 	 蔡佩庭 (7/25)	 蔡凱莉 (7/30)	 黃渝晴 (7/26)	 王文慶 (7/27)	 曾惠彩 (7/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4)	 黃鈺荃 (7/29)	 徐嘉猷 (7/17)
	 	 王阿玉 (7/27)	 紀子儀 (7/21)	 趙晴 (7/29)	 鄭芝淇 (7/11)	 張智傑 (7/11)	 林家田園 (7/7)	 包庭瑛 (7/27)	 林永祥 (7/23)	 賴美玲 (7/4)
	 	 劉芝妤 (7/13)	 黃昶珽 (7/17)	 黃梓輔 (7/12)	 凱興電腦有限公司 (7/8)	 李心玥 (7/14)	 王翎如 (7/19)	 黃永漢 (7/4)	 陳世昌 (7/26)
	 	 曾騰毅 (7/7)	 黃馨慧 (7/26)
	 2,888	 郭頌鑫 (7/10)
	 2,800	 鄭美玲 (7/1)	 羅子芸 (7/8)	 OKGO捐款 (7/7)
	 2,600	 OKGO捐款 (7/21)
	 2,580	 葉宣橫 (7/15)	 黃福星 (7/31)
	 2,500	 林科宇 (7/6)	 鄭凱禎	(7/7)	 潘宗淵 (7/1)	 劉成舉 (7/14)	 李俊德 (7/10)	 陳美樺 (7/10)	 張永萱 (7/5)	 傅旭正 (7/29)	 吳明鴻 (7/22)
	 	 石崇佑 (7/14)	 陳品瑄 (7/5)
	 2,400	 劉乃榕 (7/1)
	 2,200	 善心人士 (7/1)	 無名氏 (7/7)
	 2,186	 莊家和	莊宏益 (7/6)
	 2,100	 勞暐桐 (7/29)
	 2,000	 黃錫成 (7/1)	 簡辰光 (7/1)	 黃恆逸 (7/1)	 陳偀瑜 (7/1)	 李金菊 (7/4)	 吳佳玲 (7/1)	 洪光熙	陳靜珠 (7/1)	 孔繁琴 (7/2)
	 	 臺北市私立菁英種子幼兒園 (7/1)	 麥飛佛創意有限公司 (7/2)	 陳玟均 (7/6)	 楊為巽 (7/5)	 李建民 (7/5)	 范夢軒 (7/5)

	 	 鄭家洧 (7/8)	 李欣怡 (7/11)	 孫詩遠 (7/8)	 李郁彣 (7/8)	 吳永清 (7/1)	 邱高寶鳳 (7/1)	 楊志偉 (7/14)	 胡瀞涵 (7/15)	 許以蓉 (7/1)
	 	 劉秀英 (7/1)	 吳家威 (7/1)	 王歆絜 (7/1)	 嘉鏵生技醫藥股分有限公司 (7/1)	 王君竹 (7/1)	 卜祥琨 (7/14)	 衛美娟 (7/15)
	 	 高宗永 (7/14)	 高靜華 (7/14)	 謝惠珠 (7/14)	 英甲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7/14)	 莊如芳 (7/14)	 李淑婉 (7/15)	 李振德 (7/1)
	 	 創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5)	 鄒凭晏 (7/13)	 李佳益 (7/12)	 賴嘉偉 (7/11)	 林盈孜 (7/13)	 沈格祥 (7/15)	 王瀛屏 (7/15)	 張庭萱 (7/15)
	 	 黃秋香 (7/15)	 鄭凱懌 (7/15)	 廖淑絹 (7/15)	 李宜燕 (7/15)	 劉恩瑀 (7/15)	 鄒秋錦 (7/15)	 黃佳瑛 (7/15)	 王秀萍 (7/15)	 辜淑雯 (7/15)
	 	 岳浩 (7/15)	 王儷臻 (7/15)	 陳尚志 (7/15)	 胡秋娥 (7/15)	 徐美玲 (7/15)	 黃榮 (7/15)	 廖維詮 (7/15)	 陳欣琳 (7/15)	 黃瀞萱 (7/15)
	 	 吳尚恆 (7/1)	 鍾瑞能 (7/1)	 皇廣鑄造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7/5)	 捐款 (7/5)	 吳美華 (7/2)	 曲翊瑄 (7/4)	 呂玉繡 (7/4)
	 	 柯朋昌 (7/4)	 林佳瑩 (7/4)	 楊為巽 (7/17)	 無名氏 (7/17)	 邱方玉 (7/16)	 陳擷宇 (7/15)	 無名氏 (7/15)	 	呂政隆 (7/15)	 無名氏 (7/15)
	 	 善心人士 (7/14)	 簡蕭木 (7/4)	 啟凱螺絲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 :89691941(7/4)	 張維珊 (7/5)	 邱敬琁 (7/6)
	 	 賴瑞蓮 (7/6)	 鴻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7/20)	 漢翔公司慈光社 (7/6)	 葉宗妹 (7/19)	 彭群雅 (7/18)	 王建宏 (7/7)	 王釋庸 (7/7)
	 	 楊雪代 (7/7)	 邱秉媛 (7/8)	 江麗蘭 (7/20)	 陳淑真 (7/8)	 莊茜琦 (7/20)	 余南興 (7/20)	 廖施景 (7/20)	 林昱廷 (7/20)	 林昱嘉 (7/20)
	 	 陳慧玲	林曉亭 (7/8)	 冠鼎工業有限公司 (7/20)	 周銘慶 (7/20)	 蔡玉娟 (7/20)	 李奕楨	吳梅香	李岱勳	李岱峯 (7/8)
	 	 蘇微惠 (7/22)	 李嘉展 (7/20)	 王喬鈺 (7/11)	 藍敬 (7/11)	 黃譯葶 (7/20)	 鄒靖楠 (7/20)	 遠祥國際有限公司 (7/20)	 鍾明宏 (7/20)
	 	 張雅婷 (7/20)	 阮冠中	阮郁茹 (7/9)	 曾玟蓁	阮志文 (7/9)	 劉宜芳 (7/12)	 蔡富枝 (7/12)	 黃明熙 (7/22)	 葉炳男 (7/22)
	 	 傅美慧 (7/22)	 武晉萱 (7/22)	 善心人士 (7/22)	 林建仲 (7/22)	 林煌文 (7/22)	 蕭碧真 (7/22)	 許秀穎 (7/22)	 邱玉環 (7/22)
	 	 李氏 (7/11)	 陳能展 (7/11)	 胡宸睿 (7/11)	 徐鳳美 (7/12)	 蘇立緯 (7/12)	 張米伶 (7/12)	 黃惠美 (7/13)	 林宜靜 (7/13)	 陳憲璋 (7/14)
	 	 張國揚	張杜淳美	張愷芳	張愷芯	張家愷 (7/13)	 楊佳麟 (7/14)	 李翎綺 (7/14)	 楊黎珠 (7/13)	 薛宏明 (7/14)	 羅會深 (7/15)	 鐘志鴻 (7/15)
	 	 吳麗文 (7/15)	 善心人士 (7/23)	 胡翊祺 (7/18)	 許明宗 (7/15)	 萬太企業有限公司 (7/18)	 奇磊股份有限公司 (7/19)
	 	 黃勝燦 (7/19)	 徐嘉欣 (7/25)	 趙伯綸 (7/25)	 陳沛緹 (7/21)	 林鉁容 (7/18)	 邱千軒	邱進任 (7/16)	 友展企業有限公司 (7/20)
	 	 楊賢泰 (7/20)	 劉靜芳 (7/20)	 江禹葳 (7/29)	 鄧名珊 (7/29)	 賴映秀 (7/29)	 蔡璧朱 (7/21)	 曾淑瑩 (7/31)	 范夢軒 (7/29)	 洪上程 (7/21)
	 	 蔡邵瑜	蔡穎超	蔡怡軒	蔡衍廷	蔡柏崢	蔡和平	蔡宏遠	蔡佩軒	蔡詠璿	蔡怡清	等闔家 (7/21)	 劉美奼 (7/21)	 林倩憶 (7/25)	 黃憲宗 (7/23)
	 	 邱敬琁 (7/23)	 善心人士 (7/28)	惡人標局 (7/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31)	 連柏鈞 (7/26)	 王歆絜 (7/28)	 蔡鄭碧娟 (7/28)	何芃蓁 (7/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6)	 林鑫宏 (7/17)	 吳明憲 (7/29)	 游承達 (7/23)	 黃維佑 (7/16)	 俠客 (7/14)
	 	 蔡依玲 (7/12)	 陳玉燕 (7/29)	 林昱菖 (7/11)	 蘇義德全家福 (7/10)	 莊訓勇 (7/8)	 鄺德韋 (7/7)	 陳凱勳 (7/7)	 賴俞均 (7/5)
	 	 善心人士 (7/5)	 王珮怡 (7/5)	 李屹可 (7/2)	 健成工程行 (7/25)	 健成工程行 (7/8)	 葉冠宏 (7/12)	 林明星 (7/25)
	 	 林其毅 (7/25)	 白原富 (7/27)	 賴佩汝 (7/26)	 王思堯 (7/6)	 劉元勳 (7/15)	 林澤佑 (7/7)	 李孟家 (7/10)	 王俊凱 (7/30)	 黃榮祥 (7/14)
	 	 楊秀芬 , 邱于恬 (7/5)	 范美淑 (7/2)	 鍾明淵 (7/31)	 林黃月英 (7/6)	 鄭依慈 (7/7)	 林岳廷 (7/21)	 林家民 (7/3)	 李楹榛 (7/15)
	 	 邱正宇 (7/23)	 李宗熹 (7/18)	 張恩碩 (7/26)	 周盈君 (7/24)	 極曉筑建築師事務所 (7/14)	 林誌鑫 (7/9)	 杜苡瑄 (7/27)	 賴明松 (7/27)
	 	 魏秀真 (7/27)	 楊凱鈞 (7/28)	 鄭允頎 (7/29)	 無名氏 (7/29)	 吳永盛 (7/29)
	 1,988	 OKGO捐款 (7/20)
	 1,985	 肯岳亞股份有限公司 (7/20)
	 1,800	 吳新鈞 (7/8)	 鍾郁美 (7/1)	 善心人士 (7/4)	 李偉智 (7/29)
	 1,730	 林承達 (7/13)
	 1,700	 林蜜 (7/13)
	 1,688	 廖峻威 (7/27)
	 1,600	 林言修 (7/15)	 沈曉蓓 (7/22)	 曹英昌 (7/22)	 郭雨淳 (7/19)	 杜冠學 (7/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8)	 簡秀潔 (7/21)
	 1,500	 潘柔諭 (7/8)	 崔明貴 (7/15)	 張軒綺 (7/14)	 菖鴻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7/1)	 李善豪	周育榛	李為德 (7/1)	 蘇玩伶 (7/1)	 吳雅萍 (7/15)
	 	 姜銀和 (7/15)	 菖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7/1)	 呂佩純	呂依璇	呂翊綺 (7/1)	 菖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	 李明易 (7/1)	 善心人士 (7/10)
	 	 享樂中壇元帥 (7/11)	 陳憲霆 (7/4)	 張嫌 (7/5)	 溫聰敏 (7/5)	 鄭明興 (7/6)	 魏康瑋	魏康瑤	魏聖琪 (7/6)	 吳國安 (7/19)
	 	 蘇振祥 (7/20)	 劉建發 (7/7)	 鄭丞勛 (7/8)	 呂信君 (7/8)	 鄭卉芸 (7/8)	 楊于萱 (7/20)	 彭文芳 (7/20)	 羅欽賢 (7/22)	 黃郁甯 (7/13)
	 	 菖源股份有限公司 (7/13)	 陳榮宗 (7/13)	 卓哲安 (7/13)	 蘇宸漢 (7/14)	 林糖晴 (7/14)	 蘇宸黎 (7/14)	 蘇子甯 (7/14)	 吳祥祈 (7/18)
	 	 陳月英 (7/18)	 陳月英 (7/18)	 張家銓 (7/25)	 吳祥祈 (7/18)	 邱奕達	邱王哖	邱進任 (7/29)	 張芸桐 (7/21)	 蔡宛娟 (7/31)	 花素蓮 (7/15)
	 	 連千惠	連宇璋	連建洲 (7/29)	 長春四面佛 (7/11)	 王星強 (7/9)	 林蔚喬 (7/16)	 林柏龍 (7/31)	 力新冷氣清潔 (7/13)
	 	 陳憶雯 (7/18)	 楊曼君 (7/20)
	 1,400	 無名氏 (7/15)
	 1,380	 陳以晴 (7/1)
	 1,350	 賴佳渝 (7/8)
	 1,320	 亞路有限公司 (7/21)
	 1,250	 sandy(7/5)
	 1,200	 姚昱伶 (7/8)	 楊迪華 (7/14)	 溫智翔 (7/1)	 王昭旺 (7/15)	 廖陳愛美 (7/16)	 鄒年恩	賴瑞蓮	鄒永隆	鄒鳳蘭	黃俊瑋 (7/6)	
	 	 林煌 (7/6)	 曾仁德 (7/7)	 呂景裕 (7/8)	 張郁翎 (7/9)	 廖俐婷 (7/20)	 陳惠萍 (7/11)	 周大瑋	周天琦	劉昆霖 (7/12)	 林杏林 (7/22)
	 	 韓寶珠	趙芯誼	趙于薇	趙翊筑	趙明龍	趙馥儒 (7/11)	 黃建銘	黃羿翎	黃睿廷	黃楊哖	黃彥鈞	李沂婕 (7/13)	 劉素惠 (7/15)
	 	 許幼如 (7/15)	 蕭如玲 (7/14)	 魏楷矜 (7/15)	 童翠黛 (7/15)	 胡凱文 (7/19)	 蔡志雄 (7/22)	 孫玉卿	喬祥誼	喬培修	喬貞芫	宋智強 (7/25)
	 	 李文揚 (7/22)	 郭振山 (7/23)	 李威霆 (7/30)	 蕭璽彧 (7/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6)	 楊雅涵 (7/30)	 王初軒 (7/1)	 何學禮 (7/27)
	 1,196	 陳婉玲 (7/5)
	 1,110	 中山工商觀光科 (7/18)
	 1,100	 黃上銓 (7/1)	 董惠如 (7/20)	 OKGO捐款 (7/11)	 OKGO捐款 (7/27)
	 1,080	 張文承 (7/7)
	 1,015	 潘德旗 (7/5)	 蔡苾珞 (7/15)
	 1,010	 鄒美蘭全家 (7/6)
	 1,000	 林淵欽 (7/1)	 張鈞維 (7/1)	 方文波 (7/1)	 鄭色孟 (7/1)	 李淑蓉 (7/1)	 莊桂惠 (7/1)	 高美祝 (7/1)	 統宇電研股份有限公司 (7/1)
	 	 孫婕祐 (7/1)	 余美玲 (7/1)	 林明宜 (7/1)	 無名氏 (7/1)	 無名氏 (7/1)	 葉上菁 (7/1)	 沈昭仁 (7/1)	 無名氏 (7/3)	 張智詠 (7/3)
	 	 洪西彬 (7/1)	 王宥崴 (7/1)	 沈依欣 (7/1)	 楊美雲 (7/1)	 倪正杰 (7/1)	 詹益能 (7/1)	 李日農 (7/1)	 劉俞旻 (7/1)	 鄭芝昀 (7/1)
	 	 陳雪青 (7/1)	 陳志維 (7/1)	 毛良慶 (7/1)	 劉雅君 (7/1)	 蘇怡頤 (7/1)	 林美慧 (7/1)	 蕭羽秀 (7/1)	 游慧敏 (7/1)	 葉國暉 (7/1)
	 	 澔昇國際有限公司 (7/1)	 江沛峰 (7/1)	 張淑儀 (7/1)	 朱美惠 (7/1)	 林永重 (7/1)	 陳信銘 (7/2)	 鄭宸沅 (7/2)	 黃雯琳 (7/6)
	 	 采玹女子美容護膚坊 ( 余昕芮 )(7/1)	 麒曜工程行 (7/6)	 李瑋琦 (7/5)	 蔡昇豪 (7/5)	 楊忠明 (7/8)	 洪于絜 (7/8)
	 	 劉書合 (7/8)	 林谷裕 (7/8)	 黃培誠 (7/8)	 歐陽貞穎 (7/8)	 楊子陞 (7/8)	 龔雙慶 (7/8)	 許珮雯 (7/8)	 麥家豪 (7/8)	 麥維倫 (7/8)
	 	 簡苑倩 (7/8)	 林雅姿 (7/8)	 郭原宏 (7/8)	 陳國清 (7/8)	 陳宏曜 (7/8)	 陳逸如 (7/8)	 周子民 (7/8)	 李麗香 (7/8)	 林芳至 (7/8)
	 	 顏維志 (7/8)	 王怡章 . 王怡慈 (7/5)	 無名氏 (7/8)	 王敏嘉 (7/9)	 王寶平 (7/9)	 王敏語 (7/9)	 王騰玄 (7/9)	 何美君 (7/9)
	 	 何美君 (7/9)	 凃文梧 (7/9)	 蔣芝慧 (7/9)	 CSC’s	Bake(7/8)	 傅秀雅 (7/14)	 李政模 (7/14)	 黃淑苑 (7/14)	 辛珮琪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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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7/01~2022/07/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7/01~2022/07/31

	 	 陳怡君 (7/15)	 江志隆 (7/15)	 陳裕盛 (7/15)	 吳慶隆 (7/15)	 無名氏 (7/15)	 楊睿晴 (7/15)	 張怡婷 (7/15)	 無名氏 (7/15)	 陳牧元 (7/15)
	 	 蔡沅峰 (7/1)	 曾安民 (7/1)	 陳維堉 (7/14)	 張永聖 (7/14)	 田乃云 (7/14)	 于秉辰 (7/15)	 胡秀萍 (7/15)	 吳維紋 (7/15)	 李貴蓮 (7/14)
	 	 柯若妍 (7/15)	 彭惠群 (7/15)	 江隆昇 (7/15)	 林子展 (7/15)	 林子展 (7/15)	 陳維憲 (7/14)	 黃晟硯 (7/14)	 宋弘軒 (7/14)	 楊宏基 (7/14)
	 	 黃麗秋 (7/14)	 蔡超塵 (7/15)	 紀銘祥 (7/15)	 陳桂緣 (7/15)	 黃浩耕 (7/14)	 江惠瑜 (7/14)	 孫永安 (7/14)	 謝秀足 (7/14)	 陳慧娟 (7/14)
	 	 任典誠	刁秀珠 (7/1)	 謝文鳳 (7/1)	 林清榮 (7/1)	 無名氏 (7/15)	 羅慧明 (7/15)	 林函蓁	馬運芳	馬德華 (7/1)	 江賢哲 (7/1)
	 	 徐振誠	徐振中 (7/1)	 蘇聿培 (7/13)	 呂建億 (7/15)	 陳順明 (7/1)	 柯秀婷 (7/15)	 李振宇	李家毓	李榮政	羅密君 (7/1)
	 	 楊翔任	楊淞壹	楊品寬 (7/1)	 張淑珍 (7/1)	 陳玉珠 (7/1)	 林松柏 (7/1)	 李卓穎 (7/1)	 楊子藝	楊紹然	余碧雲 (7/1)	 王君豪 (7/1)
	 	 劉澤滄 (7/15)	 周子誠	周可恩 (7/15)	 王明慧 (7/15)	 鄭世雄 (7/15)	 無名氏 (7/15)	 黃碧霞 (7/15)	 黃淑為 (7/15)	 林保洲 (7/15)
	 	 高毅民 (7/15)	 莊子頤 (7/15)	 吳玉印 (7/15)	 王哲雄 (7/15)	 許保民等六人 (7/15)	 文宗麟 (7/15)	 陸冠瑋 (7/15)	 黃玉英 (7/15)
	 	 曾心怡 (7/15)	 王逸嫻 (7/15)	 鄭楷軒	蔡淑芬	鄭明輝 (7/15)	 楊紫彤 (7/15)	 蔡依菱 (7/15)	 潀達有限公司 (7/15)	 無名氏 (7/15)
	 	 顏子涵 (7/15)	 曾平毅 (7/15)	 吳家寬 (7/15)	 無名氏 (7/15)	 唐佐幸 (7/15)	 陳慧文 (7/15)	 無名氏 (7/15)	 鍾安倩 (7/15)	 謝宥如 (7/15)
	 	 黃子馨 (7/15)	 郭曉惠 (7/15)	 梁淑燕 (7/15)	 蕭欣羽 (7/15)	 侯孟芬 (7/15)	 吳思緰 (7/15)	 張勝杰 (7/15)	 蘇旭雯 (7/15)	 陳媚綺 (7/15)
	 	 李東穎 (7/15)	 曾俊皓 (7/15)	 黃麗蓉 (7/15)	 張宇璿 (7/15)	 劉志雄 (7/15)	 林欣歡 (7/15)	 陳業棠 (7/15)	 洪淑瑩 (7/15)	 劉淳吟 (7/15)
	 	 魏宏霖 (7/15)	 謝秀敏 (7/15)	 謝珮涵 (7/15)	 虞邦心 (7/15)	 蔡馨儀 (7/15)	 呂秀銀 (7/15)	 賴美倫 (7/15)	 無名氏 (7/15)	 丁林送	(7/15)
	 	 鄭紹毅 (7/15)	 莊美吟 (7/15)	 顏合淨 (7/15)	 葉宥廷 (7/15)	 韓增維 (7/15)	 陳靚 (7/15)	 林暉桓 (7/15)	 歐子瑄	歐子瑞	歐子瑋 (7/15)
	 	 詹佳蓉 (7/15)	 無名氏 (7/15)	 郭柏瀚 (7/15)	 郭柏承 (7/15)	 劉淑寧 (7/15)	 楊乙真 (7/15)	 李承翰 (7/15)	 林恩睿 (7/15)	 胡家銘 (7/15)
	 	 王瑋琳 (7/15)	 鄒開鑄 (7/15)	 錢鴻明 (7/15)	 張凱毓 (7/1)	 任重	刁鵬	任立 (7/1)	 吳振豐 (7/1)	 李培金	李林依金 (7/1)
	 	 鄭葉密	鄭正義	鄧如珍	鄭如惠	蔡鎮成	鄭吉盛	蔡宗翰 (7/1)	 黃士杰 (7/15)	 詹智凱 (7/15)	 張瑋婷 (7/14)	 無名氏 (7/14)	 張惠敏 (7/10)
	 	 陳志銘 (7/1)	 黃錦美 (7/11)	 善心人士 (7/12)	 黃弘任 (7/4)	 張淑慧 (7/4)	 劉白江	莊玉娥 (7/4)	 陳劉阿美 (7/4)
	 	 邱美惠 (7/4)	 孫蕙菁 (7/2)	 孫張單 (7/2)	 高鈺軒	高鈺旂 (7/4)	 王禹蓉	王榕萱	王仟鋒 (7/4)	 吳美玲 (7/4)	 許玉珠 (7/4)
	 	 徐舒眉 (7/4)	 陳正達 (7/4)	 金大腳養生館 (7/4)	 岩陳淺雲 (7/5)	 鮑世濟 (7/5)	 范瑋庭 (7/5)	 鄭文義 (7/5)	 黃義方 (7/5)
	 	 王信輝 (7/5)	 馬碧桃 (7/6)	 許家彰建築師事務所 (7/6)	 顏英菊 (7/5)	 世貿海運承攬運送股份有限公司 (7/5)	 黃品誠 (7/5)
	 	 高紀芬	謝傢璘	謝傢政 (7/5)	 龍德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7/5)	 世貿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 (7/5)	 黃建勇 (7/5)	 林振興 (7/5)
	 	 邱奕昂 (7/6)	 莊詠甯 (7/6)	 高長慶 (7/6)	 簡大閎	簡大盛	簡伯育	簡唯霓	簡孝安 (7/6)	 陳秋星 (7/6)	 光偉塗裝機械有限公司 (7/6)
	 	 吳駿彬 (7/6)	 陳泰宇 (7/6)	 張惠晴 (7/15)	 捐款 (7/15)	 許麗紅 (7/6)	 黃秋子 (7/6)	 黃光弘 (7/6)	 楊沛真 (7/19)	 楊鈞凱 (7/19)
	 	 楊云喬 (7/19)	 高文賀 (7/18)	 柳淑秋 (7/19)	 吳佩芯 (7/6)	 周文瀚 (7/6)	 邱竹于	邱竹婷 (7/6)	 林暐宸 (7/6)	 劉柏陞 (7/6)
	 	 林宣吟 (7/7)	 劉偉行 (7/7)	 林瓊君 (7/7)	 盛貿藝品有限公司 (7/7)	 楊靖怡 (7/7)	 林禮慧 (7/7)	 蔡佳倫 (7/7)	 劉映岑 (7/7)
	 	 劉映廷 (7/7)	 田章義 (7/7)	 劉素姮 (7/7)	 蔡富美 (7/7)	 吳珈妮 (7/7)	 李春雄	周碧惠 (7/7)	 彭聰明 (7/7)	 陳溥楨 (7/7)
	 	 黃素琴 (7/7)	 李亞諭 (7/7)	 荊筱滬 (7/8)	 林孟翰 (7/8)	 陳秋茹 (7/20)	 林瓊華 (7/20)	 江學瀅 (7/20)	 陳意華 (7/8)	 鐘美玲 (7/20)
	 	 簡文通 (7/20)	 林春燕 (7/20)	 簡麗姑 (7/20)	 蘇秀里 (7/20)	 明德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8)	 駱文晟 (7/8)	 童國誠 (7/20)	 李美莉 (7/20)
	 	 呂侑萱 (7/20)	 莊麗惠 (7/20)	 周長平 (7/20)	 廖清俊 (7/20)	 鄭姝羚 (7/20)	 張嘉珍 (7/20)	 羅嘉寧 (7/20)	 楊兆平 (7/20)	 黃玉苹 (7/20)
	 	 陳姵羚 (7/20)	 唐兆漢 (7/20)	 陳建成 (7/20)	 劉俊芬 (7/20)	 劉惠滿 (7/20)	 游玉敦 (7/20)	 洪曉珊 (7/20)	 鍾政緯	黃羽溱 (7/20)
	 	 余瑞梅 (7/20)	 唐瑞檠 (7/20)	 黃禾玲 (7/20)	 姜元靜 (7/8)	 徐達順	田秀英	徐鳳珠	廖傑安 (7/8)	 陳能展 (7/9)	 蔡宏祥 (7/22)
	 	 吳建璜 (7/22)	 楊坤山 (7/11)	 吳思宇 (7/22)	 劉宜榛 (7/20)	 蕭清洲 (7/22)	 蘇淑英 (7/20)	 蘇立菁 (7/22)	 劉俊亨 (7/22)	 林瓊汝 (7/22)
	 	 林佩燁 (7/22)	 吳心硯	(7/20)	 吳心畫 (7/20)	 林憲仁 (7/11)	 陳錦鐘 (7/11)	 蕭伊雯 (7/11)	 夏平 (7/11)	 謝明哲 (7/11)	 徐素玲 (7/11)
	 	 潘星佑 (7/11)	 林榮祥 (7/11)	 陳秋美 (7/11)	 曲雪卿 (7/11)	 黃傳叡 (7/20)	 陳秀洳 (7/20)	 謝忠謀 (7/20)	 蘇士詠 (7/20)	 殷子倫 (7/20)
	 	 鍾瀚滬 (7/20)	 賴婕庭 (7/20)	 侯嘉穎 (7/20)	 邱重嘉 (7/20)	 林素雯 (7/20)	 張皓宇 (7/20)	 許詠涵 (7/20)	 林孟潔 (7/20)	 陳陞泓 (7/20)
	 	 陳彥斌 (7/20)	 鄭楀澄 (7/20)	 唐慧珍 (7/20)	 廖敏辰 (7/20)	 易威廷 (7/20)	 李伊婷 (7/20)	 陳亮吟 (7/20)	 李文雄 (7/11)	 許維晏 (7/11)
	 	 孫可宏 (7/12)	 邱燕雪 (7/12)	 蕭松彬	洪瑜君 (7/12)	 陳賜國 (7/12)	 賴蕭富美 (7/12)	 邱志玄 (7/22)	 劉立麗 (7/22)
	 	 張婧淳 (7/22)	 曹雨萱 (7/22)	 楊啟靖 (7/22)	 沈詩芸 (7/22)	 林冠伶 (7/22)	 周昱翔 (7/22)	 魏志強 (7/22)	 康錦豐 (7/22)	 黃琦絜 (7/22)
	 	 呂美珠 (7/22)	 林佑羚 (7/22)	 林柏穎 (7/22)	 陳玉書 (7/22)	 何淥淥 (7/11)	 蔡碧瑜 (7/11)	 黃孟聰 (7/11)	 杜諺穎 (7/11)	 葉樹叢 (7/12)
	 	 何彥霖 (7/12)	 何宜鴻 (7/12)	 王秀婷 (7/12)	 康守花 (7/11)	 王智弘 (7/12)	 林春梅 (7/12)	 錢姵縈 (7/12)	 王義雄 (7/12)	 楊素蘭 (7/13)
	 	 郭麗秋 (7/13)	 羅瑤軒	羅少鴻 (7/12)	 陳世恩 (7/12)	 柴山迷社群 (7/12)	 樓雅萍 (7/12)	 洪博文	許瓊方 (7/12)
	 	 賴良達 (7/13)	 劉子綝 (7/13)	 陳達彥 (7/13)	 曲淑芳 (7/13)	 林淑燕 (7/13)	 皇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13)	 李雪紅 (7/13)	 吳淵源 (7/13)
	 	 李信毅 (7/13)	 黃韻華 (7/13)	 李維陞 (7/14)	 陳水金 (7/14)	 陳奕鈞 (7/14)	 陳進德 (7/14)	 沈智平 (7/14)	 曾國忠 (7/14)	 程紗闔家 (7/14)
	 	 無名氏 (7/13)	 施詠馨 (7/26)	 陳淑玲 (7/13)	 陳景文 (7/14)	 黃玖美 (7/14)	 楊靖怡 (7/14)	 盧麗華 (7/15)	 許竣傑 (7/15)	 王秋榮 (7/15)
	 	 林芬名 (7/14)	 吳添財 (7/14)	 曾麗君 (7/15)	 徐美月 (7/16)	 曾雅萱 (7/18)	 蔡鶴立 (7/18)	 劉安莉 (7/15)	 楊靖怡 (7/18)	 徐錦鳳 (7/15)
	 	 許馨予 (7/16)	 曾安裕 (7/18)	 顏苙玲	顏婕珉 (7/19)	 彭增陵	林淑珍 (7/19)	 林岳廷 (7/26)	 洪健峰 (7/22)	 無名氏 (7/21)
	 	 翁棋燊 (7/20)	 翟雅君 (7/21)	 傅玉寶 (7/20)	 吳美佐 (7/20)	 鍾秀玲 (7/20)	 曾伯罕 (7/20)	 李白清癸 (7/20)	 周淑惠 (7/20)
	 	 石振輝 (7/21)	 陳忻言 (7/29)	 劉春秀 (7/29)	 田馥綿 (7/29)	 周畇奇 (7/29)	 陳慧珊 (7/29)	 鄒宇松 (7/29)	 唐培恩	(7/29)	 陳品宏 (7/29)
	 	 戴家琦 (7/29)	 黃莉彥 (7/29)	 陳珉 (7/29)	 趙哲逸 (7/29)	 陳毓宣 (7/29)	 許日桂 (7/29)	 李百齡 (7/29)	 陳宥勳 (7/29)	 張耀中 (7/29)
	 	 林美智 (7/29)	 劉瑞珍 (7/29)	 王文雄 (7/29)	 呂姿瑩 (7/29)	 盧廷煜 (7/29)	 劉宥吟 (7/29)	 潘怡安 (7/29)	 鄭翠琴 (7/19)	 郭雨淳 (7/19)
	 	 吳懷冰 (7/21)	 寸甲龍 (7/21)	 汪志明 (7/21)	 張靖昊 (7/22)	 吳金洲 (7/25)	 許淑慧 (7/25)	 曾兆訢 (7/28)	 陳郭雪 (7/21)	 劉秋娟 (7/21)
	 	 楊竣森 (7/21)	 洪美津 (7/22)	 陳春良 (7/22)	 許昱莉 (7/22)	 吳櫻花 (7/25)	 施義舜 (7/25)	 余立萬 (7/25)	 楊靖怡 (7/25)	 林珮如 (7/25)
	 	 李美燕	廖文森	廖俊瑋 (7/25)	 趙約翰 (7/27)	 趙莉萍 (7/27)	 OKGO捐款 (7/18)	 林定積 (7/25)	 戴豐田 (7/25)	 楊志雄 (7/22)
	 	 無名氏 (7/27)	 詹春花 (7/25)	 王銘珠 (7/25)	 詹淑幸 (7/25)	 高菁敏 (7/25)	 善心人士 (7/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8)	 高紀芬	謝傢璘	謝傢政 (7/28)	 周裕崴 (7/28)	 吳海雲 (7/31)	 謝舉泉 (7/26)	 林沛盛 (7/26)	 高長慶 (7/26)
	 	 徐玉紅 (7/26)	 宋玉佩 (7/26)	 茹毅紅 (7/27)	 遇見 97	宜蘭民宿 (7/28)	 高雄市私立甜甜圈幼兒園 (7/28)	 善心人士 (7/18)
	 	 徐勛博 (7/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7)	 王依婷 (7/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2)	 呂彥泊 (7/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	 江青枝 (7/30)
	 	 鍾孟儒 (7/18)	 林家緯 (7/17)	 孫玉花 (7/17)	 蘇沛瑄 (7/29)	 邱于娗 (7/28)	 福德正神 (7/27)	 莊淑惠 (7/27)	 黃准予 (7/26)
	 	 葉健輝 (7/25)	 syuan(7/25)	 劉正祥 (7/24)	 曹惠君 (7/23)	 許嚴夫 (7/23)	 江青枝 (7/23)	 邱景煌 (7/22)	 善心人士 (7/22)
	 	 江青枝 (7/20)	 簡塏恩 (7/19)	 林煌智 (7/19)	 黃昭華 (7/19)	 黃勳 (7/19)	 江青枝 (7/19)	 劉丹 (7/16)	 善心人士 (7/15)
	 	 魏子瑄 (7/15)	 江青枝 (7/13)	 陳秉瑞 (7/13)	 江青枝 (7/13)	 黃菘輝 (7/13)	 曾邦彥 (7/12)	 楊雅婷 (7/27)	 張淑慧 (7/29)	 張凱毓 (7/29)
	 	 黎心慈	蔡昆諺 (7/29)	 陳惠亮 (7/29)	 王東三 (7/26)	 郭碧娥 (7/26)	 陳慧嫺 (7/11)	 程裕權 (7/11)	 王耀聰 (7/11)	 陳壹廷 (7/11)
	 	 蔡承順 (7/10)	 王雪紛 (7/9)	 徐慧雯 (7/9)	 徐瑞敏 (7/9)	 陳思伶 (7/8)	 吳冠慧 (7/8)	 蔡佳君 (7/8)	 黃致翔 (7/8)	 張境恩 (7/7)
	 	 善心人士 (7/7)	 江青枝 (7/6)	 tony(7/6)	 林盈廷 (7/6)	 李育靜 (7/6)	 羅孝玄 (7/5)	 蘇群凱 (7/5)	 黃鄭惠卿 (7/5)	 劉逸綺 (7/5)
	 	 江青枝 (7/4)	 黃淑楓 (7/4)	 徐旭蓉 (7/4)	 俞羽扉 (7/3)	 吳岳玲 (7/3)	 賴小姐 (7/1)	 廖于善 (7/1)	 簡毅興 (7/1)	 郭烟玉 (7/1)
	 	 葉書乘 (7/22)	 陳禾凱 (7/5)	 王福林 (7/9)	 林宸義 (7/29)	 高翊倫 (7/2)	 杜淑惠 (7/9)	 黃于芳 (7/13)	 顏志仲 (7/16)	 謝佩錡 (7/26)
	 	 康禾勳 (7/30)	 洪秀梅 (7/24)	 陳雅虹 (7/19)	 王瑋慈 (7/28)	 謝汝惠 (7/27)	 林寬宜 (7/25)	 許傑翔 (7/23)	 冠億冷凍家具行 (7/3)

	 	 蘇本源 (7/15)	 謝龍吉 (7/28)	 沈永鑫 (7/3)	 劉品蕎 (7/28)	 黃映菁 (7/14)	 胡銘裕 (7/31)	 黃子瑄 (7/14)	 花漾岜里島社區管理委員會 (7/5)
	 	 張可欣 (7/23)	 黃瑞燕 (7/19)	 黃怡萱 (7/9)	 劉宸安 (7/30)	 巫品誼 (7/27)	 林學儀 (7/9)	 陳品蓁 (7/8)	 黃美智 (7/25)	 阮婉菁 (7/25)
	 	 謝亞璇 (7/19)	 林雅茵 (7/8)	 張幼欣 (7/24)	 珀菲 (7/28)	 許涵琁 (7/23)	 吳宣臻 (7/10)	 陳宥任 (7/3)	 劉依鷺 (7/4)	 林柏文 (7/26)
	 	 吳香 (7/6)	 林欣蓉 (7/18)	 黃健維 (7/26)	 潘翊茹 (7/30)	 陳思妤 (7/30)	 林佩樺 (7/22)	 張周阿朋 (7/28)	 黎煥堂 (7/24)
	 	 陳旺標 (7/14)	 蔡靜娟 (7/14)	 蔡嘉文 (7/10)	 鄭美惠 (7/31)	 板橋社大烏克麗麗班 (7/11)	 陳品文 (7/7)	 王立中 (7/25)	 甘雲霞 (7/26)
	 	 楊涵羚 (7/27)	 蔡景丞 (7/27)	 林以雯 (7/27)	 莊瑞琴 (7/27)	 張貴雲 (7/28)	 邱于芾	邱瀚逸 (7/29)	 徐陳淑春 (7/29)
	 	 李陳芸 (7/29)	 林孟珍	莊嫚雯	莊靖雯	莊新昌 (7/30)
	 996	 善心人士 (7/5)	 陳雪玉 (7/5)	 廖喬伊 (7/5)	 楊宗杰 (7/5)
	 990	 黃武永 (7/29)
	 950	 楊宗翰	謝書文	盧皓瑋	許綵庭	劉怡君 (7/19)
	 900	 洪志雄 (7/20)	 黃俊偉 (7/20)	 趙齊昂 (7/22)	 OKGO捐款 (7/31)	 蔡璇如 (7/25)
	 888	 陳映涵 (7/15)	 陳映瑄 (7/15)	 林照貴 (7/23)
	 848	 楊宗翰	謝書文	盧皓瑋	許綵庭	劉怡君 (7/5)
	 800	 蘇政泓 (7/8)	 黃群凱 (7/8)	 陳哲憲 (7/8)	 蔡淑真 (7/14)	 高豪志 (7/14)	 鄭美如 (7/15)	 余富敏 (7/15)	 林保仁 (7/20)	 高詩淵 (7/8)
	 	 金晴有限公司 (7/22)	 徐靖祐 (7/20)	 劉東慶 (7/22)	 陳秋美 (7/22)	 許維倫 (7/11)	 張怡清 (7/11)	 姚委武 (7/11)	 田雅文 (7/25)
	 	 趙彤筠 (7/22)	 OKGO捐款 (7/12)	 趙順強 (7/22)	 李維甯 (7/22)	 鄧玉梅 (7/22)	 趙貫廷 (7/22)	 李國忠 (7/22)	 善心人士 (7/16)
	 	 謝佳軒 (7/19)
	 750	 林伶 (7/6)	 陳澄霞 (7/20)	 林宗模 (7/20)
	 714	 黃昱靜 (7/14)
	 700	 張綉春 (7/1)	 江宜梅 (7/1)	 廖姻斐 (7/1)	 洪綺鴻 (7/15)	 陳嘉妮 (7/15)	 黃義盛 (7/4)	 無名氏 (7/8)	 小魚兒服飾	鄭雅芳 (7/20)
	 	 OKGO捐款 (7/24)	 蔡育英 (7/12)
	 666	 挺馬克 (7/8)	 柯瑞娥 (7/27)
	 660	 周秉濂 (7/20)	 周承葦 (7/20)
	 600	 曾信傑 (7/1)	 陳宏榮 (7/1)	 廖宸毅 (7/1)	 葉耿華 (7/1)	 翁蘭娜 (7/5)	 鄭雅君 (7/8)	 張玉明	(7/8)	 李期陽 (7/8)	 陳梅雪 (7/8)
	 	 儲玉媛 (7/8)	 楊淑媛 (7/8)	 吳欣曈 (7/8)	 吳淑靜 (7/8)	 林宜君 (7/8)	 小麥家烘焙坊 (7/5)	 李慧敏 (7/14)	 謝明憲 (7/15)
	 	 劉宇 (7/15)	 林勳爵 (7/14)	 陳銀英 (7/14)	 曹馨心 (7/14)	 黃禹霏 (7/15)	 善心人士 (7/3)	 呂欣泰 (7/1)	 黃春景 (7/15)	 賴建行 (7/15)
	 	 曾楷諭 (7/15)	 曾楷澄 (7/15)	 無名氏 (7/15)	 曾鈺倫 (7/15)	 陳澤愷 (7/15)	 張芷瑄 (7/2)	 傅書賢 (7/14)	 陳俞妏 (7/1)	 周寶賢 (7/1)
	 	 蔡淑敏 (7/1)	 曾嘉祥 (7/1)	 吳明獻 (7/4)	 呂奕穎 (7/5)	 林錦煌	陳秋蘭 (7/6)	 王惠民 (7/6)	 黃翊宸 (7/5)	 黃麗華 (7/5)
	 	 顏彣卉 (7/19)	 蔡宜珊 (7/6)	 陳雅玲 (7/7)	 蔡博儒 (7/7)	 施夙芬	郭昱岑 (7/20)	 王淑靜 (7/20)	 魏宗崙 (7/20)	 邱柏皓 (7/8)
	 	 陳瑞玉 (7/22)	 廖仁慶 (7/20)	 蔡依雯 (7/22)	 許庭維 (7/11)	 吳禹潔 (7/22)	 黃國輝 (7/22)	 李慧貞 (7/22)	 許安其 (7/22)	 蘇國維 (7/22)
	 	 陳秀枝 (7/12)	 森豪有限公司 (7/13)	 許文翰 (7/15)	 吳家豪 (7/18)	 葉蓓蓁 (7/18)	 葉蓓蓁 (7/18)	 吳家豪 (7/18)	 郭于涵 (7/20)
	 	 劉欣潔 (7/29)	 陳奇聰 (7/29)	 陳桂美 (7/29)	 黃瑞菊 (7/29)	 曾秀珍 (7/19)	 莊涵雯 (7/31)	 張佩真 (7/22)	 OKGO捐款 (7/1)
	 	 OKGO捐款 (7/6)	 OKGO捐款 (7/10)	 郭家維 (7/25)	 OKGO捐款 (7/26)	 張郁婍 (7/22)	 程宥瑄 (7/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0)	 李國榕 (7/29)	 楊清淵	楊淑鈴 (7/29)	 彭渤程 (7/29)	 蔡依潼 (7/29)
	 	 王俊憲 (7/28)	 林惠君 (7/25)	 邱豪億 (7/13)	 陳玉娟 (7/12)	 王緁羚 (7/12)	 郭珍君 (7/12)	 石承勳 (7/27)	 陳瑞杰 (7/7)	 許瑀婕 (7/6)
	 	 李國瑞 (7/1)	 翁靖絜 (7/1)	 謝愷恩 (7/2)	 謝昀哲 (7/2)	 郭承鑫 (7/2)	 陳國元 (7/10)	 林廖秀珠 (7/19)	 曾怡雯 (7/19)
	 	 劉子榕 (7/26)	 邱春南 (7/15)	 陳瑋濬 (7/12)	 彭易煬 (7/2)	 王俊生 (7/20)	 許阿腰 (7/29)	 許芷綺 (7/10)	 朱美樺 (7/1)	 溫麗華 (7/27)
	 	 石翔元 (7/27)	 林濬智 (7/28)	 林添盛	李寶雪 (7/30)
	 599	 張雅茹 (7/15)
	 560	 吳昱萱 (7/15)
	 555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7/22)	 李國偉 (7/29)
	 528	 路宏平 (7/15)
	 521	 李宇雯 (7/20)
	 520	 簡苡釩 (7/1)	 洪子晴 (7/8)	 沈憶雯 (7/15)	 康鑫五金公司 (7/5)
	 515	 張辰全 (7/1)
	 513	 徐澄瑜 (7/8)
	 501	 陳俊廷 (7/4)
	 500	 李麗玉 (7/1)	 楊文凱 (7/1)	 王得中 (7/1)	 王郁雯 (7/1)	 王郁茜 (7/1)	 蔡儀勳 (7/1)	 蔡儀潔 (7/1)	 陳建志 (7/1)	 汪麗娟 (7/1)
	 	 朱馮佑 (7/1)	 林子嘉 (7/1)	 林駿典 (7/1)	 鄭幸宜 (7/1)	 鄭喬芳 (7/1)	 吳淑敏 (7/1)	 張歆苡 (7/1)	 楊菀甄 (7/1)	 劉美琪 (7/1)
	 	 陳柏安 (7/1)	 陳忠佑 (7/1)	 高健誠 (7/1)	 顏志蕙 (7/1)	 李子晴 (7/1)	 吳譿軒 (7/1)	 李曼駖 (7/1)	 李曜廷 (7/1)	 陳逸君 (7/1)
	 	 王俊凱 (7/1)	 廖婉喻 (7/1)	 莊璧霞 (7/1)	 黃莉玲 (7/1)	 呂振榮 (7/1)	 陳淑薇 (7/1)	 李順良 (7/1)	 盛子語 (7/1)	 蕭羽秀 (7/1)
	 	 蕭亦汝 (7/1)	 林重義 (7/1)	 陳爾杰 (7/1)	 林艷秋 (7/1)	 林心筠 (7/1)	 賴玟吟 (7/1)	 金玄宮 (7/1)	 王辛翠 (7/1)	 善心人士 (7/1)
	 	 葉艷屏 (7/1)	 蔡沛恩 (7/2)	 無名氏 (7/6)	 莊懷雲 (7/6)	 陳靜敏 (7/7)	 簡慈萱 (7/7)	 李東哲 (7/8)	 楊淳米 (7/8)	 沈軒 (7/8)
	 	 趙美惠 (7/8)	 林榮良 (7/5)	 林財旺 (7/4)	 高惠玲 (7/4)	 魏聖洲 (7/8)	 郭又誠 (7/8)	 洪佳純 (7/8)	 林素瑱 (7/8)	 李冠廷 (7/8)
	 	 李冠德 (7/8)	 高亦萱	張耕輔	張語岑 (7/8)	 林心筠 (7/8)	 韓璧雲 (7/8)	 汪祐任 (7/8)	 黃翠芳 (7/8)	 黃昱仁 (7/8)	 盧垠城 (7/8)
	 	 林映君 (7/8)	 陳維中 (7/8)	 陳林澤 (7/8)	 楊思倫 (7/8)	 鄭雅文 (7/8)	 張瑞文 (7/8)	 張秀娟 (7/8)	 簡華霖 (7/8)	 胡德寬 (7/8)
	 	 邱雅怡 (7/8)	 洪銘傳 (7/8)	 陳蕙珍 (7/8)	 游珍菁 (7/8)	 陳健字 (7/8)	 黃馨諄 (7/8)	 賴湘瀅 (7/7)	 李怡瑩 (7/7)	 鄧東杰 (7/6)
	 	 周聖翔 (7/11)	 無名氏 (7/8)	 陳子卉 (7/9)	 李侑城 (7/9)	 林素炫 (7/9)	 無名氏 (7/8)	 林家慶 (7/8)	 蕭姿宸 (7/1)	 蕭柔暄 (7/1)
	 	 高詩惟 (7/14)	 陳佳彥 (7/14)	 高振傑 (7/14)	 高詩雅 (7/14)	 陳佳綺 (7/14)	 林小玉 (7/14)	 羅貞玲 (7/14)	 潘麗雅 (7/14)	 黃翠萍 (7/14)
	 	 李秋冬 (7/14)	 陳宗銓 (7/14)	 陳雋安 (7/14)	 李依玲 (7/14)	 蘇麗珍 (7/14)	 傅丰筠 (7/15)	 吳慶隆 (7/15)	 廖禾豐 (7/15)	 陳淑婷 (7/15)
	 	 高筱媛 (7/15)	 林欣妤 (7/15)	 無名氏 (7/15)	 梅元光 (7/15)	 楊芷琁	楊允瑭 (7/15)	 蕭湧麒 (7/1)	 蕭幃翰 (7/1)	 廖美玲 (7/1)
	 	 吳淑玉 (7/14)	 郎亞玲 (7/14)	 林佑寯 (7/14)	 楊逸飛 (7/15)	 彭婕妤 (7/15)	 蔡逢原 (7/15)	 劉育豪 (7/15)	 黃雅祺 (7/15)	 林俊宏 (7/15)
	 	 陳祈儒 (7/15)	 黃宏達 (7/14)	 鄭莉芸 (7/14)	 蔡馨儀 (7/14)	 王鈴晴 (7/15)	 張雅粢 (7/15)	 倪金蓁 (7/15)	 李裕卿 (7/15)	 陳勁宇 (7/14)
	 	 陳博元 (7/14)	 陳子騰 (7/14)	 林睿勝 (7/14)	 賴玉婷 (7/14)	 楊銘昭	(7/14)	 李品琪 (7/14)	 潘國柱 (7/14)	 周宥慧 (7/14)	 黃淑惠 (7/14)
	 	 慧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7/14)	 陳奎彰 (7/14)	 陳宥蓁 (7/14)	 郭育秀 (7/14)	 郭以婷 (7/14)	 黃韋嘉 (7/14)	 吳素寬 (7/15)	 吳建彤 (7/15)
	 	 謝志偉 (7/13)	 無名氏 (7/12)	 吳芳俞 (7/5)	 吳坤芳	吳劍進 (7/1)	 昱銓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7/1)	 楊于嫺 (7/15)	 謝昀潔 (7/8)
	 	 善心人士 (7/13)	 林書億 (7/1)	 林亞築 (7/1)	 賴漢聲 (7/1)	 劉燕萍 (7/1)	 陳晴惠 (7/15)	 林伊蘋張名廣 (7/15)
	 	 許壽文 (7/15)	 簡君倫 (7/15)	 陳幸足 (7/15)	 林啟祥 (7/15)	 無名氏 (7/15)	 洪瑱齋 (7/15)	 陳志宏 (7/15)	 林筱臻 (7/15)	 蘇敏慧 (7/15)
	 	 李采蓁 (7/15)	 曾敏智 (7/15)	 洪瑋蔆 (7/15)	 王柏霖	王博勳 (7/15)	 蔡孟娟 (7/15)	 高淵清 (7/15)	 吳媽曾麗美 (7/15)
	 	 陳金英 (7/15)	 林峻興 (7/15)	 吳姿穎 (7/15)	 蔡政峯 (7/15)	 蔡濬澤 (7/15)	 蔡濬謙 (7/15)	 陳月嬌 (7/15)	 鄭美惠 (7/15)	 曾千芬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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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7/01~2022/07/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7/01~2022/07/31

	 	 立欣企業有限公司 (7/15)	 徐思穎 (7/15)	 陳瓊華 (7/15)	 林科瑋 (7/15)	 官伯釗 (7/15)	 林志奇 (7/15)	 許淑綺 (7/15)	 黃國慶 (7/15)
	 	 郭智軒 (7/15)	 郭智軒 (7/15)	 陳昀姍 (7/15)	 陳若蘋 (7/15)	 郭喬柔 (7/15)	 邱文沖 (7/15)	 林劉來葉 (7/15)	 曾芷柔 (7/15)
	 	 王政惟 (7/15)	 王秀芬 (7/15)	 郭秀玲 (7/15)	 陳安妤 (7/15)	 李怡瑄 (7/15)	 洪筱婷 (7/15)	 蔡宗明 (7/15)	 倪庭恩 (7/15)	 黃惠雯 (7/15)
	 	 連臻一 (7/15)	 楊淑珍 (7/15)	 廖翌辰 (7/15)	 楊嘉齊 (7/15)	 曾姿玉 (7/15)	 楊惟智 (7/15)	 張雅鳳 (7/15)	 温郁卿 (7/15)	 林佑銓 (7/15)
	 	 無名氏 (7/15)	 許文星 (7/15)	 陳意文 (7/15)	 林福海 (7/15)	 林志學 (7/15)	 林志鴻 (7/15)	 林雅玲 (7/15)	 陳寶美 (7/15)	 張錫卿 (7/15)
	 	 游秀玲 (7/15)	 侯雅燕 (7/15)	 陳亦婷 (7/15)	 王凌容 (7/15)	 薛詒菁 (7/15)	 李曉婷 (7/15)	 陳億芬 (7/15)	 錡邑生技有限公司 (7/15)
	 	 温靜如 (7/15)	 朱國良 (7/15)	 孫淑蓉 (7/15)	 黃進興 (7/15)	 葉立瑤 (7/15)	 黃今鈺 (7/15)	 沈秉郁 (7/15)	 葉泰宏 (7/15)	 陳俊伊 (7/15)
	 	 彭天榮 (7/15)	 張維真 (7/15)	 陳志勇 (7/15)	 康彰巽 (7/15)	 左煒憶 (7/15)	 莊凱茵 (7/15)	 陳保穎 (7/15)	 陳芷涵 (7/15)	 柯虹伶 (7/15)
	 	 朱孟涵 (7/15)	 湯儒彥 (7/15)	 林彥辰 (7/15)	 古恬禎 (7/15)	 黃幸萍 (7/15)	 劉雪琦 (7/15)	 無名氏 (7/15)	 柳季吟 (7/15)	 蔡瑋 (7/15)
	 	 葉芷均 (7/15)	 賴韋杏 (7/15)	 林庭羽 (7/15)	 黃鈺高 (7/15)	 陳昶仲 (7/15)	 江宜靜 (7/15)	 游福英 (7/15)	 黃裕昇 (7/15)	 王上綸 (7/15)
	 	 謝政育 (7/15)	 劉珍蘭 (7/15)	 李襄綾 (7/15)	 王文助 (7/15)	 曾盛桐 (7/15)	 李淑韻 /李淑瀛 (7/15)	 高群報關有限公司 (7/15)
	 	 曹毓苓 (7/15)	 李宜珠 (7/15)	 曾婉慈 (7/15)	 莊育聖 (7/15)	 廖麗華 (7/15)	 張如億 (7/15)	 張稟旭 (7/15)	 廖滋鐶 (7/15)	 蔣若涵 (7/15)
	 	 李貞偉 (7/4)	 陳玟伶 (7/4)	 葉啟斌 (7/1)	 黃松柏 (7/1)	 莊孟育 (7/1)	 藍若慈 (7/1)	 林巧敏 (7/17)	 林青蓉 (7/15)	 無名氏 (7/15)
	 	 王君豪 (7/15)	 鄭核驛 (7/14)	 善心人士 (7/1)	 梁皓婷 (7/1)	 李牽治 (7/1)	 陳軍翰 (7/1)	 鄧皚蓮 (7/1)	 柯宏偉 (7/1)	 張家禎 (7/1)
	 	 魏郁玲 (7/1)	 顧鴻洲 (7/2)	 顧莊淑貞 (7/2)	 卲仲平 (7/2)	 顧英珍 (7/2)	 黃添修 (7/4)	 曾馨儀 (7/4)	 林冠亨 (7/4)	 黃麗蕙 (7/4)
	 	 黃戀淑 (7/4)	 顏朝發 (7/4)	 紀彣欣 (7/4)	 鍾治蘇 (7/4)	 曾月如 (7/4)	 阮蔡玉雪 (7/4)	 任君勝企業有限公司 (7/4)	 張莉筠 (7/4)
	 	 邱于芾	邱瀚逸 (7/4)	 游銘棟 (7/4)	 王郁玟 (7/5)	 周佾廷 (7/5)	 林峻寬 (7/5)	 王慶財 (7/5)	 洪慧敏 (7/5)	 洪麗麗 (7/5)
	 	 胡素貞 (7/5)	 黃凱靖	黃凱羚 (7/5)	 蔡麗蘭 (7/5)	 吳明澤 (7/5)	 賴玉芳 (7/5)	 黃俊穎 (7/6)	 黃韋碩 (7/6)	 陳銘茱 (7/6)
	 	 陳卿翰 (7/6)	 陸萱 (7/5)	 曲妍璇 (7/5)	 曹立中 (7/5)	 蕭雪如 (7/5)	 姜泯豪	姜泯志 (7/5)	 李國偉 (7/5)	 葉人瑋 (7/6)
	 	 關中穎 (7/6)	 葉人豪 (7/6)	 吳宗翰 (7/6)	 善心人士 (7/19)	 莊宇瀚 (7/15)	 善心人士 (7/16)	 顏麗敏 (7/20)
	 	 蘇姿卉 (7/20)	 蘇冠丞 (7/20)	 袁家珍 (7/6)	 陳金精	蕭國賀	蕭宏宇	蕭加珈	蕭瑩螢	許倍瑜	蕭愃樂		蕭可璇	李宸豪 (7/6)	 謝佳憲 (7/6)
	 	 黃士權 (7/15)	 林秀燕 (7/6)	 謝勝敏 (7/6)	 任怡甄 (7/6)	 王偉禎 (7/6)	 吳玫茵 (7/19)	 陳元璟 (7/6)	 王清棋 (7/6)	 楊錦喜 (7/6)
	 	 王雪芳 (7/6)	 鄧宏義 (7/6)	 梁容禎 (7/6)	 高樹山 (7/6)	 林說花 (7/6)	 許瑞文 (7/6)	 李文華 (7/6)	 游興隆 (7/7)	 許素香 (7/7)
	 	 游雅芳 (7/7)	 游竣逵 (7/7)	 林祐民 (7/7)	 陳宥帆 (7/7)	 陳秉沅 (7/7)	 林玉玲 (7/7)	 吳華宗 (7/7)	 巫穎翰 (7/7)	 郭仲瑋 (7/7)
	 	 蔡英玟 (7/7)	 吳柏嵩 (7/7)	 蕭立苹	徐語彤 (7/7)	 林芳瑜 (7/7)	 林哲綸 (7/7)	 陳律嘉 (7/7)	 楊碧玉 (7/7)	 游亞詩 (7/7)
	 	 游凌軒 (7/7)	 劉育珍 (7/7)	 游博丞 (7/7)	 陳碧霞 (7/7)	 陳聖文 (7/7)	 張淑惠 (7/7)	 沈莉媛 (7/7)	 陳玉珍 (7/7)	 鄭金婷 (7/7)
	 	 曾仁志	曾紹哲	曾韋皓	曾晟安	林玫英 (7/7)	 黃芯珮	黃芯薇 (7/7)	 陳映羽 (7/7)	 趙素娟 (7/20)	 翁禎言 (7/20)	 江懿庭 (7/8)
	 	 張君亦 (7/20)	 李洺睿 (7/8)	 李子成 (7/8)	 陳錫欽 (7/8)	 劉春蓮 (7/8)	 莊仁政 (7/20)	 莊文忠 (7/20)	 黃建鈞 (7/20)	 陳宛妤 (7/20)
	 	 張寶珠 (7/20)	 邱理甄 (7/20)	 莊惠雯 (7/20)	 林盈媺 (7/20)	 江華瀧 (7/8)	 江豐鈦 (7/8)	 蔡櫻桃 (7/8)	 善心人士 (7/8)	 馬志賢 (7/8)
	 	 鍾珉睿 (7/8)	 周永清 (7/8)	 林毅誠 (7/20)	 蕭潤祺 (7/20)	 黃姸心 (7/20)	 洪祖喨 (7/20)	 黃汶霞 (7/20)	 王咏雪 (7/20)	 李佩珊 (7/20)
	 	 施金賢 (7/20)	 翁慧鈴 (7/20)	 林麗芬 (7/20)	 蘇珮君 (7/20)	 楊菫華 (7/20)	 林欽泉 (7/8)	 蔡昇勳 (7/20)	 邱宗瑋 (7/20)	 葉庭仰 (7/8)
	 	 劉士加 (7/8)	 徐毅宸 (7/20)	 陳秋香 (7/20)	 洪嘉苡 (7/20)	 錢彥蓁 (7/20)	 林旂賢 (7/20)	 郭沐桓 (7/20)	 李欣怡 (7/20)	 李皓鈞 (7/20)
	 	 廖紫婷 (7/20)	 梁彩燕 (7/20)	 戴淑惠 (7/20)	 鄭朱惠文 (7/20)	王筱涵 (7/20)	 蕭亦翔 (7/20)	 陳冠宇 (7/8)	 郭宜柔	郭奕翔 (7/8)
	 	 倪睿妤 (7/8)	 倪崧恩 (7/8)	 何雪珍 (7/8)	 葉建邦 (7/22)	 江翊榕 (7/8)	 鍾新添 (7/8)	 鍾佩綾 (7/8)	 沈文堅 (7/8)	 施欽閔 (7/22)
	 	 陳帟綸 (7/22)	 陳澎璇 (7/22)	 陳信威 (7/22)	 吳美金 (7/22)	 宋浩淵 (7/22)	 張柏松 (7/22)	 汪嘉琪 (7/22)	 許碧珊 (7/22)	 林庭瑤 (7/21)
	 	 陳美瑛 (7/21)	 無名氏 (7/21)	 楊友香 (7/20)	 李文富 (7/9)	 張志安	黃意惠	張郁慈	張筠汝	張佑民 (7/20)	 林銘宏 (7/20)	 陳祐祥 (7/20)
	 	 張維蓁 (7/20)	 林郭月 (7/20)	 楊蕎伊 (7/20)	 楊淑安 (7/20)	 周宗頡 (7/20)	 方華生 (7/20)	 李宥蓁 (7/20)	 張晁阜 (7/20)	 蔡雅琳 (7/20)
	 	 劉孟杰 (7/20)	 陳品臻 (7/20)	 曾聖媛 (7/20)	 李政哲 (7/20)	 何智瑋 (7/20)	 中翊科技有限公司 (7/20)	 張停 (7/9)	 張錦梅 (7/9)
	 	 李宸廣 (7/11)	 林猷盛 (7/11)	 林憶恬 (7/11)	 林佳慧 (7/11)	 沈啟文 (7/11)	 林秀絹 (7/11)	 張景評 (7/11)	 陳昭宜 (7/11)	 呂宗育 (7/11)
	 	 劉采妮 (7/12)	 溫智誠 (7/12)	 溫允菲 (7/12)	 溫允彤 (7/12)	 張倫戩 (7/22)	 王永哉 (7/22)	 林妍姿 (7/22)	 張新龍 (7/22)	 陳和慶 (7/22)
	 	 王麒祐 (7/22)	 李芝芸 (7/22)	 陳瀚元 (7/22)	 林陳美惠 (7/22)	 游煥霓 (7/22)	 黃哲錦 (7/22)	 蔡玲娟	(7/22)	 蔡立言 (7/22)
	 	 許智涵 (7/22)	 麥凱傑 (7/22)	 莊惠如 (7/22)	 陳品靜 (7/22)	 黎惠玲	(7/22)	 湯泰山 (7/22)	 湯懿庭 (7/22)	 湯懿安 (7/22)	 楊雅茜 (7/22)
	 	 康錦綉 (7/22)	 陳貴英 (7/22)	 葉明珠 (7/22)	 詹景惠 (7/22)	 蕭柏凱 (7/11)	 黃嘉國全家 (7/11)	 林子祐	林子亮 (7/11)
	 	 張景翔 (7/11)	 柴山迷社群 (7/12)	 洪博彥 (7/12)	 洪熙閑 (7/12)	 張庭宇 (7/12)	 曾美蓮	呂慶安 (7/12)	 黃秉豐 (7/12)
	 	 黃廷緯 (7/12)	 林龍賢	林素秋 (7/11)	 張家華 (7/11)	 蕭永義 (7/11)	 邱莉惠 (7/11)	 洪茉喬 (7/12)	 沈子合 (7/12)	 高琦姝 (7/12)
	 	 黃正良	呂曉芬 (7/12)	 謝有貴 (7/11)	 楊凱閔 (7/12)	 張庭瑋 (7/12)	 侯凱騰 (7/12)	 王椒珍 (7/12)	 陳映文 (7/13)	 陳麗聰 (7/13)
	 	 陳東林 (7/13)	 王仁傑 (7/13)	 王靖淳 (7/13)	 蔡鑾英 (7/13)	 黃文俊 (7/13)	 曾晴筠 (7/13)	 陳天祐 (7/12)	 黃梅貞 (7/12)	 陳群益 (7/13)
	 	 巫軒承	翁如玉	巫錦佳	巫錦泓	巫儀亭 (7/12)	 涂莉婷 (7/12)	 高庚鑽	徐怡玲 (7/12)	 趙培麟 (7/13)	 謝孟晏 (7/13)	 王思文 (7/13)
	 	 許伯仲 (7/13)	 彭美惠 (7/13)	 劉子豪 (7/13)	 蔡史琪 (7/13)	 李維彬 (7/13)	 范英毅 (7/13)	 江虹瀅 (7/13)	 何佳益 (7/13)	 鄭婕妤 (7/13)
	 	 吳亞臻 (7/13)	 吳昕玹 (7/13)	 吳素珍 (7/13)	 徐銘澤 (7/13)	 劉世平 (7/13)	 劉麗美	陳錦祥	劉蔡淑女	陳宣志	陳葦芸 (7/13)	 黃玉瓔 (7/13)
	 	 鄭財華 (7/13)	 謝正忠 (7/13)	 李昌諭 (7/14)	 吳福泉 (7/14)	 劉俊民 (7/13)	 張翊庭 (7/14)	 柯孟妏 (7/14)	 朱瑞月 (7/14)	 邱靖富 (7/14)
	 	 林忠信 (7/14)	 許胡桂鑾 (7/15)	 鄭安妤 (7/13)	 郭羽庭 (7/15)	 郭俊宏 (7/15)	 林碧蓮	合家 (7/15)	 薛富騰 (7/15)
	 	 柯柏豪 (7/15)	 善心人士 (7/25)	 李晉坪 (7/14)	 林彥佑 (7/15)	 李玉環 (7/15)	 林青蓉 (7/18)	 林吳玲香 (7/18)
	 	 彭永和	彭于慈	張珮絜 (7/18)	 郭世崇 (7/14)	 陳偉杰 (7/18)	 李秉諭 (7/18)	 李奕其 (7/19)	 劉千翡 (7/18)	 徐珮淯 (7/18)	 蕭岳聰 (7/18)
	 	 賴秋鑾 (7/15)	 劉有祥	吳玉英	劉奕志 (7/18)	 浠泊淶有限公司 (7/27)	 吳曉舒 (7/24)	 林湘涵 (7/24)	 李有連 (7/16)	 李焌瑛 (7/29)
	 	 政昌汽修廠	葉奕甫 (7/18)	 朱秀貞	王維廷 (7/19)	 林雅敏	蔡克培	蔡克梵 (7/29)	 王妙真 (7/29)	 李依潔 (7/29)	 劉國偉 (7/29)
	 	 王智勇	王柏翔 (7/29)	 朱杏花 (7/29)	 魏玉宏 (7/29)	 徐筱涵 (7/29)	 黃琮勝 (7/29)	 周碧霞 (7/29)	 柯瑋宸 (7/29)	 林靜怡 (7/29)
	 	 顏秀蓉 (7/29)	 趙永崴 (7/29)	 吳泓治 (7/29)	 葉姿君 (7/29)	 吳文平 (7/29)	 李書丞 (7/29)	 陳琡云 (7/29)	 廖昱叡 (7/29)	 周敏華 (7/29)
	 	 林孟嫻 (7/19)	 張熒珊 (7/19)	 陳姿蓉 (7/19)	 郭素貞 (7/19)	 楊小唯 (7/20)	 賴予晴 (7/20)	 呂欣	呂佳 (7/20)	 賴奕廷 (7/22)
	 	 陳羅彩雲	陳靜文	陳炏明	陳逸樺	陳星儀 (7/20)	 陳忠桂	張簡秀月 (7/20)	 張軒誠 (7/25)	 蔡明志 (7/31)	 朱玉禎 (7/31)	 王彥婷 (7/31)
	 	 黃祈富 (7/30)	 余謝銘 (7/30)	 無名氏 (7/28)	 王俊皓 (7/27)	 王卉喬 (7/27)	 林于恭	林于絹	林于敬	陳萮芯 (7/22)	 夏雲霞 (7/22)
	 	 王公興 (7/22)	 蕭郁帆 (7/23)	 陳桂子 (7/25)	 柳冠羽 (7/22)	 林雅梅 (7/25)	 施睿翔 (7/25)	 善心人士 (7/31)	 劉郁善 (7/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8)	 周昆宜 (7/28)
	 	 簡玉屏 (7/28)	 游林梅枝 (7/31)	 盧冠志 (7/30)	 洪瑛穗 (7/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2)	 王思云 (7/26)	 朱虔儀 (7/26)
	 	 周金德 (7/26)	 曾傳明 (7/26)	 雷昕樺 (7/26)	 莊順程 (7/26)	 黃凱靖	黃凱羚 (7/27)	 周紹南 (7/28)	 龍海亞 (7/18)	 許欽傑 (7/18)
	 	 林呈祐 (7/18)	 陳慧嫺 (7/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7)	 程裕權 (7/18)	 彭乾豪 (7/18)	 李柔蒂 (7/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7)	 賀毓華 (7/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	 盧三勝 (7/18)
	 	 無極	龍鼎宮 (7/31)	 蔡思婷 (7/29)	 王鋐澤 (7/29)	 張敬暐 (7/29)	 sandy(7/29)	 陳震碩 (7/28)	 温智翔 (7/28)	 洪佩汝 (7/28)
	 	 柯智偉 (7/28)	 林鼎傑 (7/28)	 吳雅淳 (7/27)	 李柏憲 (7/26)	 李柔蒂 (7/25)	 陳慧嫺 (7/25)	 程裕權 (7/25)	 潘靜芳 (7/25)	 陳延彰 (7/24)

	 	 陳志民 (7/24)	 劉家涓 (7/23)	 林誌誠 (7/23)	 sun(7/23)	 崔倬豪 (7/23)	 黃鉦皓 (7/23)	 善心人士 (7/22)	 陳科榤 (7/22)
	 	 蕭惠華 (7/21)	 梁宇帆 (7/21)	 王信翰 (7/21)	 林茹 (7/21)	 張庭榤 (7/21)	 廖文志 (7/20)	 林美秀 (7/20)	 羅月里 (7/20)	 蘇慶銓 (7/20)
	 	 賴光星	陳惠婷 (7/20)	 黃庭玉 (7/19)	 鄭詩諭 (7/19)	 廖靜茹 (7/16)	 詹宗瑋 (7/16)	 江玉揚 (7/15)	 許承琳 (7/14)	 黃才溱 (7/14)
	 	 林晏秀 (7/14)	 黃芷柔 (7/14)	 雷珵麟 (7/13)	 陳珮銣 (7/13)	 王憶婷 (7/13)	 邱宇霆 (7/13)	 徐秋文 (7/13)	 潘莉珺 (7/12)	 李寶精 (7/12)
	 	 何美津 (7/28)	 周相霜 (7/28)	 廖詠宸 (7/12)	 楊昕霏 (7/28)	 楊和基 (7/28)	 余謝輝 (7/29)	 余毓敏 (7/29)	 王璿瑋 (7/29)	 黃柏綱 (7/29)
	 	 黃昌川 (7/29)	 潘靜芳 (7/12)	 高慧君 (7/26)	 侯凱騰 (7/26)	 丁聖岡 (7/26)	 盧朝傳 (7/26)	 林文雄 (7/26)	 莊智雅 (7/26)	 陳立翰 (7/27)
	 	 吳瑞展 (7/11)	 郭頤如 (7/11)	 王筱梵 (7/11)	 陳延彰 (7/11)	 李柔蒂 (7/11)	 歐陽萱穎 (7/10)	 羅育仁 (7/10)	 ivanyao(7/9)
	 	 陳品吟 (7/9)	 簡秋蘭 (7/9)	 陳谷政 (7/9)	 林睿毅 (7/9)	 Rosen(7/9)	 洪兆威 (7/8)	 廖佩佩 (7/8)	 陳怡伶 (7/8)	 李怡臻 (7/8)
	 	 廖啟明 (7/7)	 林孟霏 (7/7)	 曾湘蓉 (7/7)	 黃姿螢 (7/7)	 何佳蓉 (7/7)	 善心人士 (7/7)	 楊小姐 (7/7)	 黃蘭玲 (7/6)	 王文和 (7/6)
	 	 李柔蒂 (7/6)	 陳立銘 (7/5)	 唐兆齊 (7/5)	 呂育昕 (7/5)	 曾韋凱 (7/5)	 陳億葳 (7/5)	 林育虔 (7/5)	 tina(7/4)	 黃芷柔 (7/4)
	 	 詹富傑 (7/4)	 jerry(7/3)	 倪旭昇 (7/3)	 林俊儒 (7/2)	 蔡依潼 (7/2)	 王佩清 (7/1)	 郭詩怡 (7/1)	 黃加鑫 (7/1)	 徐維良 (7/1)
	 	 善心人士 (7/1)	 張雅玲 (7/12)	 吳信璋 (7/12)	 陳廷敬 (7/30)	 吳育瑄 (7/4)	 葉書誠 (7/8)	 劉定國 (7/28)	 劉定國 (7/22)	 劉定國 (7/21)
	 	 石妍湘 (7/16)	 四平街大梵天王 (7/16)	 温俐婷 (7/16)	 廖榆安 (7/21)	 呂神柱 (7/9)	 簡苑倩 (7/7)	 鄭和英 (7/23)	 鄭和英 (7/19)
	 	 顏士敏 (7/26)	 鄭博謙 , 郭淨美 (7/27)	 楊姎凌 (7/16)	 夏雯娣 (7/2)	 蔡文華 (7/11)	 林宗賢 (7/11)	 黃星榮 (7/17)	 蔡東和 (7/14)
	 	 邱翊瑄 (7/2)	 楊羿貞 (7/10)	 陳家欣 (7/30)	 蔡明溪 (7/3)	 陳振興 (7/6)	 陳碧雲 (7/31)	 林桃 (7/31)	 羅麗卿 (7/20)	 王姿懿 (7/10)
	 	 楊淑玲 (7/5)	 李隆乾 (7/19)	 王彣忻 (7/9)	 顛倒佛 (7/4)	 庸鳳 (7/25)	 葉俊廷 (7/16)	 謝岳龍 (7/5)	 徐悅珊 (7/29)	 李育麟 (7/31)
	 	 黃彥超 (7/10)	 蕭博玗 (7/6)	 劉鎮華 (7/21)	 洪乙榛 (7/3)	 林雅貞 (7/1)	 徐亞庭 (7/6)	 邱顯祥 (7/12)	 廖軍凱 (7/3)	 陳沁樂 (7/29)
	 	 陳佳祥 (7/9)	 王聰銘 (7/15)	 王良哲 (7/10)	 高瑞聰 (7/1)	 羅銘傑 (7/16)	 吳欣潔 (7/15)	 簡宏恩 (7/7)	 楊富穎 (7/12)	 林亭毓 (7/8)
	 	 陳品屹 (7/24)	 張羽君 (7/10)	 彭婉婷 (7/31)	 林意如 (7/5)	 薛靜淑 (7/3)	 胡文義 (7/12)	 尤立文 (7/13)	 李怡佩 (7/2)	 李宥澄 (7/12)
	 	 謝嘉鴻 (7/6)	 邱晶菁 (7/3)	 施乃瑜 (7/6)	 蘇穎智 (7/19)	 江賢誠 (7/30)	 李瑋承 (7/24)	 詹旻潔 (7/13)	 巫靖憲 (7/6)	 王守蕙 (7/21)
	 	 王智美 (7/1)	 黃小姐 (7/9)	 曾麗卿 (7/29)	 楊靜惠 (7/30)	 吳浚泓 (7/11)	 張陳雪 (7/28)	 吳佳蓉 (7/5)	 王映方 (7/26)	 陳坤源 (7/26)
	 	 莊瑞賓 (7/26)	 李國華 (7/26)	 葉王愛 (7/26)	 陳月嬌 (7/26)	 游素珍 (7/26)	 李淑玲 (7/27)	 蔡楚卉 (7/27)	 林栛伃 (7/27)	 周雪容 (7/28)
	 	 唐瑩 (7/28)	 吳奕正 (7/28)	 蔡欣霓 (7/28)	 楊涵菇 (7/28)	 楊青峰 (7/28)	 陳柏榤 (7/28)	 范沛盈 (7/28)	 楊子乂 (7/28)	 陳佳雯 (7/28)
	 	 李萬得	吳文鈞 (7/29)	 梁儀萱 (7/29)	 龔金顧 (7/29)	 黎高興 (7/29)	 邱于芾	邱瀚逸 (7/29)	 兆信杜孟真法律事務所 (7/29)
	 	 陳春津	陳盈君	陳宏傑	陳維婷 (7/29)	 廖英智 (7/30)	 楊瓊雅 (7/29)
	 484	 鄧琬卉 ( 慈恩 )(7/13)
	 460	 OKGO捐款 (7/22)
	 450	 張力文 (7/4)	 陳俞臻 (7/4)	 張文承 (7/7)
	 430	 黃伃屏 (7/27)
	 420	 OKGO捐款 (7/4)	 OKGO捐款 (7/16)
	 416	 高宥縈 (7/15)
	 400	 黃麗燕 (7/1)	 劉振貴	孫月桃	劉家穎	劉睿豐 (7/1)	 張維真 (7/1)	 楊世民	楊承翰	楊采于	鄭夙玲 (7/1)	 紀佩汾 (7/1)
	 	 紀龍年 (7/1)	 紀良育 (7/1)	 吳承徽 (7/15)	 林鈺玶 (7/15)	 許敬忠 (7/15)	 吳品樺 (7/15)	 潘樹凰 (7/2)	 戴智子	林瑞哲 (7/4)
	 	 周曉藝 (7/14)	 鍾牡丹 (7/5)	 李子安	李健治 (7/7)	 陳世文 (7/8)	 蕭淑薇 (7/20)	 黃檍璿 (7/11)	 張國鐘 (7/20)	 黃俊盛 (7/22)
	 	 王瑜 (7/22)	 金龍餐廳 (7/11)	 高瑜君 (7/11)	 高于凱 (7/11)	 高天輝 (7/11)	 無名氏 (7/13)	 周玉雲 (7/14)	 鐘朝鵬 (7/22)
	 	 OKGO捐款 (7/8)	 鐘梁榴 (7/22)	 OKGO捐款 (7/29)	 張詠安 (7/12)	 林世昌 (7/29)	 邱健桓 (7/27)	 謝佑芳 (7/17)
	 	 鄧學梅	林瑄珮	周塏庭	周麟瑋 (7/27)	 陳瑞宗 (7/29)	 林怡君 (7/29)	 林宸漢 (7/29)	 林品亦 (7/29)
	 392	 李永棟 (7/15)
	 360	 陳秀琳 (7/14)	 陳威州 (7/12)
	 350	 楊美棻 (7/1)	 陳俞瑾 (7/1)	 陳玨瑞 (7/1)	 陳奕霏 (7/1)	 林宸如 (7/15)	 溫惠燕 (7/1)	 OKGO捐款 (7/14)	 alice(7/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30)
	 333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7/22)
	 315	 蘇冠臻 (7/1)	 游秋敏 (7/1)
	 303	 施育憲 (7/28)
	 300	 陳又菱 (7/1)	 蔡睿璟 (7/1)	 孫旻穗 (7/1)	 葉俊廷 (7/1)	 溫雅茹 (7/4)	 Coral.candle	(7/4)	 曾楷斌 (7/1)	 曾楷婷 (7/1)
	 	 李垣蓁 (7/1)	 趙俞芳 (7/1)	 謝禾軒 (7/1)	 施宥歆 (7/1)	 陳世欽 (7/1)	 蕭羽珊	蕭偉倫 (7/1)	 無名氏 (7/6)	 古文進 (7/8)
	 	 顏文華 (7/5)	 王重明 (7/8)	 鍾家貽 (7/8)	 温灝騰 (7/8)	 張可妡 (7/8)	 詹鳳美 (7/8)	 王怡婷 (7/8)	 王如婷 (7/8)	 黃冠哲 (7/8)
	 	 吳華銳 (7/8)	 胡嘉俊 (7/8)	 林宥竹 (7/6)	 王巒騰 (7/15)	 姜麗幸 (7/14)	 徐婕麗 (7/14)	 徐子晴 (7/14)	 徐丞皜 (7/14)	 王春桃 (7/14)
	 	 柯玉如 (7/15)	 鄭珮銣 (7/15)	 葉紓妘 (7/14)	 張弘毅 (7/14)	 無名氏 (7/15)	 柯文茜 (7/15)	 余昌勳 (7/14)	 葉恩愷 (7/14)	 吳基全 (7/14)
	 	 林謙佑 (7/14)	 李緯吟 (7/14)	 温誌群 (7/14)	 郭美英 (7/14)	 鄭宥熏 (7/14)	 鄭雅文 (7/14)	 簡麗鳳 (7/14)	 鄭琇霞 (7/14)	 曾敏瑄 (7/14)
	 	 唐筱雯 (7/15)	 章玲琪 (7/15)	 吳佳樺 (7/13)	 謝庭翔 (7/13)	 謝雅萱 (7/13)	 兒童癌症 (7/8)	 善心人士 (7/9)	 陳怡如 (7/3)	 梁傢鳳 (7/1)
	 	 謝奉圜 (7/1)	 倪惠軒 (7/1)	 陳惠真	邱冠芳	邱姝軒 (7/1)	 鍾秋美 (7/1)	 林重佑 (7/1)	 林彥廷 (7/1)	 李怡婷 (7/15)	 廖惠萱 (7/15)
	 	 無名氏 (7/15)	 陳美華 (7/15)	 方龍偉 (7/15)	 方子瑜 (7/15)	 方馨榆 (7/15)	 郭又菁 (7/15)	 王端勇 (7/15)	 菰玉雲 (7/15)	 周定澤 (7/15)
	 	 梁斐伊 (7/15)	 陳佳君 (7/15)	 張庭甄 (7/15)	 林廷熹 (7/15)	 許皎慧 (7/15)	 何撒拉 (7/15)	 無名氏 (7/15)	 張世墩 (7/15)	 何家賢 (7/15)
	 	 何恩 (7/15)	 何戎 (7/15)	 陳洪美珍 (7/15)	 董芝妤 (7/15)	 蕭伊夆 (7/15)	 李淑雯 (7/15)	 金煜恩	(7/15)	 黃秀姬 (7/15)
	 	 黃世昌 (7/15)	 周芃萱 (7/15)	 黃羿惠 (7/15)	 朱亭語 (7/15)	 鄭淑蕙 (7/15)	 劉子瑄 (7/15)	 黃譯葶 (7/15)	 劉冠伶 (7/15)	 曾怡欣 (7/15)
	 	 安後得 (7/15)	 陳偉俊 (7/15)	 陳沛歆 (7/15)	 陳姿文 (7/15)	 賴品妍 (7/15)	 無名氏 (7/15)	 許盈盈 (7/15)	 王之承 (7/15)	 無名氏 (7/15)
	 	 陳云媗 (7/15)	 謝靜芬 (7/15)	 無名氏 (7/15)	 林恆宇 (7/15)	 黃綉雯 (7/15)	 李佳潔 (7/15)	 張偉哲 (7/15)	 鄭亦曾 (7/1)	 陳志松 (7/2)
	 	 侯秉科 (7/4)	 陳慧菁 (7/4)	 林裕和	許美琇 (7/4)	 林婉菱 (7/4)	 詹鴻慧	謝銘燦	謝宛庭 (7/4)	 李育如	江長宸	黃素美 (7/4)
	 	 李美琴 (7/4)	 歐陽雅鈴 (7/14)	 袁三梅 (7/1)	 呂坤城	呂佩玲	楊瑤玲 (7/4)	 蕭信良 (7/4)	 黃淑櫻 (7/4)	 周宜汝 (7/4)
	 	 蔡詩敏	吳姿儀 (7/4)	 林浚豐	鍾辛芮	林宜蓁	林譽修 (7/4)	 林重元	陳向娟 (7/4)	 呂瑞惠	張哲維	張哲豪 (7/4)
	 	 劉冠妏	劉伃倫 (7/4)	 張鴻雄 (7/4)	 林鈺庭 (7/4)	 曲妤庭 (7/5)	 江宓怡 (7/5)	 捐款 (7/16)	 孫益僑 (7/5)	 鄭淑菁 (7/5)
	 	 蘇鈺祐	蘇千惠	連家華	蘇正竹 (7/5)	 黃惠卿 (7/5)	 曲幼蓁 (7/6)	 高偉翔 (7/6)	 何彥勳 (7/6)	 陳美雪 (7/6)	 鄒佾恩 (7/7)
	 	 鄒曜 (7/7)	 陳顏腰 (7/7)	 高育筑 (7/7)	 陳保林 (7/7)	 簡石庚 (7/20)	 馬星妤 (7/20)	 王毓昶 (7/7)	 俞雲 (7/7)	 林淑華 (7/20)
	 	 唐文斌 (7/8)	 溫俊溢 (7/8)	 蕭仲庭 (7/20)	 蕭仲庭 (7/20)	 柯文朱 (7/20)	 蕭靖澂 (7/20)	 馮惠娩 (7/20)	 楊承翰 (7/8)	 林志南 (7/20)
	 	 馬萬青 (7/20)	 顏秀芬 (7/20)	 楊舒媛 (7/20)	 陳柏蓉 (7/20)	 楊祺生 (7/20)	 楊采婕 (7/20)	 楊莞筠 (7/20)	 許家逢 (7/20)	 許詠程 (7/20)
	 	 曾玉雯 (7/20)	 梁聖亞 (7/20)	 吳亮吟 (7/22)	 邱于庭 (7/8)	 謝政倫 (7/8)	 楊惠婷 (7/8)	 陳芝蓮	陳敬文 (7/9)	 陳良演 (7/22)
	 	 李先居 (7/22)	 鄭玉琦 (7/22)	 林順 (7/22)	 陳慶昀 (7/22)	 無名氏 (7/21)	 徐振唐 (7/20)	 徐崇凱 (7/20)	 周忠富 (7/20)	 周椿騰 (7/20)
	 	 陳盈朱 (7/20)	 陳慧頤 (7/20)	 邱美雪 (7/20)	 謝丞皓 (7/20)	 林燦宇 (7/20)	 黎秀妍 (7/20)	 王婷柔 (7/20)	 吳慧美 (7/20)	 劉家潔 (7/20)
	 	 蕭長沛 (7/11)	 楊碧珠 (7/11)	 葉昱婷 (7/11)	 洪儷恩 (7/11)	 尤雅玲 (7/22)	 鄭惟庭 (7/22)	 劉莉莉 (7/22)	 郭奕瓊	宋沛帆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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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7/01~2022/07/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7/01~2022/07/31

	 	 楊信桂 (7/22)	 施淑芬 (7/22)	 黃芃甄 (7/22)	 李澤翔 (7/22)	 李美玉 (7/22)	 余秉芮 (7/22)	 葉春美 (7/22)	 劉和綸 (7/22)	 黃志遠 (7/12)
	 	 楊碧芬 (7/11)	 林麗琴 (7/11)	 洪朝琴 (7/11)	 陳宏慈 (7/11)	 林進興 (7/13)	 盧麗鳳 (7/13)	 呂美君 (7/13)	 杜曉華 (7/13)	 張嘉庭 (7/13)
	 	 張騰元 (7/12)	 胥傳鑫 (7/13)	 林柏清 (7/13)	 劉奇炫 (7/13)	 林蘇秋蘭 (7/13)	 周毓滿 (7/13)	 吳永舒 (7/13)	 陳威廷 (7/13)
	 	 施阿淑 (7/14)	 徐玥禛 (7/14)	 蘇桂滿 (7/15)	 潘志坪 (7/15)	 呂姿慧 (7/15)	 陳禹潔 (7/25)	 吳沛璇 (7/18)	 林奕妘 (7/18)	 莊宇瀚 (7/21)
	 	 李幸霖 (7/19)	 簡佳誼 (7/19)	 吳麗芬 (7/22)	 陳立軒 (7/18)	 黃裕家 (7/24)	 陳宏銘 (7/22)	 鄭乃瑜 (7/18)	 林宜丹 (7/20)	 張昱婕 (7/20)
	 	 林宜萱 (7/20)	 莊昭賢 (7/19)	 宋泉叡 (7/19)	 林象新 (7/20)	 林定緯 (7/20)	 鍾佳芝 (7/20)	 彭秀娟 (7/20)	 鄭華文 (7/21)	 黃義宏 (7/21)
	 	 李賢德 (7/19)	 李欣融 (7/19)	 李崨瑞 (7/19)	 張進慧 (7/19)	 張喬茵 (7/29)	 崔立潔 (7/29)	 鄭淇庭 (7/29)	 陳萱倚 (7/29)	 陳柏融 (7/29)
	 	 吳政翰 (7/29)	 曾碧姿 (7/29)	 黃珮雯 (7/29)	 翁書傑 (7/29)	 郭江月娥 (7/29)	 張芯瑀 (7/20)	 張家維 (7/20)	 邱碧珠 (7/20)
	 	 吳志銘	黃心怡	林春美	吳鈺峰 (7/21)	 陳和源 (7/21)	 陳輝 (7/22)	 鐘月香 (7/22)	 張庭瑀 (7/20)	 邱若瑜 (7/31)	 陳麗淑 (7/20)
	 	 黃德馨 (7/21)	 葉軒甫	葉晏廷 (7/21)	 善心人士 (7/28)	 OKGO捐款 (7/28)	 劉建文 (7/22)	 閻秋燕 (7/22)
	 	 林敬凱	陳美玉 (7/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8)	 張睿森 (7/28)
	 	 古茂呈 (7/31)	 羅丹甯 (7/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5)	 林泓志	陳宛玲	林晨宇 (7/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0)	 林家緯 (7/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5)	 黃煒倫 (7/30)
	 	 HUNTER(7/29)	沈雲安 (7/18)	 卓其賢 (7/18)	 李沛珊 (7/17)	 林怡汝 (7/16)	 劉宥騰 (7/29)	 蔡文理 (7/28)	 彭鴻文 (7/26)	 謝宛彤 (7/26)
	 	 沈忠祈 (7/25)	 古茂呈 (7/24)	 陳漢武 (7/24)	 林玉青 (7/20)	 叫團購溪湖店 (7/19)	 洪偉哲 (7/19)	 蕭雅宏 (7/19)	 陳蕙玲 (7/19)
	 	 賴昭君 (7/15)	 劉子豪 (7/14)	 善心人士 (7/14)	 潘瑜希 (7/14)	 潘玟諺 (7/14)	 黃瑜崴 (7/14)	 土地公 (7/14)	 陳宇文 (7/13)
	 	 廖䉠欣 (7/12)	 楊筱蓓 (7/28)	 劉月鳳 (7/28)	 蔡明宏 (7/26)	 施權哲 (7/12)	 陳佳佳 (7/11)	 林香君 (7/11)	 陳金星 (7/11)	 王李文馨 (7/11)
	 	 王天龍 (7/11)	 陳東駿 (7/11)	 鐘婉真 (7/10)	 李宥彤 (7/9)	 李世民 (7/9)	 王婉玲 (7/8)	 郭美麗 (7/8)	 周怡伶 (7/7)	 黃佳莉 (7/7)
	 	 陳燁逸 (7/7)	 彭秀珠 (7/7)	 張景星 (7/7)	 黃莉玲 (7/6)	 林家緯 (7/6)	 王品心 (7/6)	 王正泓 (7/6)	 叫團購溪湖店 (7/5)
	 	 陳宏泉 (7/5)	 薛睿恩 (7/5)	 廖英喬 (7/5)	 陳貞如 (7/4)	 陳裕瑋 (7/4)	 dr 珠寶 (7/1)	 陳啟倫 (7/1)	 謝佑芳 (7/10)	 謝佑芳 (7/3)
	 	 王怡婷 (7/20)	 沈佩玲 (7/11)	 沈陳秀英 (7/11)	 宋建煌 (7/5)	 周可樂 (7/8)	 連湘怡 (7/26)	 羅秀美 (7/28)	 周梅齡 (7/12)
	 	 廖建智 (7/13)	 柯良玉 (7/1)	 林昶安 (7/10)	 黃進財 (7/11)	 楊澔昕 (7/26)	 游金源 (7/4)	 黃子珍 (7/22)	 蔡國煌 (7/11)	 李濠副 (7/8)
	 	 謝榮光 (7/15)	 胡甄鴛 (7/4)	 曾苡晴 (7/19)	 趙國輝 (7/23)	 林可欣 (7/3)	 張羽岑 (7/27)	 孫誌隆 (7/29)	 許慈倫 (7/24)	 沈畇希 (7/7)
	 	 何東昇 (7/12)	 楊豐吉 (7/28)	 馮仲祺 (7/31)	 善心人士 (7/19)	 鄧毓凱 (7/3)	 吳彩玲 (7/18)	 耿家榛 (7/12)	 邱春蘭 (7/20)
	 	 陳雅淑 (7/10)	 楊弘達 (7/17)	 呂芮妤 (7/14)	 施成樺 (7/24)	 鄭佳鈞 (7/17)	 張慈鈴	蔡沛蓁	蔡慶瑞 (7/26)	 張慈鈴	蔡沛蓁	蔡慶瑞 (7/26)
	 	 杜志宗 (7/26)	 吳惠治 (7/27)	 葉靜瑜 (7/29)	 陳鋒蒔 (7/29)	 黃子華 (7/29)	 蔡鋌鏵 (7/29)	 蔡宗杰 (7/29)	 李俊憲 (7/29)	 蔡嫻曄 (7/29)
	 	 劉彥琳 (7/31)
	 258	 林淑貞 (7/14)	 葉峻豪 (7/15)
	 250	 楊嬿鈴 (7/8)	 蔡宗旻 (7/15)	 蔡妍儀 (7/15)	 呂浩維 (7/14)	 陳隆佑 (7/1)	 李美杏 (7/1)	 陳嘉樂 (7/1)	 黃品恩 (7/15)	 黃品頤 (7/15)
	 	 黃奕勤 (7/15)	 無名氏 (7/15)	 陳慶鴻 (7/1)	 王孝瑀 (7/1)	 陳盈君 (7/1)	 侯德財 (7/5)	 吳素智 (7/5)	 侯怡青 (7/5)	 侯怡珊 (7/5)
	 	 涂良憲 (7/6)	 林家歆 (7/7)	 林金玲 (7/7)	 鄭維雄 (7/8)	 林敬傑 (7/20)	 陳怡臻 (7/21)	 姚子真 (7/12)	 姚慈善 (7/12)	 李豐昌 (7/22)
	 	 謝秀玲 (7/12)	 謝金儒 (7/13)	 姚友善 (7/12)	 王泠樺 (7/13)	 陳曉慧 (7/13)	 許秀真 (7/13)	 陳韋翰 (7/15)	 陳柏憲 (7/20)	 陳子祥 (7/20)
	 	 張美蘭 (7/25)	 蔡錫坤 (7/25)	 吳佳蓉 (7/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6)	 楊自凱 (7/31)	 顏霈淳 (7/17)	 張景鈜 (7/28)	 蔡淑暖 (7/24)
	 	 蘇芯葦 (7/19)	 林昱安 (7/10)	 我愛鹿港小鎮	謝俊祥 (7/10)	 陳永智 (7/5)	 陳奕睿 (7/8)
	 222	 蘇文芊 (7/14)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7/22)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7/22)
	 200	 吳慧燕 (7/1)	 何榮賜 (7/1)	 陳沛涔 (7/1)	 李淑玲 (7/1)	 無名氏 (7/3)	 張靜智 (7/1)	 許雅華 (7/1)	 蔡宜秀 (7/1)	 郭莉庭 (7/1)
	 	 鄧宇皓 (7/1)	 鄧宇軒 (7/1)	 黃筱雯 (7/3)	 黃筱雯 (7/2)	 盧亮妤 (7/1)	 李一玄 (7/1)	 賴怡璇 (7/6)	 劉玉珍 (7/5)	 柯美珠 (7/5)
	 	 蔡卓錚 (7/8)	 無名氏 (7/4)	 黃襦霈等 (7/5)	 卓浩瑋 (7/8)	 陳秀限 (7/8)	 阮筱蓉 (7/8)	 蔡鎮謙 (7/8)	 林昇諒 (7/8)	 林宥廷 (7/8)
	 	 林煌期 (7/8)	 陳建瑋 (7/5)	 無名氏 (7/7)	 林德勝 (7/6)	 湯凱程 (7/11)	 湯健業 (7/11)	 徐秀子 (7/11)	 邵郁婷 (7/8)	 無名氏 (7/9)
	 	 無名氏 (7/8)	 林泓毅 (7/14)	 謝依伶 (7/15)	 賴秀禎 (7/15)	 莊宜璇 (7/15)	 陳宥伊 (7/15)	 謝佳蓉 (7/15)	 周葦綺 (7/15)	 劉亮彤 (7/15)
	 	 林慧君 (7/15)	 范佳莉 (7/15)	 鄭雅云 (7/2)	 曾俊冠 (7/14)	 陳羽潔 (7/15)	 楊蕙瑀 (7/15)	 無名氏 (7/15)	 謝昀諺 (7/14)	 蕭少宏 (7/14)
	 	 湯湘華 (7/14)	 欒芊寶 (7/14)	 徐秋如 (7/14)	 賴靜瑜	林志南 (7/14)	 林翰呈 (7/14)	 無名氏 (7/15)	 何遂裕 (7/15)	 陳右珊 (7/15)
	 	 許小薇 (7/15)	 陳品蓁 (7/14)	 簡宏峻 (7/13)	 蔡淑評 (7/10)	 林進星 (7/1)	 陳威霖 (7/15)	 吳柏燁 (7/15)	 楊晏萍 (7/15)	 傅馨怡 (7/15)
	 	 詹唐威 (7/15)	 郭嘉欣 (7/15)	 江雨珊	陳舒婷 (7/15)	 連少紋 (7/15)	 洪油山 (7/15)	 無名氏 (7/15)	 沈紋如 (7/15)	 無名氏 (7/15)
	 	 萬美媛 (7/15)	 賴姵璇 (7/15)	 陳芊羽 (7/15)	 濮亞莉 (7/15)	 黃馨誼 (7/15)	 黃建豪 (7/15)	 無名氏 (7/15)	 邱慧娟 (7/15)	 李雅微 (7/15)
	 	 馮琪茵 (7/15)	 蔡佳芳 (7/15)	 許允霏 (7/15)	 陳雪愉 (7/15)	 傅丹謙 (7/15)	 高瑞霞 (7/15)	 林佩潔 (7/15)	 邱玉萍 (7/15)	 蔡丞勛 (7/15)
	 	 郭金玉 (7/15)	 彭伊筠 (7/15)	 鍾昕舫	鍾旻格 (7/15)	 柯秀娟 (7/15)	 黃重輝 (7/15)	 無名氏 (7/15)	 蘇宥楨 (7/15)	 莊雅淇 (7/15)
	 	 陳美碧 (7/15)	 顏守駿 (7/15)	 李湘蓉 (7/15)	 張國榮 (7/15)	 陳育澍 (7/15)	 林蕙君 (7/15)	 吳沛穎 (7/15)	 張心雅 (7/15)	 李靜怡 (7/15)
	 	 陳于毅 (7/15)	 陳彥儒 (7/15)	 邱榆鈞 (7/15)	 侯施帆 (7/15)	 吳睿澤 (7/15)	 林美伶 (7/15)	 陳祥茗 (7/15)	 劉桂苓 (7/15)	 許慈玲 (7/15)
	 	 洪子翔 (7/15)	 無名氏 (7/15)	 方羚 (7/15)	 顏名妤 (7/15)	 黃淑鈴 (7/15)	 李伊琁 (7/15)	 潘美鳳 (7/15)	 陳慶龍 (7/15)	 黃貞寶 (7/15)
	 	 張書瑜 (7/15)	 吳敬揚 (7/15)	 陳乙晴 (7/15)	 高睿晨 (7/15)	 陳怡安 (7/15)	 孫錦堂	黃鈺婷	邱奕祺 (7/15)	 邱伊辰 (7/15)	 邱聖翔 (7/15)
	 	 黃鈺婷	邱伊辰	邱聖翔	邱奕祺	孫錦堂 (7/15)	 鄭雅玫 (7/15)	 陳新妮 (7/15)	 劉俞君 (7/15)	 劉彥程 (7/15)	 張家鳳 (7/15)	 王姿文 (7/15)
	 	 王怡瑾 (7/15)	 蔡淑茹 (7/15)	 陳彥州 (7/15)	 陳彥霖 (7/15)	 黃漢武 (7/15)	 徐梓洋 (7/15)	 黃慧瑜 (7/15)	 呂西村 (7/15)	 楊秀昱 (7/15)
	 	 無名氏 (7/15)	 幫助低收入者 (7/5)	 蕭語喬 (7/1)	 黃博榮 (7/1)	 林中仁 (7/1)	 林貽仁 (7/1)	 卲麒維 (7/2)	 卲芝穎 (7/2)
	 	 周佳樺 (7/4)	 林宛靜 (7/4)	 高琦龍 (7/4)	 張瓈尹 (7/4)	 陳得君 (7/1)	 陳品伃 (7/1)	 鄭財華 (7/1)	 無名氏 (7/17)	 林立軒 (7/1)
	 	 楊關安 (7/1)	 陳雅淑 (7/1)	 曲淑芳 (7/1)	 林家萱 (7/1)	 楊佳鳳 (7/1)	 林佑聰 (7/4)	 林恩宇 (7/4)	 林韋彤 (7/4)	 蔡婉琦 (7/4)
	 	 簡建忠	楊素蘭 (7/4)	 劉貞伶 (7/4)	 李皓仟	小朋友 (7/4)	 許志瑋	吳亭儀 (7/4)	 林仁森 (7/4)	 江科論 (7/4)
	 	 江冠勛 (7/4)	 李語璇 (7/4)	 胡天旗 (7/4)	 李品妤 (7/4)	 曲許秋引 (7/5)	 曲大中 (7/5)	 王湘涵 (7/6)	 陳彥宇 (7/6)	 徐雅莉 (7/5)
	 	 邱王寶月 (7/5)	 邱王寶月 (7/5)	 吳奕傑全家 (7/5)	 曲淑君 (7/5)	 善心人士 (7/17)	 林亮宇 (7/6)	 張晏寧 (7/6)
	 	 黃郁炘 (7/6)	 許民瑄 (7/6)	 許丰蘅 (7/6)	 陳一誠 (7/6)	 陳盈君 (7/19)	 呂宥澄 (7/19)	 林亮均 (7/6)	 林浩正 (7/6)	 鄭美芳 (7/6)
	 	 呂嬋娟 (7/6)	 李羿萱	李柏翰 (7/6)	 林瑋嫻 (7/6)	 陳牧楷 (7/6)	 陳侑辰 (7/6)	 輯門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7/6)
	 	 善心人士 (7/6)	 戚鼎榮 (7/7)	 廖韋綸 (7/7)	 蔡雅近 (7/7)	 利聖輝 (7/20)	 徐玟庭 (7/20)	 林品宏 (7/8)	 方琮彬 (7/8)	 陳靜美 (7/8)
	 	 陳裕承 (7/8)	 林莉莎 (7/20)	 周宇祥 (7/20)	 李釩溱 (7/8)	 林其煜 (7/8)	 吳佩蓮 (7/8)	 黃呈豪 (7/8)	 黃禹碩 (7/8)	 蔡啟聰 (7/20)
	 	 吳俊杰 (7/20)	 郭孟君 (7/20)	 郭孟真 (7/20)	 蔡永晟 (7/20)	 林燕 (7/20)	 黃楷元 (7/20)	 王郁芬 (7/20)	 張聖明 (7/20)	 許芊莎 (7/20)
	 	 曾云柔 (7/20)	 蔡秀琴 (7/8)	 林守民 (7/8)	 洪宥稜 (7/20)	 張少宏 (7/20)	 林玉茹 (7/20)	 郭長盛 (7/20)	 陳美蓮 (7/20)	 林佩穎 (7/8)
	 	 許峯瑞 (7/20)	 邱淑菡 (7/20)	 許淵宏 (7/20)	 陳宥程 (7/20)	 涂英惠 (7/20)	 張凱崴 (7/20)	 侯燕昭 (7/20)	 侯品菁 (7/20)	 林瓊紅 (7/20)
	 	 林其莉 (7/8)	 黃璿霖 (7/8)	 洪素珠 (7/8)	 周秀蓁 (7/8)	 游明祥 (7/22)	 周俐妘 (7/22)	 林泓毅 (7/22)	 曾紀孜 (7/11)	 王蓁儀 (7/20)
	 	 黃建樺	蕭愛務 (7/20)	 李美瑤 (7/20)	 陳台彬 (7/20)	 唐美雲 (7/20)	 廖羿囷 (7/20)	 周芷菥 (7/20)	 周如婉 (7/20)	 賴伊屏 (7/20)
	 	 周雅鈴 (7/20)	 周琴鶯 (7/20)	 陳治國 (7/11)	 林美娟 (7/11)	 蕭木榮 (7/12)	 吳宇君 (7/12)	 蕭凱駿 (7/12)	 蕭睿廷 (7/12)	 蕭睿辰 (7/12)
	 	 江怡慧 (7/22)	 吳雅惠 (7/22)	 田麗霞 (7/22)	 郭奕瓊	宋沛帆 (7/22)	 陳玉真 (7/22)	 洪啟倫 (7/22)	 郭芊筠 (7/22)	 蕭毓玲 (7/12)

	 	 吳佳瑼 (7/12)	 侯冠佑 (7/12)	 江世豪 (7/12)	 侯志賢 (7/12)	 宋回祐 (7/12)	 侯宜彤 (7/12)	 吳育儒 (7/12)	 侯沛玲 (7/11)	 周峯毅 (7/11)
	 	 林美惠 (7/12)	 吳承軒 (7/12)	 陳福文 (7/13)	 吳俊德 (7/13)	 陳雅慧 (7/13)	 蕭博豪 (7/12)	 韓有綱 (7/12)	 吳育耆 (7/12)	 黃銓祥 (7/12)
	 	 洪志賢 (7/13)	 洪柏睿 (7/13)	 劉香汝 (7/13)	 楊雅倫 (7/13)	 高惠貞 (7/13)	 朱莉珠 (7/13)	 張慶華 (7/13)	 顏民恩 (7/13)	 吳明璋 (7/13)
	 	 張智泓 (7/13)	 李炘諺 (7/13)	 簡小雯 (7/13)	 張艾琳 (7/13)	 陳柔安 (7/13)	 無名氏 (7/14)	 張琬婷 (7/14)	 胡禮玲 (7/14)	 蘇裕勝 (7/15)
	 	 劉振華 (7/13)	 張有筌 (7/13)	 劉霽穎 (7/15)	 謝炎農	謝茹涵 (7/16)	 陳雅萍 (7/14)	 張雅純 (7/14)	 蘇品瑄 (7/15)	 李佳蓮 (7/15)
	 	 姚永地 (7/18)	 林錦坤 (7/18)	 林姿君 (7/18)	 謝鈞翔	羅麗珠 (7/16)	 曾俐陵 (7/19)	 曾玟陵 (7/19)	 蔡淑貞 (7/19)	 蘇勇豪 (7/19)
	 	 吳佳樺 (7/26)	 詹雅婷 (7/26)	 李怡萱 (7/25)	 楊蕙馨	迴向三世冤愆債主 (7/24)	 林靜美 (7/19)	 楊舒瑜 (7/19)	 鄭淑貞 (7/19)
	 	 張兆傑	張兆翔	張秀葉	賴淑芬 (7/19)	 林晉維 (7/19)	 林晉豪 (7/19)	 林文一 (7/19)	 蔡耀堂 (7/19)	 蔡佳燕 (7/19)	 石振輝 (7/19)
	 	 呂雯玲 (7/19)	 陳國偉 (7/20)	 陳順茂 (7/20)	 陳柯秀美 (7/20)	 蘇美珍 (7/20)	 陳禹穎 (7/20)	 呂嘉益 (7/20)	 游春梅 (7/20)
	 	 林彥丞 (7/21)	 簡靖晏 (7/21)	 史濟能 (7/29)	 賴佩怡 (7/19)	 蔡向懿 (7/29)	 賴佑承 (7/19)	 賴佩佳 (7/19)	 賴佩君 (7/19)	 陳紀諳 (7/19)
	 	 陳昱澍 (7/19)	 洪佩珊 (7/29)	 黃美媛 (7/29)	 劉杏枝 (7/29)	 卜建威 (7/29)	 張嘉霖 (7/29)	 黃淳意 (7/29)	 劉佩儒 (7/29)	 李盈庭 (7/29)
	 	 李淑煖 (7/29)	 陳玟晴 (7/20)	 林韋彤 (7/22)	 張瑜軒 (7/22)	 陳雅淑 (7/25)	 余尚霖 (7/25)	 善心人士 (7/25)	 黃筱雯 (7/30)
	 	 顧恬安 (7/27)	 許秀蘭 (7/21)	 王湘涵 (7/21)	 林佑聰 (7/22)	 林宛靜 (7/22)	 劉威廷 (7/22)	 閻秋月 (7/22)	 善心人士 (7/28)
	 	 林恩宇 (7/22)	 OKGO捐款 (7/30)	 周佳樺 (7/22)	 余祥 (7/22)	 林玟圻 (7/22)	 林玟廷 (7/22)	 廖柏豪 (7/22)	 林函怡 (7/25)
	 	 余尚憲 (7/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8)	 林恩宇 (7/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6)	 廖述能 (7/26)	 彭承灝 (7/30)	 李宥穎 (7/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3)	 林佑聰 (7/26)
	 	 林韋彤 (7/26)	 周佳樺 (7/26)	 林宛靜 (7/26)	 陳宏達 (7/26)	 廖燕雪 (7/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1)	 林俊廷	林文琳 (7/26)
	 	 余儒滄 (7/26)	 吳縫三 (7/27)	 王怡蘋 (7/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7)	
	 	 陳儀庭 (7/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0)	 熊信傑 (7/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7)	 陳綵希 (7/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	 呂威德 (7/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	 台東天后宮媽祖娘娘 (7/31)	 吳書漩 (7/30)
	 	 宸詳鐳射有限公司 (7/29)	 林鴻達 (7/29)	 黃俊瑋 (7/28)	 莊華玲 (7/28)	 鍾如雲 (7/28)	 林儀昌 (7/27)	 饒棠甯 (7/27)	 李昕霓 (7/26)
	 	 李睿翎 (7/26)	 楊錦龍 (7/26)	 楊秀珍 (7/25)	 王怡蘋 (7/25)	 王明群 (7/24)	 朱竣廷 (7/24)	 張毓 (7/24)	 葉政翰 (7/23)	 洪凡凱 (7/23)
	 	 白浩綸 (7/22)	 宸詳鐳射有限公司 (7/22)	 善心人士 (7/21)	 楊錦龍 (7/21)	 綠茶之夜 (7/20)	 tsai(7/20)
	 	 楊秀珍 (7/19)	 李昆原 (7/19)	 張維宸 (7/19)	 許承琳 (7/19)	 蘇筱茹 (7/19)	 鄭喻澤 (7/16)	 李宜潔 (7/15)	 蔡秋鳳 (7/14)	 黃竑少 (7/14)
	 	 吳惠停 (7/14)	 何翊榛何宥承 (7/14)	 游正維 (7/14)	 周秉淵 (7/13)	 陳俊宏 (7/27)	 陳崴煬 (7/27)	 邱王寶月 (7/28)
	 	 陳嘉豪 (7/28)	 葉詠芸 (7/12)	 劉玉華 (7/27)	 方世惠 (7/28)	 陳威誌 (7/27)	 楊秀珍 (7/11)	 林辰諭 (7/11)	 蔡宜娟 (7/11)	 王怡蘋 (7/11)
	 	 善心人士 (7/11)	 張景原	. 吳英華 (7/11)	 魏逸葳 (7/9)	 王秀珠 (7/9)	 邱怡芝 (7/9)	 游育淋 (7/8)	 陳郁欣 (7/8)
	 	 謝金山 (7/8)	 劉金勝 (7/7)	 周雅鳳 (7/7)	 王舒晴 (7/7)	 鄭 xx(7/7)	 楊錦龍 (7/7)	 郭澐筠 (7/6)	 陳柄錡 (7/6)	 呂威德 (7/6)
	 	 丁德廷 (7/6)	 呂浩愽 (7/6)	 annie(7/6)	 曹軒睿 (7/6)	 曹軒瑉 (7/6)	 王姵淇 (7/5)	 張文馨 (7/5)	 吳佳珍 (7/5)	 王怡蘋 (7/4)
	 	 楊秀珍 (7/4)	 frank(7/3)	 潘暄涵 (7/2)	 謝小姐 (7/2)	 吳承諭 (7/12)	 謝佑芳 (7/13)	 何志遠 (7/31)	 何志遠 (7/30)	 何志遠 (7/29)
	 	 何志遠 (7/28)	 何志遠 (7/27)	 何志遠 (7/26)	 何志遠 (7/25)	 何志遠 (7/24)	 何志遠 (7/23)	 何志遠 (7/22)	 何志遠 (7/21)	 何志遠 (7/20)
	 	 何志遠 (7/19)	 何志遠 (7/18)	 何志遠 (7/17)	 何志遠 (7/16)	 何志遠 (7/15)	 何志遠 (7/14)	 何志遠 (7/13)	 何志遠 (7/12)	 何志遠 (7/11)
	 	 何志遠 (7/10)	 何志遠 (7/8)	 何志遠 (7/8)	 何志遠 (7/7)	 何志遠 (7/6)	 何志遠 (7/5)	 何志遠 (7/4)	 何志遠 (7/3)	 何志遠 (7/2)
	 	 何志遠 (7/1)	 葉冠宏 (7/6)	 胡鳳心 (7/3)	 林怡君 (7/3)	 李宗欽 (7/1)	 王怡婷 (7/4)	 王盈斌 (7/30)	 陳雅淑 (7/30)	 王湘涵 (7/30)
	 	 劉珮君 (7/9)	 樂東商行 (7/31)	 良鑫自動控制有限公司 (7/9)	 林育民 (7/5)	 陳芊瑶 (7/4)	 陳偉玲 (7/16)	 蔡名蕙 (7/14)
	 	 宋承運 (7/30)	 游佳諭 (7/3)	 蔡宜秀 (7/19)	 呂翊瑒 (7/6)	 陳旭佑 (7/14)	 林相廷 (7/20)	 善心人士 (7/12)	 張慧珠 (7/24)
	 	 江芳玉 (7/17)	 梁智評 (7/19)	 陳怡帆 (7/7)	 林姵瑀 (7/16)	 蔡伃琁 (7/3)	 李承育 (7/17)	 朱育良 (7/16)	 王偉名 (7/21)	 陳立泓 (7/30)
	 	 陳廷宜 (7/7)	 盧信良 (7/18)	 黃培維 (7/20)	 羅彩婷 (7/8)	 劉安諾 (7/9)	 葉惠惠 (7/3)	 方伯宇 (7/30)	 蘇英菊 (7/29)	 林佑柔 (7/22)
	 	 蔡承鴻 (7/9)	 楊詒塘 (7/14)	 陳逸潔 (7/3)	 邱建華 (7/1)	 鄭宇翔 (7/12)	 鍾瀚瑩 (7/6)	 張何菊珠 (7/29)	 洪浚澔 (7/8)
	 	 李雪菁 Grace(7/31)	 鄭富仁 (7/28)	 林海信 (7/29)	 余正宗	余廖招治 (7/6)	 程怡潔 (7/20)	 薛雪娥 (7/5)	 王楚涵 (7/17)
	 	 李欣潔 (7/29)	 葉怡伶 (7/6)	 張育榕 (7/11)	 呂惠蓉 (7/9)	 吳安珞 (7/25)	 許慧鈴 (7/22)	 謝宛靜 (7/7)	 施嘉韋 (7/3)	 呂明秀 (7/26)
	 	 陳禹豪 (7/27)	 吳素赺 (7/27)	 陳建洲 (7/27)	 王宜琳 (7/26)	 吳慶校 (7/26)	 陳麗文 (7/27)	 蔡佩蓁 (7/27)	 曾湘華 (7/28)	 邱王寶月 (7/28)
	 	 黃晶皓	黃清霞 (7/29)	 阮雅晴 (7/29)	 連金輝	李阿葉 (7/28)	 歐淑敏 (7/29)	 周峯毅 (7/29)	 李佳諭 (7/29)
	 180	 何美玲 (7/31)	 何美玲 (7/30)	 何美玲 (7/29)	 何美玲 (7/28)	 何美玲 (7/27)	 何美玲 (7/26)	 何美玲 (7/25)	 何美玲 (7/24)	 何美玲 (7/23)
	 	 何美玲 (7/22)	 何美玲 (7/21)	 何美玲 (7/20)	 何美玲 (7/19)	 何美玲 (7/18)	 何美玲 (7/17)	 何美玲 (7/16)	 何美玲 (7/15)	 何美玲 (7/14)
	 	 何美玲 (7/13)	 何美玲 (7/12)	 何美玲 (7/11)	 何美玲 (7/10)	 何美玲 (7/9)	 何美玲 (7/8)	 何美玲 (7/7)	 何美玲 (7/6)	 何美玲 (7/5)
	 	 何美玲 (7/4)	 何美玲 (7/3)	 何美玲 (7/2)	 何美玲 (7/1)
	 170	 無名氏 (7/2)
	 168	 陳福昌 (7/8)
	 155	 楊秉樺 (7/13)	 楊宗憲 (7/13)	 陳建學 (7/31)
	 150	 張睿宸 (7/4)	 張郁柏 (7/4)	 簡翎格 (7/1)	 馬東廷 (7/1)	 陳宥霖 (7/15)	 陳宥綸 (7/15)	 戴軒丞 (7/1)	 戴浚洺 (7/1)	 戴昱欽 (7/1)
	 	 章賢哲 (7/4)	 林思妤 (7/22)	 林恩瑝 (7/22)	 無名氏 (7/21)	 無名氏 (7/15)	 陳思瑋 (7/31)	 陳思瑋 (7/30)	 陳思瑋 (7/29)	 陳思瑋 (7/28)
	 	 陳思瑋 (7/27)	 陳思瑋 (7/26)	 陳思瑋 (7/25)	 陳思瑋 (7/24)	 陳思瑋 (7/23)	 陳思瑋 (7/22)	 陳思瑋 (7/21)	 陳思瑋 (7/20)	 陳思瑋 (7/19)
	 	 陳思瑋 (7/18)	 陳思瑋 (7/17)	 陳思瑋 (7/16)	 陳思瑋 (7/15)	 陳思瑋 (7/14)	 陳思瑋 (7/13)	 陳思瑋 (7/12)	 陳思瑋 (7/11)	 陳思瑋 (7/10)
	 	 陳思瑋 (7/9)	 陳思瑋 (7/8)	 陳思瑋 (7/7)	 陳思瑋 (7/6)	 陳思瑋 (7/5)	 陳思瑋 (7/4)	 陳思瑋 (7/3)	 陳思瑋 (7/2)	 陳思瑋 (7/1)
	 	 黃嘉慶 (7/5)	 徐珮慈 (7/18)	 善心人士 (7/1)
	 140	 善心人士 (7/27)
	 124	 李至偉 (7/20)
	 120	 沈明興 (7/4)	 潘玉菁潘仕鋒潘偉君潘偉凡 (7/15)
	 111	 劉容竹 (7/27)	 劉容竹 (7/19)
	 110	 善心人士 (7/5)
	 109	 吳建生 (7/14)	 吳堉帆 (7/15)	 簡恬馨 (7/29)	 吳禹申 (7/29)
	 105	 善心人士 (7/5)
	 100	 汪子淇 (7/1)	 邱麗安 (7/1)	 邱政雄 (7/1)	 黃阿月 (7/1)	 陳又禎 (7/1)	 陳元皓 (7/1)	 范姜心妤 (7/1)	 張籽和 (7/1)	 陳玉姿 (7/1)
	 	 鄭國慶 (7/1)	 呂梓瑄 (7/1)	 柯威誌 (7/1)	 柯家蓁 (7/1)	 柯睿承 (7/1)	 楊莉羚 (7/1)	 李幸真 (7/1)	 莊莉萍 (7/1)	 黃昱翔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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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7/01~2022/07/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8/01~2022/08/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7/01~2022/07/31

	 	 廖家弘 (7/1)	 無名氏 (7/7)	 陳品安 (7/7)	 王瑞芬 (7/8)	 鍾芳怡 (7/8)	 鄭文昇 (7/8)	 無名氏 (7/1)	 劉佩欣 (7/8)	 鄭妤萱 (7/8)
	 	 郭佑訓 (7/8)	 謝佳妤 (7/8)	 林素櫻 (7/8)	 方鳳祺 (7/8)	 郭佑峯 (7/8)	 曾泳芸 (7/8)	 戴春蘭 (7/8)	 鄧兆麟 (7/6)	 鄧宛榛 (7/6)
	 	 沈豊富 (7/12)	 無名氏 (7/11)	 黃語蓁 (7/10)	 劉文良 (7/14)	 張芷榕 (7/14)	 無名氏 (7/15)	 陳錦蓉 (7/15)	 無名氏 (7/15)	 林佳玉 (7/15)
	 	 無名氏 (7/15)	 洪翊博 (7/15)	 童瑞棋 (7/15)	 吳玟靜 (7/15)	 毛璿輝 (7/15)	 毛沛緹 (7/15)	 毛珮絮 (7/15)	 劉惠玲 (7/15)	 陳靜慧 (7/15)
	 	 賴開方 (7/14)	 許博洋 (7/14)	 林軒妤 (7/14)	 許洧銘 (7/14)	 許庭銨 (7/14)	 謝鈺苓 (7/14)	 祁淑芳 (7/15)	 無名氏 (7/15)	 李誌育 (7/15)
	 	 林雯雯 (7/15)	 楊采苓 (7/15)	 羅家永 (7/15)	 田曜瑆 (7/15)	 黃香齊 (7/15)	 呂瑞敏 (7/15)	 翁韶榕 (7/15)	 王震瑜 (7/15)	 王學洧 (7/15)
	 	 陳季盈 (7/15)	 王照蘋 (7/15)	 無名氏 (7/15)	 嚴智馨 (7/15)	 黃健銘 (7/15)	 無名氏 (7/15)	 洪啟景 (7/15)	 吳肇文 (7/15)	 吳欣樺 (7/15)
	 	 王識涵 (7/15)	 賴枚儀 (7/15)	 黃筱晴 (7/15)	 黃宣瑄 (7/15)	 林淑惠 (7/15)	 邱榆鈞 (7/15)	 林登源 (7/15)	 張雅筑 (7/15)	 馬家馨 (7/15)
	 	 唐紜晴	吳春蘭 (7/15)	 葉瑄德 (7/15)	 吳雅玲 (7/15)	 陳鼎愷 (7/15)	 陳鼎昊 (7/15)	 顏韵芯 (7/15)	 顏品硯 (7/15)	 王照雲 (7/15)
	 	 王思評 (7/15)	 陳筱雯 (7/15)	 呂諺君 (7/15)	 李宜芳 (7/15)	 丁琬芬 (7/15)	 無名氏 (7/15)	 郭勇成 (7/15)	 李明展 (7/15)	 謝曜任 (7/15)
	 	 鄭宇娟 (7/15)	 毛珮絮 (7/15)	 毛士方 (7/15)	 劉芯沂 (7/15)	 楊秀鈴 (7/15)	 楊雅雯 (7/15)	 黃碩卿闔家 (7/1)	 許棠琦 (7/16)
	 	 吳佳樺 (7/15)	 沈豊富 (7/14)	 沈吳麗媖 (7/14)	 楊立莉 (7/1)	 洪健哲 (7/1)	 陳沐緯 (7/1)	 潘柏恩 (7/1)	 鄭婕妤 (7/1)
	 	 鄭安妤 (7/1)	 徐韻惠 (7/4)	 曲子泱 (7/4)	 徐韻雯 (7/4)	 張定沂 (7/5)	 黃采慧 (7/5)	 張瑛珍 (7/5)	 張立蓁 (7/5)	 徐韻婷 (7/4)
	 	 張恩睿 (7/5)	 陳轀才 (7/5)	 魏國輝 (7/5)	 陳廷昌 (7/5)	 葉春美 (7/5)	 黃琪文 (7/18)	 張維庭 (7/5)	 張鎮麟 (7/5)	 張哲瑋 (7/5)
	 	 孫湧竣 (7/5)	 陳竑翰 (7/5)	 黃文修 (7/5)	 林依靜 (7/19)	 陳佳聖 (7/6)	 陳佳恩 (7/6)	 陳佳慧 (7/6)	 倪慶豐	倪弘矅	倪萬宥 (7/6)
	 	 林妙真 (7/6)	 林亮亮 (7/7)	 田九光 (7/6)	 彭淑美 (7/6)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7/6)	 林彥丞 (7/6)	 林洧禾 (7/7)	 黃律綺 (7/7)
	 	 陳威翰 (7/7)	 陳慧瑾 (7/7)	 陳國夫 (7/7)	 鄭連清 (7/20)	 陳庭凡 (7/7)	 陳榕萱 (7/7)	 陳憶雯 (7/7)	 陳秋妤	江俊傑 (7/8)
	 	 林晉妃 (7/8)	 鄒佳宏 (7/20)	 陳德明 (7/20)	 陳宥諶 (7/20)	 楊雅珺 (7/20)	 陳品妘 (7/20)	 林美束 (7/20)	 許殷銘 (7/8)	 黃素惠 (7/20)
	 	 周湘慧 (7/20)	 鄭君梅 (7/20)	 蔡皓旭 (7/20)	 潘麗美 (7/20)	 楊智鈞 (7/20)	 楊博詠 (7/20)	 張簡志霖 (7/20)	 江桓旭 (7/20)
	 	 蔡政廷 (7/20)	 邱薰誼 (7/20)	 曾竣蔚 (7/20)	 許文耀 (7/8)	 李哲凱 (7/20)	 胡家為 (7/20)	 周秋香 (7/20)	 蔡永康 (7/20)	 鄭君茹 (7/20)
	 	 吳秀真 (7/20)	 陳亞音 (7/20)	 柯佩宜 (7/20)	 張伉佑 (7/20)	 江幸真	江彥儀 (7/8)	 陳家福 (7/8)	 陳慶和	陳麗華 (7/8)
	 	 張琍 (7/8)	 石博翔 (7/20)	 高世杰 (7/22)	 陳怡妏 (7/22)	 孫文乾 (7/20)	 廖俐婷 (7/20)	 蕭燕琳 (7/18)	 楊宗杰 (7/20)	 陳言禕 (7/20)
	 	 陳易霈 (7/20)	 郭兆權 (7/20)	 江青貞 (7/20)	 梅哲卓也 (7/20)	 簡慧玲 (7/20)	 林鈺珊 (7/20)	 林豈崋 (7/20)	 蔡汝素 (7/20)
	 	 林錦鴻 (7/20)	 鄭詠馨 (7/20)	 何沛洵 (7/20)	 何振禔 (7/20)	 林彥宏 (7/11)	 林彥廷 (7/11)	 楊善婷 (7/11)	 張舜凱 (7/11)	 黃馨儀 (7/11)
	 	 陳珮淇 (7/22)	 周美蓮 (7/22)	 蘇郁誠 (7/22)	 蘇姿允 (7/22)	 藍雅婷 (7/22)	 林益呈 (7/22)	 林東陸 (7/11)	 郭蕙慈 (7/12)	 宋秀穎 (7/12)
	 	 張廷強 (7/12)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7/12)	張羽萱 (7/11)	 楊鳳淑 (7/12)	 簡錦寬 (7/12)	 林憶岷 (7/13)	 陳宥均 (7/12)	 尤詠慶 (7/13)
	 	 王美嘉 (7/13)	 尤馨瑩 (7/13)	 郭莛愃 (7/13)	 郭源清 (7/13)	 劉祐廷 (7/13)	 張宛琳 (7/13)	 魏敏倫 (7/13)	 張瑜容 (7/13)	 林郁嵐 (7/13)
	 	 林億和 (7/13)	 謝舒宇 (7/13)	 洪彩華 (7/13)	 蔡振偉 (7/14)	 謝宗錡 (7/13)	 徐誠鴻 (7/14)	 林建豐 (7/13)	 林子熙 (7/13)	 李偉豪 (7/15)
	 	 李劉淑女 (7/16)	 林宜潔 (7/13)	 詹怡萍 (7/15)	 廖家弘 (7/20)	 中華民國兒童 (7/24)	 陳天賜 (7/15)	 顏忠義 (7/18)
	 	 簡曉郁 (7/18)	 李杰倫 (7/15)	 顏富美 (7/18)	 陳建明 (7/18)	 陳旻琪 (7/18)	 洪玲華 (7/15)	 廖家弘 (7/20)	 無名氏 (7/26)	 何佩均 (7/25)
	 	 江濤 (7/19)	 張靜宜 (7/29)	 馬烱修 (7/29)	 盧奕文 (7/29)	 許珮純 (7/29)	 羅珮菁 (7/29)	 周依潔 (7/29)	 楊佩頤 (7/29)	 林宸汝 (7/20)
	 	 孫靖育 (7/20)	 無名氏 (7/29)	 黃月霞 (7/21)	 李黃英 (7/21)	 楊黃玉花 (7/21)	 楊森帆 (7/21)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7/21)
	 	 洪千雯 (7/21)	 陳菊妹 (7/21)	 陳長昇 (7/23)	 陳立杰 (7/23)	 OKGO捐款 (7/5)	 蔡李靜江 (7/25)	 蔡明莉 (7/25)
	 	 翁淑芬 (7/26)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7/25)	蔡宜蓁 (7/25)	 OKGO捐款 (7/13)	 OKGO捐款 (7/17)	 陳若欣 (7/23)
	 	 許芸瑄 (7/22)	 許宗皓 (7/22)	 石欣卉 (7/23)	 蔡明足 (7/25)	 李彩玉 (7/25)	 蔡水祥 (7/25)	 張雯婷 (7/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8)	 塗彥和 (7/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7)	 李佳曄 (7/26)	 張金鴻 (7/28)	 吳軒菱 (7/28)	 吳軒甄 (7/28)	 nina(7/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6)	 陳佳佳 (7/31)	 李厚祺 (7/30)	 朱家瑩 (7/30)	 陳禹丞 (7/30)	 陳禹豪 (7/30)	 柯又菁 (7/30)	 Andy(7/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2)	 呂昀融 (7/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1)	 黎翠銀 (7/27)	 林幼婷 (7/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0)	 鄭貴文 (7/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7)	 王博炫 (7/18)	 謝月甜 (7/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6)	 林泓宇 (7/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3)	 饒家瑋 (7/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0)	 楊錦龍 (7/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7)	 陳冠妤 (7/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4)	 劉銘鈺 (7/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7/1)	 台東天后宮文昌帝君 (7/31)	 施勝淵 (7/17)	 萬晉廷 (7/17)	 陳子涵 (7/29)
	 	 潘松緯 (7/29)	 黃家駿 (7/28)	 神明 (7/28)	 林顥原 (7/28)	 鄭文琪 (7/27)	 黃竑少 (7/27)	 許志貞 (7/27)	 陳立梅 (7/27)	 鄭雅婷 (7/27)
	 	 033383388(7/27)	 芷伶 (7/27)	 吳雨陵 (7/27)	 林顥原 (7/26)	 張雅棻 (7/26)	 程柔綾 (7/26)	 黃文賢 (7/26)	 李健源 (7/25)
	 	 謝月甜 (7/25)	 彭尚豪 (7/25)	 張小姐 (7/24)	 chenyi(7/24)	 邱鴻霖 (7/24)	 林俊翰 (7/24)	 十方法界一切諸有情眾 (7/22)	 蕭星 (7/22)
	 	 張鈞斐 (7/21)	 林顥原 (7/20)	 潘松緯 (7/20)	 劉訓宏 (7/20)	 陳柔臻 (7/20)	 劉家妤 (7/20)	 羅雅芳 (7/20)	 曾詠詠涵 (7/19)
	 	 黃安宗 (7/19)	 汪煜芩 (7/19)	 黃友翔 (7/19)	 柯力瑋 (7/19)	 陳春金張晉齊 (7/19)	 黃士禎 (7/19)	 謝文宏 (7/16)	 李東諺 (7/16)
	 	 Leonard	Young(7/16)	 李采縈 (7/16)	 李承泫 (7/16)	 張文賢 (7/16)	 林顥原 (7/15)	 芷伶 (7/15)	 孫晨祐 (7/15)	 楊玉琳 (7/14)
	 	 岳翠芳 (7/14)	 張恒瑋 (7/14)	 柯又菁 (7/14)	 陳詩涵 (7/14)	 陳明阿 (7/13)	 林睿甫 (7/13)	 郭家懿 (7/13)	 神明 (7/12)	 林顥原 (7/12)
	 	 謝月甜 (7/12)	 高炫凱 (7/26)	 陳佩慈 (7/27)	 弘穆堂慈善人文救助基金籌備會學員李國瑋 (7/27)	 陳昱汶 (7/28)	 陳怡如 (7/28)
	 	 洪健哲 (7/27)	 張庭愷 (7/26)	 呂展 (7/11)	 林顥原 (7/11)	 施勝淵 (7/11)	 劉銘鈺 (7/10)	 涂佳玉 (7/10)	 陳已篆 (7/9)	 周倪維 (7/9)
	 	 呂威德 (7/9)	 陳怡樺 (7/8)	 洪萬居	洪許梅花 ( 冥福 )(7/8)	 林顥原 (7/8)	 張家薇 (7/8)	 吳錦明 (7/8)	 芷伶 (7/8)	 陳艾凌 (7/7)
	 	 善心人士 (7/7)	 王藝蓉 (7/7)	 陳映羽 (7/7)	 黃翊軒 (7/7)	 羅巧蓁 (7/6)	 林顥原 (7/6)	 黃卉淳 (7/6)	 莊貴鑾 (7/5)	 chenyi(7/5)
	 	 施勝淵 (7/5)	 謝月甜 (7/5)	 陳文熙 (7/5)	 蕭品芝 (7/4)	 莊若均 (7/4)	 張采寧 (7/4)	 顏文財 (7/4)	 林銘洲 (7/4)	 賴素珠 (7/4)
	 	 鄭四子 (7/3)	 凌湋智 (7/3)	 陳宏嘉 (7/3)	 蔡惠如 (7/3)	 鄧合岑 (7/3)	 黃家駿 (7/2)	 呂季炘 (7/2)	 簡美玲 (7/2)	 連振宇 (7/2)
	 	 羅聖和 (7/1)	 楊仁義 (7/1)	 陳三村 (7/1)	 應采芳 (7/1)	 林春英 (7/1)	 應富林 (7/1)	 胡家茵 (7/1)	 林宥彤 (7/5)	 林佳正 (7/3)
	 	 黃孟修 (7/22)	 黃孟修 (7/22)	 黃俊睿 (7/6)	 黃翊綺 (7/6)	 諶學儒 (7/31)	 諶學儒 (7/25)	 諶學儒 (7/17)	 諶學儒 (7/3)	 謝佑芳 (7/25)
	 	 杜宜靜 (7/22)	 劉秉杰 (7/22)	 蔡戴秀梅 (7/21)	 蔡境峯 (7/27)	 蔡境峯 (7/28)	 蔡孟君 (7/13)	 蔡戴秀梅 (7/5)	 蔡孟君 (7/2)
	 	 陳至偉 (7/16)	 陳俊仁 (7/16)	 盧怡方 (7/16)	 林亞亭	鍾承佑 (7/31)	 林亞亭	鍾承佑 (7/30)	 林亞亭	鍾承佑 (7/29)
	 	 林亞亭	鍾承佑 (7/28)	 林亞亭	鍾承佑 (7/27)	 林亞亭	鍾承佑 (7/26)	 林亞亭	鍾承佑 (7/25)	 林茗棋 (7/3)	
	 	 林亞亭	鍾承佑 (7/24)	 林亞亭	鍾承佑 (7/23)	 林亞亭	鍾承佑 (7/22)	 林亞亭	鍾承佑 (7/21)	 周均俞 (7/12)
	 	 林亞亭	鍾承佑 (7/20)	 林亞亭	鍾承佑 (7/19)	 林亞亭	鍾承佑 (7/18)	 林亞亭	鍾承佑 (7/17)	 林右豐 (7/21)	
	 	 林亞亭	鍾承佑 (7/16)	 林亞亭	鍾承佑 (7/15)	 林亞亭	鍾承佑 (7/14)	 林亞亭	鍾承佑 (7/13)	 李庭蘭 (7/7)
	 	 林亞亭	鍾承佑 (7/12)	 林亞亭	鍾承佑 (7/11)	 林亞亭	鍾承佑 (7/10)	 林亞亭	鍾承佑 (7/9)	 廖昱翔 (7/8)
	 	 林亞亭	鍾承佑 (7/8)	 林亞亭	鍾承佑 (7/7)	 林亞亭	鍾承佑 (7/6)	 林亞亭	鍾承佑 (7/5)	 楊之晴 (7/26)
	 	 林亞亭	鍾承佑 (7/4)	 林亞亭	鍾承佑 (7/3)	 林亞亭	鍾承佑 (7/2)	 林亞亭	鍾承佑 (7/1)	 宋語婕 (7/5)

	 560,600	 財政部發票獎金	(8/6)
	 100,000	 曼迪傳播有限公司 (8/1)	 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新北市福和獅子會 (8/17)	 陳韻姈 (8/17)	 劉李永月 (8/15)	 葉瑪莉 (8/17)
	 	 曼迪傳播有限公司 (8/31)
	 50,000	 台北市珍愛獅子會 (8/18)	 楊湘卉 (8/17)	 李昭慧 (8/30)
	 20,000	 周雅婷 (8/1)	 李岱倫 (8/12)	 林世玲 (8/4)	 無名氏 (8/17)	 蔡淑雅 (8/23)	 社團法人傅弘寬熱心服務慈善會 (8/22)	 莊惠娟 (8/17)
	 	 陳月秋 (8/29)	 永寬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8/26)	 許翰倫 (8/9)
	 18,630	 Benevity	公益事業網站捐款	(8/23)
	 18,300	 怡業股份有限公司 (8/11)
	 15,000	 黃一峰 (8/10)
	 12,500	 陳廼元 (8/3)
	 12,100	 鄭明坤 (8/19)
	 12,000	 王德勳 (8/11)	 次王 (8/20)
	 10,000	 李春輝 (8/1)	 444	Crystal	(8/1)	 陳世真 (8/3)	 黃懷恩 (8/11)	 陳俞如 (8/5)	 李桂珠 (8/4)	 大興實業有限公司 (8/15)
	 	 張雯菁 (8/15)	 朱美貞 (8/15)	 張永豪 (8/15)	 善心人士 (8/10)	 鄭亮志 (8/6)	 慶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8/10)	 涂雅玲 (8/6)
	 	 徐浩棟 (8/9)	 李劍文 (8/17)	 黃懷恩 (8/19)	 陳世真 (8/19)	 涂明照 (8/13)	 LUMI(8/23)	 許祐銘 (8/24)	 台灣恩慈股份有限公司 (8/24)
	 	 林達玲 (8/17)	 王筠喬 (8/29)	 黃秀玉 (8/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	 王小姐 (8/29)	 牟建仁	顏秀珍 (8/30)	 許菀育 (8/30)
	 8,000	 善心人士 (8/1)	 謝岳龍 (8/8)	 王承翰 (8/31)
	 7,000	 陳彥翔 (8/1)
	 6,000	 楊秀夫 (8/2)	 林建仁	林銀象	林蔡雅惠 (8/1)	 林錦松 (8/2)	 凃欽智 (8/2)	 葉瑞民	高瑞芬 (8/3)	 張進豐 (8/10)	 陳瑋婷 (8/13)
	 	 新北市中興獅子會 (8/29)	 陳妍臻 (8/17)	 許建偉 (8/10)	 陳進登 (8/30)	 張睿真 (8/26)
	 5,000	 蔡慧真 (8/2)	 郭家琦 (8/2)	 善心人士 (8/2)	 采盟股份有限公司 (8/3)	 陳榮鍠 (8/5)	 郭聖楊 (8/9)	 方嘉敏 (8/2)	 牛仰堯 (8/15)
	 	 李虎寶 (8/5)	 蔡莉莉 (8/5)	 莊化華 (8/4)	 蔡靚 (8/15)	 羅淑美 (8/15)	 侯郁文 (8/15)	 陳行昌 (8/4)	 徐瑋伶 (8/5)	 吳一中 (8/5)
	 	 郭育穗 (8/16)	 劉廣仁 (8/17)	 鄭先策 (8/6)	 江翰昶 (8/17)	 林秉輝 (8/9)	 劉美惠 (8/18)	 邱聖淂 (8/19)	 黃敬驊 (8/12)	 邱家樺 (8/12)
	 	 吳少元 (8/12)	 蔡宗哲 (8/11)	 鄭凱茵 (8/24)	 鄭家羚 (8/16)	 蔡忠林 (8/24)	 曾師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22)	 于培倫 (8/22)
	 	 謙成有限公司 (8/22)	 于培倫 (8/22)	 高榮水產有限公司 (8/25)	 黃莊聯嬌	黃惠萍 (8/17)	 王筠喬 (8/28)	 黃秀香 (8/19)
	 	 莊文啟 (8/19)	 薛慧美 (8/31)	 李潤澤 (8/22)	 黃玉靜 (8/23)	 彭俊明 (8/31)	 陳國華	陳惠琦 (8/24)	 陳秋文 (8/24)	 無名氏 (8/30)
	 	 許聖杰	許聖旻 (8/24)	 賴柏凱 (8/25)	 善心人士 (8/29)	 謝岳龍 (8/31)	 闕壯妤 (8/28)	 廖方瑜 (8/9)	 王承翰 (8/17)
	 	 林翰志 (8/6)	 吳岳玲 (8/1)	 張景明 (8/13)	 嚴裕慧 (8/13)	 黃仕政 (8/29)	 黃志隆 (8/28)	 李峻豪 (8/31)	 葉建發 (8/22)	 連珮琪 (8/1)
	 	 巫豐林 (8/26)	 陳麗珍 (8/29)	 梁伯宇 (8/26)	 李振良 (8/31)	 牟鴻恩	牟恩璇 (8/30)	 許宸瑋 (8/31)	 江采蓉 (8/31)
	 4,900	 孫瑞佑 (8/12)
	 4,184	 至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8/31)
	 4,000	 楊富美 (8/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6)	 李明璋 (8/21)	 高如函	高瑀函	高秩宇 (8/30)	 張哲魁 (8/30)	 江子維 (8/31)
	 3,600	 黃彩雪 (8/1)	 見新科技有限公司 (8/15)	 王振哲 (8/15)	 陳寶帖 (8/3)	 張瀗德 (8/8)	 誴利營造有限公司 (8/8)
	 3,500	 創翔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8/15)	 陳澄霞 (8/8)	 江明哲 (8/16)
	 3,322	 善心人士 -零錢捐 (8/17)
	 3,300	 石崇佑 (8/10)	 嚴麗珠 (8/26)
	 3,250	 吳淑鈞 (8/17)
	 3,200	 王振益 (8/15)
	 3,000	 邱瑛瑛 (8/2)	 邱美玲 (8/4)	 吳叔民 (8/3)	 廖明珠 (8/1)	 李揚 (8/10)	 林錫癸 (8/2)	 無名氏 (8/15)	 關家莉 (8/15)	 無名氏 (8/3)
	 	 方瑞祥 (8/4)	 張皪元 /張崴程 (8/15)	 孫碧雲 (8/15)	 李時榛 (8/15)	 陳茂榮 (8/13)	 王秀蘭 (8/11)	 王馨蔓 (8/11)	 賴麗純 (8/12)
	 	 賴麗純 (8/12)	 洪千惠 (8/23)	 善心人士 (8/24)	 劉夏豪	劉寬	劉瑄	陳淑如 (8/22)	林森建材行 (8/22)	 謝妍青 (8/22)
	 	 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 (8/22)	 陳怡伶 (8/22)	 羅蒔芊 (8/22)	 陳湘銘 (8/24)	 顏御安 (8/24)	 吳耑穎 (8/24)	 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18)
	 	 楊霽峵 (8/19)	 善心人士 (8/22)	 池宗信	全家福 (8/15)	 茆宗慧 (8/29)	 拾類品室 (8/29)	 張巧昀 (8/23)
	 	 長春愛心會 (8/22)	 羅雙霖 (8/23)	 魏鏞 (8/31)	 謝春猛 (8/25)	 OKGO捐款 (8/10)	 蘇美月 (8/25)	 謝岳龍 (8/13)
	 	 李宜瑾 (8/4)	 南山烘爐地 (8/2)	 黃美紅 (8/4)	 黃立阡 (8/22)	 戴秋香 (8/9)	 陳建源 (8/3)	 凱興電腦有限公司 (8/4)
	 	 郭世源 (8/17)	 黃永漢 (8/3)	 彭紹芬 (8/23)	 胡敏 (8/5)	 曾騰毅 (8/9)	 林加穎 (8/29)	 楊黃玉秀 (8/26)	 楊澄雄 (8/26)
	 	 張鈺淇 (8/29)	 王中建 (8/31)	 王文慶 (8/30)
	 2,800	 鄭美玲 (8/1)
	 2,600	 林子淵 (8/30)
	 2,580	 葉宣橫 (8/15)
	 2,500	 李善堯	任怡蕙	李為仁	李為文	李為元 (8/1)	 林科宇 (8/15)	 善心人士 (8/3)	 劉成舉 (8/18)	 杜環 (8/8)	 新北市瑞芳獅子會 (8/29)

	 	 曾衍儒 (7/27)	 劉筑卿 (7/3)	 黃雅汶 (7/26)	 王志偉 (7/14)	 林淑惠 (7/29)	 劉芷怡 (7/30)	 陳綉琴 (7/10)	 黃炫傑 (7/24)	 鄭翔謙 (7/3)
	 	 狐仙姐姐 (7/14)	 吳麗玲 (7/12)	 陳樂樂 (7/28)	 廖哲緯 (7/3)	 羅財富 (7/4)	 林益壽 (7/10)	 黃品禎 (7/24)	 梁鎮元 (7/13)
	 	 張瑋珍 (7/12)	 房兆文 (7/22)	 王亮亮 (7/12)	 林雅玲 (7/12)	 余宗儒 (7/12)	 劉嘉萱 (7/8)	 林宜蓁 (7/9)	 陳怡蓁 (7/15)	 王秋霞 (7/26)
	 	 林建宏 ` 楊悟痴 ` 釋悟慈 (7/10)	蕭惠蓉 (7/2)	 駱瑾儀	黃健 (7/16)	 邱煥榮 (7/2)	 羅昭違 (7/9)	 葉姵君 (7/4)	 周芷琳 (7/5)
	 	 饒可俞 (7/22)	 余敦維 (7/16)	 曾毓玲 (7/11)	 薛美華 (7/19)	 黃建融 (7/22)	 鄭有惠 (7/17)	 柯秀蕊 (7/3)	 陳桂蘭 (7/10)	 江湘玲 (7/2)
	 	 陳威廷 (7/11)	 陳奕安 (7/12)	 王柯秀蕊 (7/30)	 蔡翔任 (7/27)	 謝甘秀蓉 (7/26)	 謝在湘 (7/26)	 楊鳳鈴 (7/26)
	 	 張巧頤 (7/28)	 林泰宏 (7/29)	 徐韻婷 (7/29)	 楊立莉 (7/29)	 江黃清月 (7/30)	 徐韻雯 (7/29)	 王佩晴 (7/29)	 徐韻惠 (7/29)
	 	 江幸娟 (7/30)	 劉伃珊 (7/30)	 江亭延 (7/30)	 江文漳 (7/30)	 劉育光 (7/30)
	 88	 邱翊珊 (7/20)	 王柏權 (7/20)	 李宥宏 (7/20)	 謝涵如 (7/20)	 張雅涵 (7/20)	 曾立傑 (7/20)	 楊文斌 (7/20)	 孫嘉蔚 (7/20)	 鐘子涵 (7/20)
	 	 邱美玲 (7/20)
	 72	 柳寬治 (7/1)
	 60	 蔡涵倪 (7/20)
	 50	 陳正輝 (7/14)	 許紘瑞 (7/1)	 吳彥諭 (7/1)	 吳盈潔 (7/1)	 許耿彰 (7/1)	 陳茂雄 (7/5)	 林詹秀蘭 (7/5)	 林日勇 (7/5)	 林東達 (7/5)
	 	 陳黃英華 (7/5)	 陳品妤 (7/5)	 何建德 (7/15)	 何建宏 (7/15)	 涂宸祐 (7/16)	 涂宸翰 (7/16)	 許倍瑜 (7/16)	 涂盈文 (7/16)	 簡家豪 (7/25)
	 	 簡永昇 (7/25)	 簡沁睿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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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8/01~2022/08/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8/01~2022/08/31

	 	 新北市深碇獅子會 (8/29)	 新北市方鑫獅子會 (8/29)	 傅旭正 (8/31)	 OKGO捐款 (8/11)	 林永明 (8/25)	 邱詩倩 (8/22)
	 	 穎川堂 (8/29)
	 2,400	 OKGO捐款 (8/13)	 林永宸 (8/23)
	 2,200	 善心人士 (8/1)	 懋曜科技有限公司 (8/15)	 王玥媛 (8/15)	 OKGO捐款 (8/1)
	 2,051	 莊家和	莊宏益 (8/4)
	 2,050	 孫子騰 (8/26)
	 2,020	 黃浡綜 (8/23)
	 2,015	 天明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員工 (8/12)
	 2,000	 黃錫成 (8/2)	 簡辰光 (8/2)	 黃恆逸 (8/2)	 吳佳玲 (8/2)	 洪光熙	陳靜珠 (8/2)	 臺北市私立菁英種子幼兒園 (8/2)
	 	 黃安睿 (8/2)	 李勇達 (8/1)	 程元葆 (8/3)	 黃國祐 (8/3)	 邱立綸 (8/5)	 林信妤 (8/4)	 王慶章 (8/4)	 無名氏 (8/5)	 葉芯裴	
	 	 葉品志	 葉政廷	 葉晉延	 葉禎祥	 葉承翰	 張玉秀 (8/5)	 楊為巽 (8/9)	 兒童癌症基金會 (8/7)
	 	 皇廣鑄造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8/5)	 李二俤 (8/1)	 李振德 (8/1)	 蔡湧信 (8/1)	 鄭家洧 (8/10)	 王德勳 (8/11)	 吳尚恆 (8/1)
	 	 梁賽芳 (8/2)	 宮家寶 (8/2)	 陳聞斌 (8/2)	 柯朋昌 (8/2)	 曲翊瑄 (8/2)	 胡瀞涵 (8/15)	 衛美娟 (8/15)	 沈格祥 (8/15)	 李淑婉 (8/15)
	 	 創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5)	 呂信君 (8/3)	 啟凱螺絲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 :89691941(8/3)	 李佳耘 (8/3)	 陳嬋娟 (8/15)
	 	 尤滿玉 (8/4)	 林麗慧 (8/4)	 鍾瑞能 (8/3)	 王瀛屏 (8/15)	 黃秋香 (8/15)	 鄭凱懌 (8/15)	 廖淑絹 (8/15)	 李宜燕 (8/15)	 劉恩瑀 (8/15)
	 	 鄒秋錦 (8/15)	 黃佳瑛 (8/15)	 王秀萍 (8/15)	 辜淑雯 (8/15)	 岳浩 (8/15)	 王儷臻 (8/15)	 陳尚志 (8/15)	 胡秋娥 (8/15)	 徐美玲 (8/15)
	 	 黃榮 (8/15)	 廖維詮 (8/15)	 陳欣琳 (8/15)	 黃瀞萱 (8/15)	 陳偀瑜 (8/15)	 李建民 (8/15)	 曾淑瑩 (8/15)	 鄭雯心 (8/3)	 王建宏 (8/3)
	 	 王定治 (8/4)	 江弘海 (8/4)	 陳如潔	吳忠欽 (8/4)	 奇磊股份有限公司 (8/5)	 王歆絜 (8/5)	 林志鵬	唐詠婷	林孟諴 (8/5)
	 	 黃義方 (8/5)	 邱建臺	劉雪椿 (8/5)	 唐豪局	張惠雅 (8/5)	 陳福枝 (8/5)	 龔榮堂 (8/5)	 左國貞 (8/15)	 善心人士 (8/10)
	 	 王彥閔 (8/11)	 鄒凭晏 (8/14)	 無名氏 (8/13)	 謝宗儒 (8/13)	 吳冠蓁 (8/5)	 愛心捐 (8/12)	 嘉鏵生技醫藥股分有限公司 (8/8)
	 	 楊志偉 (8/18)	 卜祥琨 (8/18)	 高宗永 (8/18)	 高靜華 (8/18)	 謝惠珠 (8/18)	 英甲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8/18)	 莊如芳 (8/18)
	 	 林宗模 (8/8)	 林佳瑩 (8/8)	 黃淑華 (8/8)	 蔡佳璋 (8/9)	 邱秉媛 (8/9)	 黃博凱 (8/9)	 鐘志鴻 (8/9)	 杰論法律事務所 (8/18)
	 	 李金菊 (8/18)	 馮瑩芝 (8/18)	 莊子禛 (8/17)	 黃寗悅 (8/17)	 漢翔公司慈光社 (8/10)	 朱辰剛 (8/10)	 馬志鵬 (8/11)	 馬榕聲 (8/11)
	 	 馬榕慶 (8/11)	 陳瑞美 (8/11)	 黃惠美 (8/11)	 柯淵懷 (8/22)	 楊為巽 (8/22)	 劉宜銨 (8/22)	 無名氏 (8/22)	 蔡岱臻 (8/21)	 古若伶 (8/20)
	 	 江麗蘭 (8/20)	 王喬鈺 (8/11)	 楊于萱 (8/20)	 蔡玉娟 (8/20)	 謝淑美 (8/12)	 陳淑芬 (8/12)	 黃譯正 (8/22)	 鴻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8/19)
	 	 楊雪代 (8/15)	 黃憲宗 (8/15)	 吳任凱 (8/19)	 萬太企業有限公司 (8/16)	 黃陳金珠 (8/16)	 鍾淑芳 (8/16)	 劉宜芳 (8/16)
	 	 薛宏明 (8/16)	 莊茜琦 (8/22)	 余南興 (8/22)	 廖施景 (8/22)	 林昱廷 (8/22)	 林昱嘉 (8/22)	 冠鼎工業有限公司 (8/22)	 周銘慶 (8/22)
	 	 黃譯葶 (8/22)	 鄒靖楠 (8/22)	 遠祥國際有限公司 (8/22)	 鍾明宏 (8/22)	 張雅婷 (8/22)	 蘇微惠 (8/24)	 黃明熙 (8/24)	 葉炳男 (8/24)
	 	 傅美慧 (8/24)	 武晉萱 (8/24)	 善心人士 (8/24)	 林建仲 (8/24)	 林煌文 (8/24)	 蕭碧真 (8/24)	 許秀穎 (8/24)	 邱玉環 (8/24)
	 	 吳淑鈞 (8/29)	 吳建榮 (8/17)	 吳麗文 (8/16)	 吳純 (8/17)	 李豐家 (8/29)	 劉培琛 (8/18)	 楊英雄	楊施錦珠 (8/17)	 游承靜 (8/18)
	 	 陳憲璋 (8/18)	 黃錚芩 (8/19)	 朱德森全家 (8/19)	 黃榆涵 (8/23)	 凌全玄 (8/19)	 江禹葳 (8/31)	 黃湘婷 (8/23)	 顏輝銘 (8/23)
	 	 勝興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8/22)	 李奕楨	吳梅香	李岱勳	李岱峯 (8/22)	 林秀月 (8/23)	 蘇立緯 (8/23)	 吳柏融 (8/23)
	 	 陳素珍 (8/23)	 何佳樺 (8/23)	 劉正漢 (8/24)	 鄧名珊 (8/31)	 賴映秀 (8/31)	 邱昭睿 (8/23)	 林竣偉 (8/23)	 陳奕伃 (8/23)	 林素馨 (8/23)
	 	 宮家寶 (8/23)	 鄭惠瑱 (8/23)	 楊賢泰 (8/24)	 友展企業有限公司 (8/24)	 彭廣譽 (8/31)	 范夢軒 (8/31)	 楊智雯 (8/31)	 劉美奼 (8/25)
	 	 OKGO捐款 (8/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1)	 李勇達 (8/31)	 莊訓勇 (8/9)	 李萬春 (8/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	 周春米 (8/26)	 李沛瑜 (8/26)	 林正道 (8/26)	 李育璇 (8/24)	 蔡欣容 (8/23)
	 	 曾敏萱 (8/15)	 巫岳 (8/13)	 李沛瑜 (8/10)	 郭星佑 (8/15)	 蔡佳雯 (8/1)	 吳昌賢 (8/21)	 鄭依慈 (8/7)	 吳秋芳 (8/3)	 高霈妤 (8/1)
	 	 楊士慶 (8/13)	 施文傑 (8/16)	 趙文邑 (8/5)	 蔡文乾 (8/2)	 林蔚喬 (8/4)	 王健翰 (8/11)	 信義富里管理委員會 (8/9)	 周佳良 (8/12)
	 	 健成工程行 (8/24)	 邱建仁 (8/12)	 鐘雅鈴 (8/31)	 黃富華 (8/1)	 吳怡澄 (8/4)	 潘軒碩 (8/25)	 游家軒 (8/29)	 邱柏皓 (8/19)
	 	 游芸榛 (8/8)	 邱羽瑄 (8/26)	 邱梓榕 (8/26)	 李佳霏 (8/27)	 洪上程 (8/29)	 陳淑真 (8/26)	 洪雅玲 (8/26)	 杜苡瑄 (8/30)	 楊凱鈞 (8/30)
	 	 廖郁涵 (8/31)	 車淑珍 (8/31)	 陳玉燕 (8/30)	 蔡邵瑜	蔡穎超	蔡怡軒	蔡衍廷	蔡柏崢	蔡和平	蔡宏遠	蔡佩軒	蔡詠璿	蔡怡清	等闔家 (8/29)
	 1,800	 吳新鈞 (8/10)	 彭詩婷	陳冠綸	鄧宥潔 (8/1)
	 1,688	 廖峻威 (8/26)
	 1,600	 黃平和	黃彥彰	蔡麗金	黃靜鈴	周雅紋	黃晨軒	黃煦宸	黃 (8/1)	 林言修 (8/15)	 星光環保有限公司 (8/3)	 姿佳美妍館 (8/8)
	 	 新化國小六年 1班 (8/8)	 沈曉蓓 (8/24)	 曹英昌 (8/24)	 弘穆堂慈善人文救助基金籌備會學生鄭偉昌 (8/15)	 顏俊傑 (8/4)	
	 	 OKGO捐款 (8/6)	 王世榮 (8/31)
	 1,500	 蔡承宏	黃雅雯	蔡崴凱	蔡崴捷	蔡妤欣 (8/1)	 林鎔姿 (8/4)	 潘柔諭 (8/10)	 李明易 (8/1)	 菖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8/1)	 張育慈 (8/2)
	 	 菖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2)	 鍾乃宇 (8/2)	 菖鴻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8/2)	 蘇玩伶 (8/2)	 崔明貴 (8/15)	 吳雅萍 (8/15)	 林淳憲 (8/3)
	 	 姜銀和 (8/15)	 林淳翔 (8/3)	 友銘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8/3)	 陳憲霆 (8/5)	 長森技貿國際有限公司 (8/5)	 呂佩純	呂依璇	呂翊綺 (8/5)
	 	 享樂中壇元帥 (8/10)	 穆昶誠	穆玨諺	穆宥臻 (8/6)	 張軒綺 (8/18)	 溫聰敏 (8/8)	 張嫌 (8/8)	 菖源股份有限公司 (8/9)
	 	 鄭卉芸 (8/10)	 鄭丞勛 (8/10)	 李思賢 (8/19)	 吳佩芬 (8/11)	 蘇于婷 (8/16)	 吳依穗 (8/16)	 彭文芳 (8/22)	 羅欽賢 (8/24)	 劉思妤 (8/29)
	 	 連千惠	連宇璋	連建洲 (8/22)	 邱奕達	邱王哖	邱進任 (8/31)	 OKGO捐款 (8/9)	 花素蓮 (8/24)	 徐旭宏 (8/24)	 陳憶雯 (8/16)
	 	 仕竣有限公司 (8/11)	 吳文裕 (8/15)	 旺旺龍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8/8)	 陳永文 (8/26)	 李善豪	周育榛	李為德 (8/31)	 鄭卉芸 (8/31)
	 	 鄭丞勛 (8/31)
	 1,492	 北投國小溫馨六甲 (8/10)
	 1,440	 靈魂引路人公益團隊 (8/25)
	 1,400	 蔡廷威 (8/23)	 黃心瑋 (8/18)
	 1,396	 林亭均 (8/31)
	 1,300	 OKGO捐款 (8/4)	 OKGO捐款 (8/16)
	 1,250	 陳千琪 (8/17)
	 1,200	 張富玲 (8/1)	 鄒年恩	賴瑞蓮	鄒永隆	鄒鳳蘭	黃俊瑋 (8/1)	 姚昱伶 (8/10)	 王昭旺 (8/15)	 杜瓊肌 (8/5)	 謝春美 (8/5)	 楊迪華 (8/18)
	 	 張世文	張世豪 (8/9)	 韓寶珠	趙芯誼	趙于薇	趙翊筑	趙明龍	趙馥儒 (8/10)	 曾仁德 (8/11)	 陳思凱 (8/12)	 林杏林 (8/24)
	 	 彭湘凌 (8/18)	 李文揚 (8/17)	 胡凱文 (8/18)	 黃昱祺 (8/22)	 黃乙峰 (8/22)	 OKGO捐款 (8/14)	 林怡光 (8/8)	 王初軒 (8/1)
	 	 陳怡孜 (8/27)	 李曉婷 (8/23)	 許幼如 (8/29)	 劉素惠 (8/29)
	 1,196	 小麥家烘焙坊 (8/31)	 蔡安琪 (8/31)
	 1,100	 張瓊方 (8/4)	 黃上銓 (8/3)	 郭山河等 10人 (8/10)	 董惠如 (8/20)	 林國 (8/23)
	 1,080	 張文承 (8/15)
	 1,020	 蔡苾珞 (8/5)	 Amitabha(8/5)
	 1,015	 潘德旗 (8/2)
	 1,010	 鄒美蘭全家 (8/1)

	 1,000	 蔣雪	梁藝馨	梁家睿	梁淇薇	梁君帆 (8/1)	 沈昭仁 (8/1)	 李坤 (8/1)	 鄭色孟 (8/2)	 李淑蓉 (8/2)	 莊桂惠 (8/2)	 林淵欽 (8/2)
	 	 張鈞維 (8/2)	 方文波 (8/2)	 高美祝 (8/2)	 統宇電研股份有限公司 (8/2)	 孫婕祐 (8/2)	 無名氏 (8/2)	 洪芷榆 (8/2)	 余美玲 (8/2)
	 	 林明宜 (8/2)	 洪西彬 (8/2)	 王宥崴 (8/2)	 沈依欣 (8/2)	 楊美雲 (8/2)	 倪正杰 (8/2)	 詹益能 (8/2)	 李日農 (8/2)	 劉俞旻 (8/2)
	 	 鄭芝昀 (8/2)	 陳雪青 (8/2)	 陳志維 (8/2)	 毛良慶 (8/2)	 劉雅君 (8/2)	 蘇怡頤 (8/2)	 林美慧 (8/2)	 蕭羽秀 (8/2)	 游慧敏 (8/2)
	 	 葉國暉 (8/2)	 澔昇國際有限公司 (8/2)	 江沛峰 (8/2)	 張淑儀 (8/2)	 朱美惠 (8/2)	 林永重 (8/2)	 許嘉峻 (8/3)	 無名氏 (8/2)
	 	 李其諺 (8/1)	 鄒開鑄 (8/1)	 陳韶廷 (8/1)	 陳宥均 (8/4)	 劉丹 (8/4)	 善心人士 (8/4)	 無名氏 (8/8)	 無名氏 ( 共用 )(8/7)
	 	 王靖淇 (8/6)	 杜建緯	楊雅琇	杜翊熏	杜桓任 (8/9)	 游敏秀 (8/9)	 廖歲堯 (8/8)	 簡秋芬 (8/8)	 侯麗梅 (8/7)	 陳念慈 (8/6)
	 	 秦友煌 (8/6)	 三寶弟子 (8/1)	 周文瀚 (8/1)	 王君豪 (8/1)	 劉柏陞 (8/1)	 楊忠明 (8/10)	 洪于絜 (8/10)	 劉書合 (8/10)	 林谷裕 (8/10)
	 	 黃培誠 (8/10)	 歐陽貞穎 (8/10)	 楊子陞 (8/10)	 龔雙慶 (8/10)	 許珮雯 (8/10)	 麥家豪 (8/10)	 麥維倫 (8/10)	 林雅姿 (8/10)
	 	 郭原宏 (8/10)	 陳國清 (8/10)	 陳宏曜 (8/10)	 陳逸如 (8/10)	 周子民 (8/10)	 李麗香 (8/10)	 林芳至 (8/10)	 顏維志 (8/10)	 馮宇澤 (8/11)
	 	 林岳廷 (8/9)	 林松柏 (8/1)	 盛貿藝品有限公司 (8/1)	 簡彩年 (8/1)	 黃品元 (8/1)	 范瑋庭 (8/1)	 黃玉鳳 (8/1)	 張美足 (8/1)
	 	 陳鼎華 (8/1)	 林函蓁	馬運芳	馬德華 (8/1)	 陳順明 (8/1)	 楊翔任	楊淞壹	楊品寬 (8/1)	 蔡沅峰 (8/1)	 陳意華 (8/1)	 謝文鳳 (8/1)
	 	 徐振誠	徐振中 (8/1)	 李振宇	李家毓	李榮政	羅密君 (8/1)	 楊子藝	楊紹然	余碧雲 (8/1)	 林禮慧 (8/1)	 劉宜政 (8/1)
	 	 張凱晟	張純瑄	劉柚佃 (8/1)	 李培金	李林依金 (8/1)	 曲淑芳 (8/1)	 邱美惠 (8/1)	 金大腳養生館 (8/1)	 楊志偉 (8/2)
	 	 張雪美 (8/2)	 楊庭龢 (8/2)	 尤梓安 (8/2)	 林清榮 (8/2)	 鄭雅云 (8/2)	 吳美玲 (8/2)	 曾安民 (8/2)	 任重	刁鵬	任立 (8/2)
	 	 張兆棠 (8/2)	 林文鶯 (8/2)	 楊婉平 (8/2)	 許美喬 (8/2)	 高宇嫺 (8/2)	 吳羿勳 (8/12)	 陳怡君 (8/15)	 江志隆 (8/15)	 陳裕盛 (8/15)
	 	 吳慶隆 (8/15)	 張怡婷 (8/15)	 無名氏 (8/15)	 陳牧元 (8/15)	 于秉辰 (8/15)	 胡秀萍 (8/15)	 吳維紋 (8/15)	 蔡超塵 (8/15)	 紀銘祥 (8/15)
	 	 吳家葳 (8/3)	 林鈺軒 (8/4)	 無名氏 (8/15)	 劉澤滄 (8/15)	 周子誠	周可恩 (8/15)	 王明慧 (8/15)	 鄭世雄 (8/15)	 黃碧霞 (8/15)
	 	 黃淑為 (8/15)	 陳桂緣 (8/15)	 柯若妍 (8/15)	 彭惠群 (8/15)	 江隆昇 (8/15)	 林子展 (8/15)	 林子展 (8/15)	 無名氏 (8/15)	 羅慧明 (8/15)
	 	 陳炳棋 (8/3)	 陳瑾慧 (8/3)	 陳泰宇 (8/4)	 王信輝 (8/4)	 李亞諭 (8/4)	 李信毅 (8/4)	 光偉塗裝機械有限公司 (8/4)	 許麗紅 (8/4)
	 	 呂建億 (8/15)	 吳銘釋 (8/3)	 黃增雄 (8/3)	 吳永清 (8/3)	 溫右妹 (8/3)	 柯秀婷 (8/15)	 林瓊君 (8/3)	 林保洲 (8/15)	 高毅民 (8/15)
	 	 莊子頤 (8/15)	 吳玉印 (8/15)	 王哲雄 (8/15)	 許保民等六人 (8/15)	 陸冠瑋 (8/15)	 黃玉英 (8/15)	 曾心怡 (8/15)	 王逸嫻 (8/15)
	 	 鄭楷軒	蔡淑芬	鄭明輝 (8/15)	 楊紫彤 (8/15)	 蔡依菱 (8/15)	 潀達有限公司 (8/15)	 無名氏 (8/15)	 顏子涵 (8/15)	 曾平毅 (8/15)
	 	 吳家寬 (8/15)	 無名氏 (8/15)	 唐佐幸 (8/15)	 陳慧文 (8/15)	 無名氏 (8/15)	 鍾安倩 (8/15)	 謝宥如 (8/15)	 黃子馨 (8/15)	 郭曉惠 (8/15)
	 	 梁淑燕 (8/15)	 蕭欣羽 (8/15)	 侯孟芬 (8/15)	 吳思緰 (8/15)	 張勝杰 (8/15)	 蘇旭雯 (8/15)	 陳媚綺 (8/15)	 李東穎 (8/15)	 曾俊皓 (8/15)
	 	 黃麗蓉 (8/15)	 張宇璿 (8/15)	 劉志雄 (8/15)	 林欣歡 (8/15)	 陳業棠 (8/15)	 洪淑瑩 (8/15)	 劉淳吟 (8/15)	 魏宏霖 (8/15)	 謝秀敏 (8/15)
	 	 謝珮涵 (8/15)	 虞邦心 (8/15)	 蔡馨儀 (8/15)	 呂秀銀 (8/15)	 賴美倫 (8/15)	 無名氏 (8/15)	 丁林送	(8/15)	 鄭紹毅 (8/15)	 莊美吟 (8/15)
	 	 顏合淨 (8/15)	 葉宥廷 (8/15)	 韓增維 (8/15)	 陳靚 (8/15)	 林暉桓 (8/15)	 歐子瑄	歐子瑞	歐子瑋 (8/15)	 詹佳蓉 (8/15)	 無名氏 (8/15)
	 	 郭柏瀚 (8/15)	 郭柏承 (8/15)	 劉淑寧 (8/15)	 楊乙真 (8/15)	 李承翰 (8/15)	 林恩睿 (8/15)	 胡家銘 (8/15)	 王瑋琳 (8/15)	 葉上菁 (8/15)
	 	 錢鴻明 (8/15)	 麒曜工程行 (8/15)	 蔡昇豪 (8/15)	 曾兆訢 (8/15)	 孫新焱 (8/3)	 樓雅萍 (8/3)	 陳劉阿美 (8/3)	 莊詠甯 (8/3)
	 	 劉白江	莊玉娥 (8/3)	 黃建勇 (8/3)	 鄭文義 (8/4)	 吳淑花 (8/5)	 劉偉行 (8/4)	 楊靖怡 (8/4)	 龍德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8/5)
	 	 世貿海運承攬運送股份有限公司 (8/5)	 許玉珠 (8/5)	 鄭孟芸 (8/5)	 黃秋子 (8/5)	 許百良 (8/5)	 汪正雄 (8/5)	 林憲仁 (8/5)
	 	 林宣吟 (8/5)	 吳珈妮 (8/5)	 李旭振 (8/5)	 李忠諺 (8/5)	 曾麗君 (8/5)	 世貿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 (8/5)	 陳永添 (8/5)
	 	 丁靖芸 (8/5)	 洪閩萱 (8/13)	 許玉芬 (8/15)	 施詠馨 (8/17)	 賴嘉偉 (8/10)	 林志良 (8/8)	 吳家緯 (8/8)	 林怏緹 (8/8)	 宣王碧蓮 (8/8)
	 	 陳溥楨 (8/8)	 傅秀雅 (8/18)	 李政模 (8/18)	 黃淑苑 (8/18)	 辛珮琪 (8/18)	 張永聖 (8/18)	 田乃云 (8/18)	 李貴蓮 (8/18)	 陳維憲 (8/18)
	 	 黃晟硯 (8/18)	 宋弘軒 (8/18)	 楊宏基 (8/18)	 黃麗秋 (8/18)	 黃浩耕 (8/18)	 江惠瑜 (8/18)	 孫永安 (8/18)	 謝秀足 (8/18)	 陳慧娟 (8/18)
	 	 紀吳秀春 (8/8)	 吳添財 (8/8)	 黃幼湞 (8/8)	 高鈺軒	高鈺旂 (8/8)	 陳美惠 (8/17)	 千里行足體養生會館 (8/9)	 無名氏 (8/9)
	 	 顏英菊 (8/9)	 劉勳國 (8/9)	 李春雄	周碧惠 (8/9)	 詹淑幸 (8/9)	 劉家順	劉政杰	李美麗	劉欣君 (8/9)	 張詠軒 (8/9)
	 	 許維晏 (8/9)	 曾啟鈞 (8/9)	 鮑麗英 (8/9)	 新竹市私立田果托嬰中心 (8/18)	 陳世恩 (8/9)	 黃媛淑 (8/9)	 無名氏 (8/17)
	 	 紀勝寒	劉欣玫	紀优蹤	紀旨宴 (8/9)	 李允正 (8/16)	 洪麗麗 (8/10)	 沈文堅 (8/9)	 陳建嘉 (8/10)	 江學瀅 (8/20)	 鐘美玲 (8/20)
	 	 簡文通 (8/20)	 林春燕 (8/20)	 簡麗姑 (8/20)	 杜諺穎 (8/10)	 蔣忻嬡 (8/10)	 吳郁芬 (8/11)	 李雪紅 (8/11)	 何彥霖 (8/11)	 何宜鴻 (8/11)
	 	 葉樹叢 (8/11)	 趙忠秀 (8/11)	 林秀梅 (8/11)	 林珍 (8/11)	 邱秋桂 (8/23)	 何緯明 (8/23)	 曾敏智 (8/22)	 王聖閔 (8/22)	 曹衍中 (8/21)
	 	 高文賀 (8/21)	 葉瓊惠 (8/21)	 蘇秀里 (8/20)	 陳郁茜 (8/20)	 林佩亭 (8/19)	 呂侑萱 (8/20)	 鄭姝羚 (8/20)	 張嘉珍 (8/20)	 黃玉苹 (8/20)
	 	 陳姵羚 (8/20)	 唐兆漢 (8/20)	 陳建成 (8/20)	 劉俊芬 (8/20)	 劉惠滿 (8/20)	 洪曉珊 (8/20)	 鍾政緯	黃羽溱 (8/20)	 余瑞梅 (8/20)
	 	 唐瑞檠 (8/20)	 黃禾玲 (8/20)	 陳苒鈞 (8/12)	 陳宥彣 (8/12)	 楊柏安 (8/12)	 邱燕雪 (8/12)	 夏平 (8/12)	 黃兆毅 (8/12)	 劉子綝 (8/12)
	 	 林春梅 (8/11)	 陳續元 (8/12)	 陳正達 (8/12)	 徐舒眉 (8/12)	 沈智平 (8/12)	 陳思宇 (8/12)	 孫可宏 (8/12)	 楊禮綺 (8/24)	 李慧貞 (8/24)
	 	 無名氏 (8/23)	 無名氏 (8/23)	 林宛靜 (8/12)	 康守花 (8/13)	 善心人士 (8/19)	 陳佳穗 (8/15)	 善心人士 (8/15)
	 	 邱允昕 (8/15)	 羅宜紋 (8/23)	 蔡春琴 (8/12)	 許哲源 (8/15)	 徐素玲 (8/15)	 施義舜 (8/15)	 賴蕭富美 (8/16)	 楊靖怡 (8/16)
	 	 林佳佳 (8/16)	 范淑貞 (8/16)	 張惠晴 (8/19)	 張群 (8/15)	 彭增陵	林淑珍 (8/15)	 李王靜好 (8/16)	 徐錦鳳 (8/16)	
	 	 王銘珠 (8/16)	 錢姵縈 (8/15)	 鍾麗君 (8/12)	 童國誠 (8/22)	 李美莉 (8/22)	 莊麗惠 (8/22)	 周長平 (8/22)	 廖清俊 (8/22)	 羅嘉寧 (8/22)
	 	 楊兆平 (8/22)	 陳秋茹 (8/22)	 林瓊華 (8/22)	 劉宜榛 (8/22)	 蘇淑英 (8/22)	 吳心硯	(8/22)	 吳心畫 (8/22)	 黃傳叡 (8/22)	 陳秀洳 (8/22)
	 	 謝忠謀 (8/22)	 蘇士詠 (8/22)	 殷子倫 (8/22)	 鍾瀚滬 (8/22)	 賴婕庭 (8/22)	 侯嘉穎 (8/22)	 吳寶珠 (8/13)	 高鍾玉明 (8/24)
	 	 黃柏鈞 (8/24)	 無名氏 (8/24)	 邱重嘉 (8/22)	 林素雯 (8/22)	 張皓宇 (8/22)	 吳純瑛 (8/22)	 許詠涵 (8/22)	 林孟潔 (8/22)	 陳陞泓 (8/22)
	 	 陳彥斌 (8/22)	 鄭楀澄 (8/22)	 唐慧珍 (8/22)	 廖敏辰 (8/22)	 易威廷 (8/22)	 李伊婷 (8/22)	 陳亮吟 (8/22)	 蔡宏祥 (8/24)	 吳建璜 (8/24)
	 	 蘇立菁 (8/24)	 劉俊亨 (8/24)	 林瓊汝 (8/24)	 林佩燁 (8/24)	 吳思宇 (8/24)	 蕭清洲 (8/24)	 邱志玄 (8/24)	 劉立麗 (8/24)	 張婧淳 (8/24)
	 	 曹雨萱 (8/24)	 楊啟靖 (8/24)	 沈詩芸 (8/24)	 林冠伶 (8/24)	 周昱翔 (8/24)	 魏志強 (8/24)	 康錦豐 (8/24)	 黃琦絜 (8/24)	 呂美珠 (8/24)
	 	 林佑羚 (8/24)	 林柏穎 (8/24)	 陳玉書 (8/24)	 韓佳恩 (8/15)	 蕭伊雯 (8/15)	 朱蕙彥 (8/17)	 盧美賢 (8/17)	 游宗霖 (8/18)	 陸細織 (8/18)
	 	 李慧儀 (8/18)	 周志翰 (8/18)	 鄭又齊 (8/18)	 陳明材 (8/18)	 林榮祥 (8/18)	 林一郎 (8/18)	 無名氏 (8/17)	 周珮琪 (8/18)	 羅天祥 (8/18)
	 	 余子鈴 (8/18)	 陳麗巧 (8/18)	 陳秋美 (8/18)	 許竣傑 (8/18)	 詹智凱 (8/30)	 朵朵眉學 (8/30)	 劉羲晟 (8/29)	 王玉英 (8/17)
	 	 無名氏 (8/29)	 程鐘慧 (8/28)	 無名氏 (8/28)	 鄭博仁 (8/18)	 陳淑雅 (8/18)	 鄧晴瑄 (8/28)	 李國鴻 (8/25)	 莊庭維 (8/19)	 鄭心緹 (8/19)
	 	 黃雪娥 (8/18)	 陳薈庭 (8/20)	 曾春梅 (8/20)	 李春味 (8/20)	 吳憶青 (8/20)	 林育陞 (8/18)	 無名氏 (8/19)	 傅玉寶 (8/19)	 張莘瑜 (8/19)
	 	 陳柏懷 (8/20)	 陳進益 (8/20)	 陳薇任 (8/20)	 吳玉玲 (8/20)	 王文志 (8/20)	 陳忻言 (8/31)	 劉春秀 (8/31)	 江瑞芝 (8/31)	 周畇奇 (8/31)
	 	 林定積 (8/22)	 郭靖倫 (8/22)	 曲雪卿 (8/22)	 余立萬 (8/22)	 李碧枝 (8/22)	 戴豐田 (8/23)	 王子宜 (8/24)	 石振輝 (8/22)	 黃峻維 (8/26)
	 	 吳淵源 (8/23)	 許傑翔 (8/23)	 吳青瑜 (8/23)	 楊姍儒 (8/23)	 王子宜 (8/24)	 李義雄 (8/24)	 鄭淮鈞 (8/22)	 陳雅瑩 (8/26)	 花文樹 (8/23)
	 	 陳燕雪 (8/23)	 陳慧珊 (8/31)	 鄒宇松 (8/31)	 唐培恩	(8/31)	 陳品宏 (8/31)	 戴家琦 (8/31)	 黃莉彥 (8/31)	 陳珉 (8/31)	 趙哲逸 (8/31)
	 	 陳毓宣 (8/31)	 許日桂 (8/31)	 李百齡 (8/31)	 陳宥勳 (8/31)	 張耀中 (8/31)	 林美智 (8/31)	 劉瑞珍 (8/31)	 王文雄 (8/31)	 呂姿瑩 (8/31)
	 	 華益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8/22)	 楊靖怡 (8/23)	 顏小姐 (8/24)	 盧廷煜 (8/31)	 劉宥吟 (8/31)	 潘怡安 (8/31)	 捐款兒童費用 (8/27)
	 	 簡大閎	簡大盛	簡伯育	簡唯霓	簡孝安 (8/22)	 錢佩君 (8/28)	 杜建緯	楊雅琇	杜翊熏	杜桓任 (8/29)	 鄭翠琴 (8/23)	 林文鶯 (8/23)
	 	 楊竣森 (8/23)	 蔡鶴立 (8/24)	 張靖昊 (8/24)	 洪國斌 (8/24)	 宋玉佩 (8/24)	 許嘉峻 (8/30)	 張美萍 (8/30)	 許汶懿 (8/30)	 甘雲霞 (8/25)
	 	 賴寶琴 (8/25)	 甘玉妃 (8/25)	 鄭楊金綢 (8/25)	 李展維 (8/25)	 黃秀雲 (8/25)	 王禹蓉	王榕萱	王仟鋒 (8/25)	 鍾文生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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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8/01~2022/08/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8/01~2022/08/31

	 	 吳櫻花 (8/25)	 周文瀚 (8/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31)	 高菁敏 (8/25)	 謝舉泉 (8/25)	 鄭秀瓊 (8/25)	 謝岳龍 (8/18)	 楊舒雅 (8/19)
	 	 劉丹 (8/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1)	 善心人士 (8/31)	 江青枝 (8/9)	 林瑞玲 (8/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8)	 鄭金壽 (8/9)	 邱振展 (8/8)	 鄺德韋 (8/8)	 莊筱玢 (8/8)	 魏子瑄 (8/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7)
	 	 張凱傑張詠淳黃慧玉 (8/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7)	 黃健維 (8/31)	 倪世峰 (8/30)	 台東天后宮媽祖娘娘 (8/30)	 賴雨岑 (8/30)
	 	 簡塏恩 (8/30)	 黃琳軒 (8/30)	 謝孟勳 (8/30)	 善心人士 (8/30)	 薛宇凌 (8/30)	 王雅欣 (8/29)	 曹亭涵 (8/29)	 善心人士 (8/29)
	 	 王李敏 (8/28)	 張心瑜 (8/28)	 林玄關 (8/27)	 青年蔡 (8/27)	 李政道 (8/27)	 brad(8/26)	 林美秀 (8/26)	 陳思伶 (8/25)	 張景鈜 (8/25)
	 	 潘詩迪 (8/25)	 江青枝 (8/25)	 李振漢 (8/25)	 鄒政育 (8/24)	 歐楊貴琴 (8/24)	 陳姿吟 (8/24)	 潘宣佑 (8/23)	 洪志樺 (8/21)
	 	 徐旭蓉 (8/21)	 俠客 (8/21)	 江青枝 (8/20)	 沈國暉 (8/20)	 陳嬿甯 (8/19)	 林麗雪 (8/18)	 鍾孟如 (8/18)	 張嘉珊 (8/10)	 王怡方 (8/17)
	 	 江青枝 (8/17)	 李英豪 (8/16)	 林水來 (8/16)	 曾邦彥 (8/16)	 陳葒瑄 (8/14)	 羅慧心 (8/14)	 許嘉玲之女 (8/13)	 陳佳珍 (8/13)
	 	 江青枝 (8/11)	 劉珈宇 (8/11)	 林金兩 (8/11)	 童輊軒 (8/10)	 黃皓偉 (8/10)	 符薰尹 (8/10)	 江衍鐘 (8/10)	 蘇新 (8/8)	 江嘉鴻 (8/18)
	 	 黃簡水金 (8/31)	 涂邑勳 (8/29)	 吳明憲 (8/15)	 楊易霖 (8/8)	 善心人士 (8/7)	 王雪紛 (8/7)	 蔡淑蘭 (8/7)	 許善喆 (8/7)
	 	 李思賢 (8/6)	 葉冠宏 (8/23)	 盟將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8/20)	 蘇永文 (8/6)	 陳重延 (8/5)	 賴泓翔 (8/5)	 連奕程 (8/5)	 陳秉瑞 (8/4)
	 	 丁雅婷 (8/3)	 黃勳 (8/3)	 江青枝 (8/3)	 張均亦 (8/1)	 廖于善 (8/1)	 林昱均 (8/1)	 郭烟玉 (8/1)	 陳李阿麵 (8/1)	 詹嘉琪 (8/12)
	 	 詹嘉琪 (8/12)	 黃麗雲 (8/14)	 吳睿塏 (8/13)	 潘星卉 (8/29)	 潘思妘 (8/29)	 慈惠宮 (8/23)	 林雅茹 (8/23)	 林維鴻 (8/23)	 紀博欽 (8/13)
	 	 盛達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8/9)	 徐瑋琳 (8/23)	 謝宗銘 (8/25)	 鄭伊廷 (8/14)	 許家銘 (8/2)	 陳鴻棋 (8/1)	 丁慧婷 (8/27)	 黃楷介 (8/29)
	 	 方建傑 (8/30)	 劉元勳 (8/15)	 賴佩汝 (8/30)	 弘立捷有限公司 (8/24)	 羅靖傑 (8/1)	 鄧品硯 (8/27)	 李懷珠 (8/16)	 許乃心 (8/26)
	 	 冠億冷凍家具行 (8/4)	 蘇黃珠 (8/21)	 王博誼 (8/28)	 陳基頌 (8/9)	 陳凱勳 (8/11)	 鄭道元 (8/2)	 李筱樺 (8/4)	 黃映菁 (8/4)
	 	 吳清景 (8/31)	 郭芳慈 (8/13)	 廖妹花 (8/20)	 邱創基 (8/6)	 戴淑華 (8/16)	 吳中平 (8/31)	 呂鳳娟 (8/19)	 連倪貴 (8/8)	 林旻諭 (8/5)
	 	 李訓誠 (8/5)	 温翊菲 (8/2)	 陳奕澐 (8/26)	 楊富全 (8/28)	 林榕信 (8/23)	 黃柏翰 (8/27)	 王凱欣 (8/14)	 余姈臻 (8/4)	 鄭林環 (8/25)
	 	 陳昭龍 (8/24)	 林柏文 (8/6)	 陳宏瑞 (8/6)	 翁婷芳 (8/10)	 陳綿 (8/27)	 陳旺標 (8/11)	 吳沛修 (8/25)	 陳宜蓁 (8/13)	 蔡嘉文 (8/3)
	 	 王怡文 (8/11)	 黃心瑋 (8/26)	 林享怡 (8/30)	 羅艾茹 (8/3)	 尤建凱 (8/27)	 謝雅筑 (8/3)	 張淑慧 (8/26)	 志堅工程行 (8/26)
	 	 王東三 (8/26)	 黃思瑀 (8/27)	 盧麗華 (8/29)	 李依娟 (8/29)	 彭永和	彭于慈	張珮絜 (8/29)	 李添福 (8/29)	 許淑慧 (8/26)	 柯芮鈺 (8/26)
	 	 周裕崴 (8/26)	 劉于熒 (8/29)	 高雄市私立甜甜圈幼兒園 (8/29)	 沈秀梅 (8/29)	 李家甄 (8/29)	 張凱毓 (8/29)	 陳昱璇 (8/30)
	 	 胡再秋 (8/30)	 林芬名 (8/30)	 陳菊信 (8/30)	 廖美柔 (8/30)	 茹毅紅 (8/30)	 陳張洪英 (8/30)	 洪紹美 (8/30)	 黃玖美 (8/30)
	 	 吳美佐 (8/30)	 蕭傑敏 (8/30)	 羅成基 (8/30)	 楊靖怡 (8/30)	 黃韻庭 (8/31)	 黎心慈	蔡昆諺 (8/31)	 李培金	李林依金 (8/31)
	 	 張凱晟	張純瑄	劉柚佃 (8/31)	 陳嘉齡 (8/31)	 林銘勇 (8/31)	 高瑋 (8/31)	 藍翊銘 (8/31)
	 990	 黃武永 (8/31)
	 900	 善心人士 (8/16)	 杜耀楠 (8/10)	 蔡璇如 (8/31)
	 888	 陳映涵 (8/15)	 陳映瑄 (8/15)	 林照貴 (8/23)	 黃靖堯 (8/22)
	 880	 LHN'S	台北爸爸 (8/8)
	 863	 善心人士 -零錢捐 (8/17)
	 850	 黃春鳴 1-037510(8/10)
	 800	 善心人士 (8/1)	 阿贊豐還願兒 (8/6)	 蘇政泓 (8/10)	 黃群凱 (8/10)	 陳哲憲 (8/10)	 陳秋蘭 (8/11)	 鄭美如 (8/15)	 余富敏 (8/15)
	 	 蔡伯鴻	蔡伯隴 (8/8)	 蔡淑真 (8/18)	 李源諺 (8/17)	 高豪志 (8/18)	 張怡清 (8/9)	 許維倫 (8/9)	 黄琬妤 (8/19)	 林保仁 (8/20)
	 	 姚委武 (8/11)	 黃弘凱 (8/16)	 徐靖祐 (8/22)	 劉東慶 (8/24)	 陳秋美 (8/24)	 許雪花 (8/18)	 鄭淑菁 (8/24)	 OKGO捐款 (8/8)
	 	 OKGO捐款 (8/12)	 楊日華 (8/25)	 李高麗容 (8/14)	 湖春和 (8/6)	 莊佳綺 (8/3)	 洪明甫 (8/4)	 林伃玲 (8/31)
	 750	 陳澄霞 (8/22)	 林宗模 (8/22)
	 700	 金億鎖印行 (8/1)	 張綉春 (8/2)	 江宜梅 (8/2)	 廖姻斐 (8/2)	 石嘉憲 (8/4)	 無名氏 (8/5)	 善心人士 (8/7)	 洪綺鴻 (8/15)
	 	 黃義盛 (8/3)	 陳嘉妮 (8/15)	 馬吉購 (8/9)	 張清泉	褚麗卿 (8/11)	 陳君涵 (8/20)	 無名氏 (8/28)	 OKGO捐款 (8/25)
	 	 小魚兒服飾	鄭雅芳 (8/25)	 朱家葳 (8/25)	 邱春南 (8/5)	 李中和 (8/18)	 曹峻瑋土木大地技師事務所 (8/6)	 無名氏 (8/26)
	 666	 廖家弘 (8/14)
	 660	 周秉濂 (8/20)	 周承葦 (8/20)
	 600	 陳宏榮 (8/1)	 廖宸毅 (8/2)	 葉耿華 (8/2)	 曾信傑 (8/8)	 鄭雅君 (8/10)	 張玉明	(8/10)	 李期陽 (8/10)	 陳梅雪 (8/10)	 儲玉媛 (8/10)
	 	 楊淑媛 (8/10)	 吳欣曈 (8/10)	 吳淑靜 (8/10)	 林宜君 (8/10)	 張芷瑄 (8/1)	 呂欣泰 (8/1)	 林亞築 (8/1)	 林婷如 (8/1)	 蔡博儒 (8/1)
	 	 呂奕穎 (8/1)	 蔡宜珊 (8/2)	 羅允彤 (8/2)	 陳俞妏 (8/2)	 謝明憲 (8/15)	 劉宇 (8/15)	 蔡淑敏 (8/4)	 黃禹霏 (8/15)	 周寶賢 (8/3)
	 	 黃春景 (8/15)	 賴建行 (8/15)	 曾楷諭 (8/15)	 曾楷澄 (8/15)	 無名氏 (8/15)	 曾鈺倫 (8/15)	 陳澤愷 (8/15)	 于建培 (8/5)	 于宗弘 (8/5)
	 	 于宗申 (8/5)	 陳素華 (8/5)	 吳明獻 (8/8)	 王惠民 (8/8)	 李慧敏 (8/18)	 林勳爵 (8/18)	 陳銀英 (8/18)	 曹馨心 (8/18)	 曾嘉祥 (8/9)
	 	 許庭維 (8/9)	 傅書賢 (8/16)	 何家秀 (8/10)	 施夙芬	郭昱岑 (8/20)	 王淑靜 (8/20)	 莊涵雯 (8/20)	 魏宗崙 (8/20)	 陳雅玲 (8/15)
	 	 郭鎮岳 (8/16)	 陳瑞玉 (8/24)	 蔡依雯 (8/24)	 吳禹潔 (8/24)	 黃國輝 (8/24)	 許安其 (8/24)	 蘇國維 (8/24)	 白華幼	黃煌釧 (8/15)
	 	 曾秀珍 (8/16)	 林敬凱	陳美玉 (8/17)	 林婷如 (8/18)	 陳子賢 (8/18)	 沈凡勛 (8/29)	 張冠婷 (8/26)	 李佳蕙 (8/19)	 劉欣潔 (8/31)
	 	 陳奇聰 (8/31)	 陳桂美 (8/31)	 黃瑞菊 (8/31)	 吳姵葳 (8/23)	 OKGO捐款 (8/3)	 王雲寶 (8/25)	 李登裕 (8/9)	 陸芃如 (8/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3)	 莊曜茹 (8/30)	 蔡依潼 (8/30)	 王靖幼 (8/29)	 周佳瑩 (8/27)	 良輝塑膠 (8/25)
	 	 吳麗虹許顥嚴許湘翎 (8/23)	 俆夢陽 (8/22)	 許鳳砡 (8/19)	 王俊憲 (8/19)	 曾祈惠 (8/15)	 博仁 (8/15)	 沈榆晴 (8/15)	 陳瑞杰 (8/13)
	 	 鐘淵聖 (8/13)	 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和春分公司 (8/2)	 陳廷 (8/6)	 吳惠娟 (8/7)	 黃瑞文 (8/3)	 呂洳晶 (8/1)	 施文傑 (8/26)
	 	 林樹浩 (8/23)	 林嘉樂 (8/26)	 孫煒筌 (8/30)	 劉庭吟 (8/9)	 李嘉卿 (8/24)	 李俞蓁 (8/30)	 馮美惠 (8/26)	 王素薰 (8/17)	 楊宸佳 (8/12)
	 	 王沐衡 (8/5)	 林玉婷 (8/31)	 郭家維 (8/26)	 許文翰 (8/29)	 林濬智 (8/29)	 溫麗華 (8/30)
	 599	 張雅茹 (8/15)
	 560	 吳昱萱 (8/15)
	 555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8/24)
	 528	 路宏平 (8/15)
	 521	 李宇雯 (8/22)
	 520	 簡苡釩 (8/2)	 洪子晴 (8/10)	 沈憶雯 (8/19)	 康鑫五金公司 (8/12)
	 501	 陳俊廷 (8/9)
	 500	 汪麗娟 (8/2)	 朱馮佑 (8/2)	 林子嘉 (8/2)	 林駿典 (8/2)	 鄭幸宜 (8/2)	 鄭喬芳 (8/2)	 吳淑敏 (8/2)	 李麗玉 (8/2)	 楊文凱 (8/2)
	 	 王得中 (8/2)	 王郁雯 (8/2)	 王郁茜 (8/2)	 蔡儀勳 (8/2)	 蔡儀潔 (8/2)	 陳建志 (8/2)	 張歆苡 (8/2)	 楊菀甄 (8/2)	 劉美琪 (8/2)
	 	 陳柏安 (8/2)	 陳忠佑 (8/2)	 高健誠 (8/2)	 顏志蕙 (8/2)	 李子晴 (8/2)	 吳譿軒 (8/2)	 李曼駖 (8/2)	 李曜廷 (8/2)	 陳逸君 (8/2)
	 	 王俊凱 (8/2)	 廖婉喻 (8/2)	 莊璧霞 (8/2)	 黃莉玲 (8/2)	 呂振榮 (8/2)	 陳淑薇 (8/2)	 盛子語 (8/2)	 蕭羽秀 (8/2)	 蕭亦汝 (8/2)
	 	 林重義 (8/2)	 陳爾杰 (8/2)	 林艷秋 (8/2)	 林心筠 (8/2)	 賴玟吟 (8/2)	 金玄宮 (8/2)	 王辛翠 (8/2)	 無名氏 (8/2)	 陳幸足 (8/2)
	 	 葉艷屏 (8/1)	 蘇唯甯 (8/3)	 無名氏 (8/3)	 袁家珍 (8/1)	 藍若慈 (8/1)	 周欣怡	吳佩芬 (8/1)	 無名氏 (8/9)	 簡昀平 (8/6)

	 	 宋品毅 (8/6)	 紀翠華 (8/1)	 鄧皚蓮 (8/1)	 葉啟斌 (8/1)	 李東哲 (8/10)	 楊淳米 (8/10)	 沈軒 (8/10)	 魏聖洲 (8/10)	 郭又誠 (8/10)
	 	 洪佳純 (8/10)	 林素瑱 (8/10)	 李冠廷 (8/10)	 李冠德 (8/10)	 高亦萱	張耕輔	張語岑 (8/10)	 林心筠 (8/10)	 韓璧雲 (8/10)	 汪祐任 (8/10)
	 	 黃翠芳 (8/10)	 黃昱仁 (8/10)	 林姝羽 (8/10)	 盧垠城 (8/10)	 林映君 (8/10)	 陳維中 (8/10)	 陳林澤 (8/10)	 楊思倫 (8/10)	 鄭雅文 (8/10)
	 	 張瑞文 (8/10)	 張秀娟 (8/10)	 簡華霖 (8/10)	 胡德寬 (8/10)	 邱雅怡 (8/10)	 洪銘傳 (8/10)	 陳蕙珍 (8/10)	 游珍菁 (8/10)	 詹先章 (8/11)
	 	 鍾佩綾 (8/1)	 鍾新添 (8/1)	 吳劍進 (8/1)	 郭寬福 (8/1)	 鄭婕妤 (8/1)	 陳健字 (8/10)	 鄭安妤 (8/1)	 柯宏偉 (8/1)	 黃松柏 (8/1)
	 	 陳軍翰 (8/1)	 李牽治 (8/1)	 黃馨諄 (8/10)	 陳元璟 (8/1)	 善心人士 (8/1)	 鄭財華 (8/1)	 梁容禎 (8/1)	 張家禎 (8/1)	 梁皓婷 (8/1)
	 	 鍾珉睿 (8/1)	 馬志賢 (8/1)	 黃戀淑 (8/1)	 馬莊 (8/1)	 紀耀宗 (8/1)	 紀美踧 (8/1)	 吳華宗 (8/1)	 曾馨儀 (8/1)	 張淑惠 (8/2)
	 	 陳秉沅 (8/2)	 陳宥帆 (8/2)	 何雪珍 (8/2)	 游銘棟 (8/2)	 巫穎翰 (8/2)	 賴漢聲 (8/2)	 胡素貞 (8/2)	 蕭柏凱 (8/2)	 張永萱 (8/2)
	 	 高庚鑽	徐怡玲 (8/2)	 周永清 (8/2)	 趙名慧 (8/2)	 陳聖文 (8/2)	 李侑城 (8/12)	 無名氏 (8/11)	 楊錦喜 (8/2)	 莊孟育 (8/2)
	 	 高琦姝 (8/2)	 鄧東杰 (8/8)	 傅丰筠 (8/15)	 吳慶隆 (8/15)	 廖禾豐 (8/15)	 高筱媛 (8/15)	 林欣妤 (8/15)	 無名氏 (8/15)	 梅元光 (8/15)
	 	 楊芷琁	楊允瑭 (8/15)	 楊逸飛 (8/15)	 彭婕妤 (8/15)	 蔡逢原 (8/15)	 劉育豪 (8/15)	 王鈴晴 (8/15)	 楊于嫺 (8/15)	 陳冠宇 (8/3)
	 	 游博丞 (8/4)	 葉人瑋 (8/3)	 吳宗翰 (8/3)	 許素香 (8/4)	 游亞詩 (8/4)	 陳廷寬 (8/4)	 謝依伶 (8/15)	 陳晴惠 (8/15)	 許壽文 (8/15)
	 	 林伊蘋張名廣 (8/15)	 簡君倫 (8/15)	 林啟祥 (8/15)	 無名氏 (8/15)	 洪瑱齋 (8/15)	 張雅粢 (8/15)	 倪金蓁 (8/15)	 李裕卿 (8/15)
	 	 黃雅祺 (8/15)	 林俊宏 (8/15)	 陳祈儒 (8/15)	 吳素寬 (8/15)	 葉人豪 (8/3)	 陳昭宜 (8/3)	 鄭陳木纏 (8/3)	 楊文里 (8/3)	 曲妍璇 (8/3)
	 	 黃俊穎 (8/3)	 黃韋碩 (8/3)	 陸萱 (8/3)	 小飛象	手作 (8/3)	 吳建彤 (8/15)	 游凌軒 (8/4)	 劉育珍 (8/4)	 游竣逵 (8/4)
	 	 梁詠晴 (8/3)	 游興隆 (8/4)	 張家華 (8/4)	 薛富騰 (8/3)	 王慶財 (8/3)	 李子成 (8/4)	 劉士加 (8/4)	 林說花 (8/4)	 林峻寬 (8/4)
	 	 關中穎 (8/3)	 李佩玹 (8/3)	 朱瑞月 (8/3)	 昱銓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8/4)	 陳志宏 (8/15)	 林筱臻 (8/15)	 蘇敏慧 (8/15)	 李采蓁 (8/15)
	 	 曾敏智 (8/15)	 洪瑋蔆 (8/15)	 王柏霖	王博勳 (8/15)	 蔡孟娟 (8/15)	 高淵清 (8/15)	 吳媽曾麗美 (8/15)	 陳金英 (8/15)
	 	 林峻興 (8/15)	 吳姿穎 (8/15)	 蔡政峯 (8/15)	 蔡濬澤 (8/15)	 蔡濬謙 (8/15)	 陳月嬌 (8/15)	 鄭美惠 (8/15)	 立欣企業有限公司 (8/15)
	 	 曾千芬 (8/15)	 徐思穎 (8/15)	 陳瓊華 (8/15)	 林科瑋 (8/15)	 官伯釗 (8/15)	 林志奇 (8/15)	 許淑綺 (8/15)	 黃國慶 (8/15)	 郭智軒 (8/15)
	 	 郭智軒 (8/15)	 陳昀姍 (8/15)	 陳若蘋 (8/15)	 郭喬柔 (8/15)	 邱文沖 (8/15)	 林劉來葉 (8/15)	 曾芷柔 (8/15)	 王政惟 (8/15)
	 	 王秀芬 (8/15)	 郭秀玲 (8/15)	 陳安妤 (8/15)	 李怡瑄 (8/15)	 洪筱婷 (8/15)	 蔡宗明 (8/15)	 倪庭恩 (8/15)	 黃惠雯 (8/15)	 連臻一 (8/15)
	 	 楊淑珍 (8/15)	 廖翌辰 (8/15)	 楊嘉齊 (8/15)	 曾姿玉 (8/15)	 楊惟智 (8/15)	 張雅鳳 (8/15)	 温郁卿 (8/15)	 林佑銓 (8/15)	 無名氏 (8/15)
	 	 許文星 (8/15)	 陳意文 (8/15)	 林福海 (8/15)	 林志學 (8/15)	 林志鴻 (8/15)	 林雅玲 (8/15)	 陳寶美 (8/15)	 張錫卿 (8/15)	 游秀玲 (8/15)
	 	 侯雅燕 (8/15)	 陳亦婷 (8/15)	 王凌容 (8/15)	 薛詒菁 (8/15)	 李曉婷 (8/15)	 陳億芬 (8/15)	 錡邑生技有限公司 (8/15)	 温靜如 (8/15)
	 	 朱國良 (8/15)	 孫淑蓉 (8/15)	 黃進興 (8/15)	 葉立瑤 (8/15)	 黃今鈺 (8/15)	 沈秉郁 (8/15)	 葉泰宏 (8/15)	 陳俊伊 (8/15)	 彭天榮 (8/15)
	 	 張維真 (8/15)	 陳志勇 (8/15)	 康彰巽 (8/15)	 左煒憶 (8/15)	 莊凱茵 (8/15)	 陳保穎 (8/15)	 陳芷涵 (8/15)	 柯虹伶 (8/15)	 朱孟涵 (8/15)
	 	 湯儒彥 (8/15)	 林彥辰 (8/15)	 古恬禎 (8/15)	 黃幸萍 (8/15)	 劉雪琦 (8/15)	 無名氏 (8/15)	 柳季吟 (8/15)	 蔡瑋 (8/15)	 葉芷均 (8/15)
	 	 賴韋杏 (8/15)	 林庭羽 (8/15)	 黃鈺高 (8/15)	 陳昶仲 (8/15)	 江宜靜 (8/15)	 游福英 (8/15)	 黃裕昇 (8/15)	 王上綸 (8/15)	 謝政育 (8/15)
	 	 劉珍蘭 (8/15)	 李襄綾 (8/15)	 王文助 (8/15)	 曾盛桐 (8/15)	 李淑韻 /李淑瀛 (8/15)	 高群報關有限公司 (8/15)	 曹毓苓 (8/15)
	 	 李宜珠 (8/15)	 曾婉慈 (8/15)	 莊育聖 (8/15)	 廖麗華 (8/15)	 張如億 (8/15)	 張稟旭 (8/15)	 廖滋鐶 (8/15)	 蔡沛恩 (8/15)	 莊懷雲 (8/15)
	 	 林榮良 (8/15)	 林財旺 (8/15)	 高惠玲 (8/15)	 陳子卉 (8/15)	 林素炫 (8/15)	 林家慶 (8/15)	 林巧敏 (8/15)	 謝志偉 (8/15)	 陳美瑛 (8/15)
	 	 汪嘉琪 (8/15)	 浠泊淶有限公司 (8/15)	 朱玉禎 (8/15)	 邱芳姿	郭家偉 (8/3)	 梁庭語 (8/3)	 無名氏 (8/3)	 高樹山 (8/4)
	 	 曾英彥	曾仁志	曾紹哲	曾韋皓	曾晟安	林玫英 (8/3)	 廖今微	廖期均 (8/4)	 黃芯珮	黃芯薇 (8/4)	 陳碧霞 (8/5)
	 	 游雅芳 (8/4)	 洪慧敏 (8/4)	 周佾廷 (8/5)	 任君勝企業有限公司 (8/5)	 無名氏 (8/5)	 林書億 (8/4)	 林祐民 (8/5)	 鍾治蘇 (8/5)
	 	 彭永和	彭于慈	張珮絜 (8/5)	 王清棋 (8/5)	 蔡麗蘭 (8/5)	 許瑞文 (8/5)	 陳燕蘭 (8/5)	 羅建華 (8/5)	 善心人士 (8/10)
	 	 李宗諭 (8/13)	 陳美月 (8/13)	 沈莉媛 (8/5)	 許偉儀 (8/5)	 王銘祥 (8/5)	 張惠敏 (8/13)	 謝昀潔 (8/14)	 卲麒維 (8/6)	 范姜親美 (8/5)
	 	 李文華 (8/5)	 柳淑秋 (8/9)	 顏朝發 (8/8)	 陳金精	蕭國賀	蕭宏宇	蕭加珈	蕭瑩螢	許倍瑜	蕭愃樂	蕭可璇	李宸豪 (8/8)	 陳張月星 (8/8)
	 	 陳鈺同 (8/8)	 林哲綸 (8/8)	 黃嘉國全家(8/8)	楊碧玉 (8/8)	 李文富 (8/8)	 善心人士 (8/9)	 黃士權 (8/15)	 吳瑞萍 (8/6)	 鄧慈慧 (8/8)
	 	 顧英珍 (8/6)	 卲仲平 (8/6)	 卲芝穎 (8/6)	 吳以勛 (8/6)	 倪睿妤 (8/8)	 黃添修	魏曉梅 (8/8)	 徐胡察里 (8/8)	 吳毓美 (8/17)
	 	 黃廷緯 (8/8)	 涂莉婷 (8/8)	 蕭立苹	徐語彤 (8/8)	 倪慶標闔家 (8/8)	 林文珍 (8/17)	 高詩惟 (8/18)	 陳佳彥 (8/18)
	 	 高振傑 (8/18)	 高詩雅 (8/18)	 陳佳綺 (8/18)	 林小玉 (8/18)	 羅貞玲 (8/18)	 潘麗雅 (8/18)	 黃翠萍 (8/18)	 李秋冬 (8/18)	 李依玲 (8/18)
	 	 蘇麗珍 (8/18)	 吳淑玉 (8/18)	 郎亞玲 (8/18)	 林佑寯 (8/18)	 黃宏達 (8/18)	 鄭莉芸 (8/18)	 蔡馨儀 (8/18)	 陳勁宇 (8/18)	 陳博元 (8/18)
	 	 陳子騰 (8/18)	 林睿勝 (8/18)	 賴玉婷 (8/18)	 楊銘昭	(8/18)	 李品琪 (8/18)	 潘國柱 (8/18)	 周宥慧 (8/18)	 黃淑惠 (8/18)	 林芳瑜 (8/8)
	 	 蔡櫻桃 (8/8)	 李芬芬 (8/17)	 陸富達 (8/17)	 朱余銘 (8/17)	 慧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8/18)	 陳奎彰 (8/18)	 陳宥蓁 (8/18)	 郭育秀 (8/18)
	 	 郭以婷 (8/18)	 倪崧恩 (8/8)	 陳願獻 (8/8)	 黃韋嘉 (8/18)	 林欣穎 (8/8)	 翁新飛 (8/17)	 黃麗蕙 (8/8)	 黃秉豐 (8/8)	 蕭雪如 (8/8)
	 	 張錦梅 (8/8)	 蔡英玟 (8/8)	 李英偉 (8/17)	 陳章女 (8/17)	 吳明輝 (8/17)	 吳存裕 (8/17)	 林志敏 (8/17)	 陳季鎂 (8/9)	 鄭金婷 (8/9)
	 	 陳季鎂 (8/9)	 徐文曾 (8/9)	 張熒珊 (8/9)	 紀彣欣 (8/9)	 無名氏 (8/18)	 周盈君 (8/18)	 黃芷緯 (8/18)	 張進益 (8/9)	 楊凱閔 (8/9)
	 	 魏秀賢 (8/9)	 無名氏 (8/17)	 吳季隆	(8/17)	 范婷媗 (8/16)	 林秀絹 (8/10)	 楊小唯 (8/10)	 林欽泉 (8/10)	 趙素娟 (8/20)	 翁禎言 (8/20)
	 	 莊仁政 (8/20)	 莊文忠 (8/20)	 黃建鈞 (8/20)	 陳宛妤 (8/20)	 王偉禎 (8/10)	 蔡春榮 (8/11)	 陳忠桂	張簡秀月 (8/11)	 沈子合 (8/11)
	 	 張寶珠 (8/20)	 蔡宇瑄 (8/21)	 廖美潔 (8/20)	 王姿懿 (8/19)	 張雅惠 (8/10)	 陳秋梅 (8/11)	 邱理甄 (8/20)	 莊惠雯 (8/20)	 林盈媺 (8/20)
	 	 林毅誠 (8/20)	 蕭潤祺 (8/20)	 黃姸心 (8/20)	 洪祖喨 (8/20)	 李佩珊 (8/20)	 施金賢 (8/20)	 翁慧鈴 (8/20)	 林麗芬 (8/20)	 蘇珮君 (8/20)
	 	 楊菫華 (8/20)	 洪嘉苡 (8/20)	 錢彥蓁 (8/20)	 林旂賢 (8/20)	 李欣怡 (8/20)	 李皓鈞 (8/20)	 廖紫婷 (8/20)	 梁彩燕 (8/20)	 戴淑惠 (8/20)
	 	 鄭朱惠文 (8/20)	 王筱涵 (8/20)	 蕭亦翔 (8/20)	 謝有貴 (8/12)	 陳慈珮 (8/24)	 陳慧貞 (8/23)	 楊雅媜 (8/12)	 曾敏瑄 (8/23)
	 	 善心人士 (8/24)	 劉活源 (8/15)	 劉何美雲 (8/15)	 郭世崇 (8/12)	 蕭岳聰 (8/15)	 劉子豪 (8/12)	 溫乾雄 (8/12)
	 	 吳亞臻 (8/12)	 俞仁權 (8/15)	 胡妤蓁 (8/16)	 柳冠羽 (8/16)	 劉俊民 (8/12)	 陳玟伶 (8/12)	 李宇恩 (8/15)	 張庭宇 (8/15)	 許堯卿 (8/12)
	 	 陳天祐 (8/15)	 林錦煌	陳秋蘭 (8/12)	 吳昕玹 (8/12)	 黃汶霞 (8/22)	 王咏雪 (8/22)	 蔡昇勳 (8/22)	 邱宗瑋 (8/22)	 徐毅宸 (8/22)
	 	 陳秋香 (8/22)	 張君亦 (8/22)	 楊友香 (8/22)	 張志安	黃意惠	張郁慈	張筠汝	張佑民 (8/22)	 林銘宏 (8/22)	 陳祐祥 (8/22)	 張維蓁 (8/22)
	 	 林郭月 (8/22)	 楊蕎伊 (8/22)	 楊淑安 (8/22)	 周宗頡 (8/22)	 方華生 (8/22)	 李宥蓁 (8/22)	 張晁阜 (8/22)	 徐裴宏 (8/24)	 蔡雅琳 (8/22)
	 	 劉孟杰 (8/22)	 陳品臻 (8/22)	 曾聖媛 (8/22)	 李政哲 (8/22)	 何智瑋 (8/22)	 中翊科技有限公司 (8/22)	 陳豐琳 (8/22)	 黃珮菱 (8/22)
	 	 葉建邦 (8/24)	 吳美金 (8/24)	 宋浩淵 (8/24)	 張柏松 (8/24)	 施欽閔 (8/24)	 陳帟綸 (8/24)	 陳澎璇 (8/24)	 陳信威 (8/24)	 張倫戩 (8/24)
	 	 王永哉 (8/24)	 林妍姿 (8/24)	 張新龍 (8/24)	 陳和慶 (8/24)	 王麒祐 (8/24)	 李芝芸 (8/24)	 陳瀚元 (8/24)	 游煥霓 (8/24)	 黃哲錦 (8/24)
	 	 蔡玲娟	(8/24)	 蔡立言 (8/24)	 許智涵 (8/24)	 麥凱傑 (8/24)	 莊惠如 (8/24)	 陳品靜 (8/24)	 黎惠玲	(8/24)	 湯泰山 (8/24)	 湯懿庭 (8/24)
	 	 湯懿安 (8/24)	 楊雅茜 (8/24)	 康錦綉 (8/24)	 陳貴英 (8/24)	 葉明珠 (8/24)	 詹景惠 (8/24)	 賴建銘 (8/18)	 善心人士 (8/23)
	 	 韓佳耘 (8/15)	 章莉瑩 (8/15)	 李鈺璇 (8/15)	 張庭瑋 (8/15)	 俞仁棠 (8/15)	 侯凱騰 (8/15)	 陳冠州 (8/15)	 柯孟妏 (8/15)	 郭思妤 (8/16)
	 	 簡楷哲	簡楷倫	簡廷穎	簡茂松	翁淑惠 (8/15)	 高紀芬	謝傢璘	謝傢政 (8/15)	 賴奕廷 (8/16)	 劉修宏 (8/16)	 郭俊宏 (8/16)	 沈啟文 (8/16)
	 	 陳淑櫻 (8/17)	 張家賢 (8/17)	 徐銘澤 (8/17)	 張瀚文 (8/17)	 林柏豪 (8/16)	 劉千翡 (8/17)	 郭羽庭 (8/16)	 林忠信 (8/17)	 郭素貞 (8/18)
	 	 林佳慧 (8/18)	 林猷盛 (8/18)	 邱靖富 (8/17)	 炘銳室內裝修設計 (8/29)	 梁羽彤 (8/19)	 劉有祥	吳玉英	劉奕志 (8/19)	 黃鈺茹 (8/25)
	 	 林憶恬 (8/18)	 吳明節 (8/20)	 曾凡恩 (8/18)	 王羽瑄 (8/19)	 王碧瑜 (8/19)	 鄭欽文 (8/19)	 賴予晴 (8/19)	 呂欣	呂佳 (8/19)
	 	 鄭開	鄭郭阿銀 (8/19)	 鄭朝文 (8/19)	 李焌瑛 (8/31)	 王妙真 (8/31)	 李依潔 (8/31)	 王智勇	王柏翔 (8/31)	 劉國偉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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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8/01~2022/08/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8/01~2022/08/31

	 	 朱杏花 (8/31)	 李有連 (8/20)	 蘇秀美 (8/20)	 林雅敏	蔡克培	蔡克梵 (8/31)	 魏玉宏 (8/31)	 徐筱涵 (8/31)	 黃琮勝 (8/31)	 李林芳枝 (8/22)
	 	 盧朝傳 (8/23)	 陳睿達 (8/24)	 洪晟祐 (8/24)	 周碧霞 (8/31)	 柯瑋宸 (8/31)	 周沛涵 (8/23)	 蕭永義 (8/23)	 洪熙閑 (8/23)	 洪博彥 (8/23)
	 	 林靜怡 (8/31)	 顏秀蓉 (8/31)	 趙永崴 (8/31)	 吳泓治 (8/31)	 葉姿君 (8/31)	 吳文平 (8/31)	 李書丞 (8/31)	 陳琡云 (8/31)	 廖昱叡 (8/31)
	 	 陳卿翰 (8/22)	 吳旻蓉 (8/23)	 林益先 (8/23)	 林雅婷 (8/24)	 周敏華 (8/31)	 紀曉春 (8/22)	 洪茉喬 (8/23)	 無名氏 (8/23)	 林欣穎 (8/23)
	 	 周茂彬 (8/23)	 江智堅 (8/23)	 江金龍 (8/23)	 政昌汽修廠	葉奕甫 (8/24)	 曾美雲 (8/24)	 胡文婷 (8/24)	 陳昭宜 (8/24)	 洪欣蕾 (8/24)
	 	 陳貞妤 (8/31)	 陳秋蘭	吳宜恩 (8/24)	 林孟嫻 (8/25)	 雷昕樺 (8/24)	 黃元明 (8/31)	 張軒誠 (8/25)	 曾美蓮	呂慶安 (8/25)
	 	 陳羅彩雲	陳靜文	陳炏明	陳逸樺	陳星儀 (8/25)	 洪順成 (8/25)	 蔡楚卉 (8/25)	 林栛伃 (8/25)	 黃千芮 (8/25)	 林宏融 (8/25)	 陳映竹 (8/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8)	 黃正良	呂曉芬 (8/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5)	 蘇文寶 (8/20)
	 	 蘇文寶 (8/7)	 吳純鳳 (8/19)	 彭敏惠 (8/19)	 張羽君 (8/19)	 曾雅慧 (8/19)	 善心人士 (8/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2)	 劉修緣 (8/9)	 陳秀惠 (8/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9)	 陳冠華 (8/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8)	 陳修義 , 陳麗惠 , 陳泊良 , 陳姿蓉 , 吳嘉瑄 (8/9)	 陳慧嫺 (8/8)	 程裕權 (8/8)	 林宗賢 (8/25)	 林宗賢 (8/5)
	 	 林桃 (8/3)	 林佳芊 (8/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7)	 董瑞燕 (8/31)	 李銘祥 (8/31)	 徐莘媛 (8/31)
	 	 許芝棋 (8/31)	 林政岳 (8/31)	 李國榕 (8/31)	 簡士恆 (8/30)	 黃豐毅 (8/30)	 鍾妍佳 (8/30)	 黃東岳 (8/29)	 鄭承祐 (8/29)	 陳慧嫺 (8/29)
	 	 程裕權 (8/29)	 詹富傑 (8/29)	 游博鈞 (8/28)	 陳冠銓 (8/28)	 楊昕穎 (8/26)	 龔品仲 (8/25)	 王建富 (8/25)	 善心人士 (8/24)
	 	 蔡宇學 (8/24)	 陳致雅 (8/23)	 高進賢 (8/22)	 劉家涓 (8/22)	 陳麗玲 (8/22)	 賴勇吉 (8/22)	 陳慧嫺 (8/22)	 程裕權 (8/22)	 林秀玲 (8/22)
	 	 廖文志 (8/21)	 林陳足 (8/21)	 簡秋蘭 (8/20)	 韋國元 (8/20)	 廖靜茹 (8/20)	 廖勇翔 (8/19)	 廖芝庭 (8/19)	 林晏秀 (8/19)	 張世杰 (8/18)
	 	 王麒諺 (8/18)	 陳威婷 (8/18)	 吳海雲 (8/18)	 陳姿潔 (8/10)	 周怡妏 (8/16)	 蕭逸楓	此功德迴嚮給我的所有佛牌 (8/16)	 林學醴 (8/16)
	 	 游子璇 (8/16)	 陳慧嫺 (8/15)	 程裕權 (8/15)	 蔡藍種 (8/14)	 蔡明穎 (8/14)	 邱宇霆 (8/14)	 林俊儒 (8/13)	 江承澤 (8/13)	 李名琪 (8/13)
	 	 周佳瑩 (8/12)	 劉芮慈 (8/12)	 蔡宇學 (8/12)	 辛俞慧 (8/12)	 陳淑芬 (8/11)	 邱碧芬 (8/11)	 金凱文 (8/11)	 發票中獎 (8/10)
	 	 winnie(8/10)	 郭品萱 (8/5)	 詹富傑 (8/8)	 何思雨范議云 (8/7)	 胡譯中 (8/7)	 謝端桂 (8/7)	 吳承翰 (8/6)	 高菁雲 (8/5)
	 	 林啟鎮 (8/5)	 謝佑芳 (8/7)	 黃裕婷 (8/15)	 邱義雄 (8/7)	 郭南顯 (8/25)	 楊富穎 (8/4)	 歐陽萱穎 (8/6)	 洪兆威 (8/6)	 久昌門市 (8/6)
	 	 曾韋凱 (8/5)	 戴淳玥 (8/5)	 張晉嘉 (8/4)	 幸運壽司 ( 苑裡店 )(8/4)	 簡士恆 (8/4)	 阮浩翔 (8/3)	 林素珍 (8/3)	 王秀月 (8/3)
	 	 吳宥廷 (8/3)	 潘莉珺 (8/3)	 廖靜茹 (8/3)	 藍珮瑜 (8/2)	 呂育昕 (8/1)	 周怡伶 (8/1)	 李桂幸 (8/1)	 邱寶 (8/1)	 賴勇吉 (8/1)
	 	 陳慧嫺 (8/1)	 程裕權 (8/1)	 杜景美 (8/1)	 沈宗訓 (8/1)	 梁莉羚 (8/1)	 林美蘭 (8/4)	 黃濬澤 (8/4)	 劉定國 (8/18)	 林葦寧 (8/30)
	 	 林國鈦 (8/13)	 鄭俊雄 (8/16)	 劉秉澄 (8/26)	 杜宜靜 (8/17)	 辛書豪 (8/24)	 辛書豪 (8/3)	 李育珍 (8/3)	 進安宮 (8/23)	 石妍湘 (8/22)
	 	 四平街大梵天王 (8/22)	 彭胤捷 (8/31)	 彭唯宸 (8/31)	 盛達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8/9)	 盛達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8/9)	 簡苑倩 (8/9)
	 	 呂神柱 (8/4)	 林美蘭 (8/24)	 郭承鑫 (8/2)	 林苡宸 (8/22)	 夏雯娣 (8/6)	 陳鴻文 (8/31)	 林素梅 (8/11)	 劉依菱 (8/13)	 賴韋呈 (8/15)
	 	 吳晟豪 (8/11)	 蔡名蕙 (8/10)	 黃靖文 (8/5)	 周叔慧 (8/12)	 王菁尉 (8/4)	 潘昱亨 (8/26)	 楊羿貞 (8/9)	 莊紫絢 (8/11)	 徐郁雯 (8/7)
	 	 馮桂月 (8/28)	 林玉蓮 (8/10)	 羅苡榛 (8/22)	 陳榆芬 (8/15)	 林秀琴 (8/3)	 黃義全 (8/22)	 曾梅婷 (8/21)	 李育麟 (8/30)	 陳永勝 (8/6)
	 	 劉鎮華 (8/16)	 劉修豪 (8/6)	 廖御辰 (8/10)	 陳學之 (8/1)	 陳學之 (8/26)	 邱顯祥 (8/12)	 廖珈琪 (8/7)	 簡哲煒 (8/8)	 葉俊宏 (8/7)
	 	 郭信緯 (8/15)	 尤立文 (8/22)	 王古來好 (8/5)	 陳盈方 (8/21)	 悠味餐坊 (8/22)	 李郡庭 (8/13)	 王傳宗 (8/14)	 羅堰軍 (8/9)
	 	 楊勝凱 (8/23)	 何曉屏 (8/10)	 彭文星 (8/28)	 李宇豪 (8/10)	 張淑卿 (8/2)	 楊勝傑 (8/11)	 林捷茹 (8/19)	 彭郁儒	詹晏庭 (8/23)
	 	 林莛蓁 (8/10)	 萬螢螢 (8/22)	 李俊宏 (8/24)	 鄭鈺琪 (8/22)	 戴嘉雯 (8/5)	 liuchiayu(8/31)	 李怡臻 (8/9)	 楊弘達 (8/11)
	 	 古代牧羊犬吳六六 (8/15)	 李宇婷 (8/20)	 梁淑玲 (8/17)	 楊子乂 (8/26)	 楊和基 (8/26)	 朱虔儀 (8/26)	 周昆宜 (8/26)	 蔡欣霓 (8/27)
	 	 周雪容 (8/27)	 楊青峰 (8/27)	 陳坤源 (8/26)	 王映方 (8/26)	 楊昕霏 (8/27)	 陳佳雯 (8/29)	 趙名慧 (8/29)	 高紀芬	謝傢璘	謝傢政 (8/26)
	 	 林于恭	林于絹	林于敬	陳萮芯 (8/26)	 楊涵菇 (8/27)	 廖英智 (8/26)	 盧彥宏 (8/26)	 王思云 (8/26)	 黃昌川 (8/26)	 黃柏綱 (8/26)
	 	 陳立翰 (8/26)	 陳桂子 (8/26)	 溫承勳 (8/29)	 三寶弟子 (8/29)	 吳奕正 (8/27)	 龔金顧 (8/30)	 林文雄 (8/30)	 葉王愛 (8/30)
	 	 溫憲堂 (8/29)	 王崑柱 (8/30)	 劉慧玲 (8/30)	 侯宗熙 (8/30)	 林冠亨 (8/30)	 周金德 (8/30)	 連健淳 (8/31)	 黎高興 (8/31)	 梁儀萱 (8/31)
	 	 王璿瑋 (8/31)	 李萬得	吳文鈞 (8/31)	 楊瓊雅 (8/31)	 曾傳明 (8/31)	 劉芳菱 (8/31)	 余毓敏 (8/31)	 郭輝陽 (8/31)	 郭石坤 (8/31)
	 	 連健佑 (8/31)	 張家華 (8/31)	 夏雲霞 (8/31)	 郭秀梅 (8/31)	 劉千綾 (8/31)	 柯帛辰 (8/31)	 余謝輝 (8/31)
	 450	 陳俞臻 (8/15)	 張力文 (8/15)	 張文承 (8/15)	 翁靜瑩 (8/29)	 玥陞財富投資有限公司 (8/4)
	 420	 林詠歆 (8/7)
	 416	 高宥縈 (8/15)
	 400	 黃麗燕 (8/2)	 劉振貴	孫月桃	劉家穎	劉睿豐 (8/2)	 張維真 (8/2)	 楊世民	楊承翰	楊采于	鄭夙玲 (8/2)	 紀龍年 (8/1)
	 	 無名氏 (8/6)	 紀佩汾 (8/1)	 紀良育 (8/1)	 潘樹凰 (8/1)	 戴智子	林瑞哲 (8/2)	 蔡濬修 (8/2)	 李子安	李健治 (8/3)
	 	 吳承徽 (8/15)	 林鈺玶 (8/15)	 許敬忠 (8/15)	 吳品樺 (8/15)	 周曉藝 (8/15)	 林隆豐 (8/5)	 林昌緯 (8/5)	 陳秀祝 (8/5)	 范菁瀅 (8/11)
	 	 彭四妹 (8/11)	 廖士忠 (8/11)	 廖宗瑋 (8/11)	 顧啟輝 (8/6)	 劉龍珠 (8/6)	 翁玉靜 (8/6)	 林思彤 (8/5)	 林思佳 (8/5)	 廖如雯 (8/11)
	 	 范德雄 (8/11)	 翁進添 (8/6)	 翁玉樺 (8/6)	 周玉雲 (8/9)	 呂欣佩 (8/9)	 江美春 (8/11)	 蕭淑薇 (8/20)	 林怡君 (8/16)	 張國鐘 (8/22)
	 	 黃俊盛 (8/24)	 王瑜 (8/24)	 林宸漢 (8/16)	 鄧學梅	林瑄珮	周塏庭	周麟瑋 (8/17)	 林世昌 (8/16)	 林品亦 (8/16)	 洪榆晴 (8/19)
	 	 李美紅 (8/20)	 全聯中山松江店 (8/31)	 鐘玉娟 (8/23)	 OKGO捐款 (8/7)	 OKGO捐款 (8/20)	 蔡濬修 (8/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	 黃遠至 (8/31)	 楊秀珍 (8/30)	 鐘淵聖 (8/24)	 鐘淵聖 (8/21)	 鐘淵聖 (8/19)
	 	 蔡昕璇蔡岳軒 (8/3)	 余小晃 (8/23)	 徐紹烜 (8/31)	 劉姿榛 (8/31)	 陳瑞宗 (8/29)
	 399	 陳明和 (8/20)
	 392	 李永棟 (8/15)
	 380	 高天輝 (8/1)
	 379	 高于凱 (8/1)	 黃檍璿 (8/1)	 金龍餐廳 (8/1)	 高瑜君 (8/1)
	 370	 夏莉淇 (8/1)	 林宥竹 (8/8)
	 369	 施育憲 (8/9)
	 360	 翁晧原 (8/15)	 陳秀琳 (8/18)
	 350	 楊美棻 (8/2)	 陳俞瑾 (8/2)	 陳奕霏 (8/2)	 溫惠燕 (8/2)	 陳玨瑞 (8/2)	 林宸如 (8/15)	 無名氏 (8/12)
	 333	 春水笈溫泉湯屋 (8/25)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8/24)
	 330	 吳金治 (8/7)
	 315	 游秋敏 (8/1)
	 300	 蔡睿璟 (8/2)	 陳又菱 (8/2)	 孫旻穗 (8/2)	 趙俞芳 (8/2)	 謝禾軒 (8/2)	 施宥歆 (8/2)	 陳世欽 (8/2)	 劉知言 (8/2)	 無名氏 (8/2)
	 	 陳怡如 (8/2)	 蕭羽珊	蕭偉倫 (8/1)	 黃梓晴 (8/4)	 黃楷傑 (8/4)	 郭芳伶 (8/4)	 黃章溢 (8/4)	 賴貞羽 (8/3)	 兒童癌症 (8/4)
	 	 曾楷斌 (8/8)	 曾楷婷 (8/8)	 李垣蓁 (8/8)	 古文進 (8/10)	 王重明 (8/10)	 鍾家貽 (8/10)	 温灝騰 (8/10)	 張可妡 (8/10)	 詹鳳美 (8/10)
	 	 王怡婷 (8/10)	 王如婷 (8/10)	 黃冠哲 (8/10)	 吳華銳 (8/10)	 胡嘉俊 (8/10)	 陳美雪 (8/1)	 林兹榮 (8/1)	 陳源榮 (8/1)	 陳聖鑫 (8/1)
	 	 林立軒 (8/1)	 林鈺庭 (8/1)	 林重佑 (8/1)	 林彥廷 (8/1)	 卓彥甄	卓奕群 (8/1)	 善心人士 (8/1)	 袁三梅 (8/1)	 侯秉科 (8/2)
	 	 呂姿慧 (8/2)	 陳志松 (8/2)	 陳秀琴 (8/11)	 張騰元 (8/2)	 王巒騰 (8/15)	 無名氏 (8/15)	 柯文茜 (8/15)	 莊玉玲 (8/3)	 李怡婷 (8/15)
	 	 廖惠萱 (8/15)	 無名氏 (8/15)	 陳美華 (8/15)	 柯玉如 (8/15)	 唐筱雯 (8/15)	 章玲琪 (8/15)	 簡翎格 (8/3)	 楊惠婷 (8/3)	 方龍偉 (8/15)

	 	 呂坤城	呂佩玲	楊瑤玲 (8/3)	 方子瑜 (8/15)	 方馨榆 (8/15)	 郭又菁 (8/15)	 王端勇 (8/15)	 菰玉雲 (8/15)	 周定澤 (8/15)	 梁斐伊 (8/15)
	 	 陳佳君 (8/15)	 張庭甄 (8/15)	 林廷熹 (8/15)	 許皎慧 (8/15)	 何撒拉 (8/15)	 無名氏 (8/15)	 張世墩 (8/15)	 何家賢 (8/15)	 何恩 (8/15)
	 	 何戎 (8/15)	 陳洪美珍 (8/15)	 董芝妤 (8/15)	 蕭伊夆 (8/15)	 李淑雯 (8/15)	 金煜恩	(8/15)	 黃秀姬 (8/15)	 黃世昌 (8/15)
	 	 周芃萱 (8/15)	 黃羿惠 (8/15)	 朱亭語 (8/15)	 鄭淑蕙 (8/15)	 劉子瑄 (8/15)	 黃譯葶 (8/15)	 劉冠伶 (8/15)	 曾怡欣 (8/15)	 安後得 (8/15)
	 	 陳偉俊 (8/15)	 陳沛歆 (8/15)	 陳姿文 (8/15)	 賴品妍 (8/15)	 無名氏 (8/15)	 許盈盈 (8/15)	 王之承 (8/15)	 無名氏 (8/15)	 陳云媗 (8/15)
	 	 謝靜芬 (8/15)	 無名氏 (8/15)	 林恆宇 (8/15)	 黃綉雯 (8/15)	 李佳潔 (8/15)	 張偉哲 (8/15)	 無名氏 (8/15)	 顏文華 (8/15)	 歐陽雅鈴 (8/15)
	 	 黃裕家 (8/15)	 陳宏銘 (8/15)	 李素敏 (8/3)	 唐文斌 (8/3)	 韓錫民 (8/3)	 林麗琴 (8/4)	 梁傢鳳 (8/4)	 杜峻樑 (8/4)	 江宓怡 (8/4)
	 	 陳慧菁 (8/4)	 何彥勳 (8/4)	 吳玲芳 (8/5)	 鄒鴻政 (8/5)	 鄒佾恩 (8/5)	 羅紋慈 (8/5)	 楊承翰 (8/5)	 曲妤庭 (8/5)	 孫益僑 (8/5)
	 	 陳宏慈 (8/5)	 陳顏腰 (8/8)	 蕭信良 (8/8)	 姜麗幸 (8/18)	 徐婕麗 (8/18)	 徐子晴 (8/18)	 徐丞皜 (8/18)	 王春桃 (8/18)	 張弘毅 (8/18)
	 	 余昌勳 (8/18)	 吳基全 (8/18)	 林謙佑 (8/18)	 李緯吟 (8/18)	 温誌群 (8/18)	 郭美英 (8/18)	 鄭宥熏 (8/18)	 鄭雅文 (8/18)	 簡麗鳳 (8/18)
	 	 鄭琇霞 (8/18)	 曾敏瑄 (8/18)	 倪惠軒 (8/8)	 陳保林 (8/8)	 俞雲 (8/8)	 周科宏 (8/17)	 廖美華 (8/17)	 邱于庭 (8/9)	 蘇桂滿 (8/9)
	 	 莊 BABY(8/9)	 吳永舒 (8/9)	 簡石庚 (8/20)	 馬星妤 (8/20)	 林淑華 (8/20)	 李佳澐 (8/10)	 李淯紘 (8/10)	 張家華	張家甄	張家郡 (8/11)
	 	 莊芮忻 (8/11)	 蕭長沛 (8/11)	 施阿淑 (8/11)	 林驛庭 (8/23)	 林驛軒 (8/23)	 李淯安 (8/10)	 蕭仲庭 (8/20)	 蕭仲庭 (8/20)	 李瑋宸 (8/10)
	 	 李鎮福 (8/10)	 劉燕萍 (8/11)	 柯文朱 (8/20)	 蕭靖澂 (8/20)	 馮惠娩 (8/20)	 李佩儒 (8/10)	 連倚瀅 (8/10)	 李鎮福 (8/10)	 馬萬青 (8/20)
	 	 顏秀芬 (8/20)	 陳柏蓉 (8/20)	 楊祺生 (8/20)	 楊采婕 (8/20)	 楊莞筠 (8/20)	 許家逢 (8/20)	 許詠程 (8/20)	 曾玉雯 (8/20)	 梁聖亞 (8/20)
	 	 宋肇文	宋肇恩 (8/11)	 陳芝蓮	陳敬文 (8/12)	 劉乙萱 (8/12)	 吳宥甄 (8/12)	 高育筑 (8/12)	 郭芳君 (8/24)	 陳麗淑 (8/12)
	 	 溫俊賢 (8/15)	 謝政倫 (8/15)	 林志南 (8/22)	 楊舒媛 (8/22)	 徐振唐 (8/22)	 徐崇凱 (8/22)	 周忠富 (8/22)	 周椿騰 (8/22)	 黃建達 (8/25)
	 	 陳慧頤 (8/22)	 邱美雪 (8/22)	 謝丞皓 (8/22)	 林燦宇 (8/22)	 黎秀妍 (8/22)	 王婷柔 (8/22)	 吳慧美 (8/22)	 劉家潔 (8/22)	 吳亮吟 (8/24)
	 	 鄭玉琦 (8/24)	 林順 (8/24)	 陳良演 (8/24)	 李先居 (8/24)	 尤雅玲 (8/24)	 鄭惟庭 (8/24)	 劉莉莉 (8/24)	 郭奕瓊	宋沛帆 (8/24)
	 	 楊信桂 (8/24)	 施淑芬 (8/24)	 黃芃甄 (8/24)	 李澤翔 (8/24)	 李美玉 (8/24)	 余秉芮 (8/24)	 葉春美 (8/24)	 劉和綸 (8/24)	 吳麗芬 (8/23)
	 	 閻秋燕 (8/16)	 張子宸 (8/16)	 鐘月香 (8/17)	 林奕妘 (8/17)	 徐玥禛 (8/17)	 王秀禎 (8/17)	 林泓志	陳宛玲	林晨宇 (8/17)	 陳輝 (8/17)
	 	 蕭建華 (8/17)	 陳萬益 (8/17)	 劉知言 (8/29)	 王毓昶 (8/18)	 黃于菁 (8/27)	 高靖傑 (8/25)	 林蘇秋蘭 (8/19)	 林柏清 (8/19)
	 	 葉軒甫	葉晏廷 (8/19)	 張宏裕 (8/20)	 葉昱婷 (8/19)	 張喬茵 (8/31)	 林思妤 (8/22)	 曲幼蓁 (8/23)	 羅鄭旭芳 (8/23)
	 	 蔡惠娟	張慶龍	蔡雷美月 (8/23)	善心人士 (8/25)	 崔立潔 (8/31)	 鄭淇庭 (8/31)	 陳萱倚 (8/31)	 陳柏融 (8/31)	 吳政翰 (8/31)
	 	 曾碧姿 (8/31)	 黃珮雯 (8/31)	 翁書傑 (8/31)	 黃欽祥 (8/22)	 吳沛璇 (8/22)	 郭江月娥 (8/31)	周毓滿 (8/22)	 OKGO捐款 (8/21)
	 	 OKGO捐款 (8/15)	 吳珮綺 (8/25)	 石育丞 (8/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8)	 黃佳莉 (8/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2)	 陳名祿 (8/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1)	 善心人士 (8/9)	 楊政彬 (8/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6)	 沈宗訓 (8/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5)	 林呈祐 (8/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3)	 趙台蘭 (8/31)	 林昶安 (8/31)	 邱紫茵 (8/30)	 孫上恩 (8/27)	 虞嘉慧 (8/27)	 彭鴻文 (8/27)	 鐘淵聖 (8/26)
	 	 yumi(8/26)	 許凱婷 (8/26)	 邱耀賢 (8/26)	 楊芷綺 (8/25)	 莊華玲 (8/24)	 張火炎 (8/24)	 紀水賓 (8/24)	 石崇正 (8/23)	 黃淑芳 (8/22)
	 	 萬忞姍 (8/21)	 周佳瑩 (8/21)	 曾彩雲 (8/20)	 我愛鹿港小鎮 (8/20)	 南平媽媽 (8/9)	 留清俊 (8/17)	 叫團購溪湖門市 (8/17)
	 	 黃晉頤 (8/16)	 孔秉騏 (8/15)	 康沛葱 (8/15)	 江麗慧 (8/15)	 凃國欽 (8/15)	 徐孟葳 (8/14)	 楊麗婷 (8/13)	 王李文馨 (8/13)
	 	 王天龍 (8/13)	 陳佳隆 (8/12)	 善心人士 (8/12)	 郭小姐 (8/11)	 胡潔欣 (8/11)	 沈怡萱 (8/11)	 高博文 (8/11)	 陳科羽 (8/10)
	 	 柯文通 (8/10)	 陳品蓉 (8/18)	 沈忠祈 (8/8)	 吳宛芮 (8/7)	 鐘淵聖 (8/6)	 吳美儀 (8/6)	 戴靖庭 (8/6)	 罗桂媚 (8/18)	 吳明忠 (8/6)
	 	 陳謂明 (8/5)	 陳宣文 (8/5)	 石婉柔 (8/5)	 王婉玲 (8/4)	 陳旻暄 (8/4)	 劉泰宏 (8/4)	 陳美麗 (8/4)	 林汶雀 (8/3)	 家緯 (8/3)
	 	 劉庭瑋 (8/3)	 王思蘋 (8/3)	 彭秀珠 (8/3)	 黃俊瑋 (8/2)	 吳紹賢 (8/1)	 莊金珠 (8/1)	 王瑋霖 (8/1)	 林育承 (8/4)	 廖英捷 (8/1)
	 	 許秉洋 (8/13)	 吳崇之 (8/31)	 吳崇之 (8/1)	 陳姵雯 (8/5)	 張雅菊 (8/1)	 蕭吉利 (8/5)	 劉頤婷 (8/2)	 林吟潔 (8/23)	 洪建富 (8/15)
	 	 蔡佳峻 (8/10)	 林廖秀珠 (8/22)	 劉桂娟 (8/31)	 廖建智 (8/20)	 詹楊雀 (8/14)	 李錫福 (8/21)	 林廖盆 (8/12)	 柯良玉 (8/1)
	 	 林昶安 (8/14)	 林祐呈 (8/8)	 蔡怡玲 (8/25)	 楊澔昕 (8/17)	 黃子珍 (8/22)	 鄭明峰 (8/8)	 朱耿炎 (8/8)	 趙國輝 (8/30)	 周虹鈴 (8/9)
	 	 何東昇 (8/12)	 周郁蕙 (8/23)	 沈裕政 (8/15)	 張詠勝 (8/23)	 吳玉珊 (8/27)	 吳緯宸 (8/31)	 李家越 (8/10)	 藍浩倫 (8/10)	 李俊葦 (8/24)
	 	 呂映慧 (8/1)	 許家榮 (8/14)	 妍凱企業社 (8/17)	 wen(8/6)	 ching	lee(8/2)	 陳俊凱 (8/3)	 王盈斌 (8/13)	 丁康婷 (8/10)
	 	 王順吉 (8/10)	 古嘉睿 (8/21)	 張益銓 (8/26)	 陳品涵 (8/29)	 施則亦 (8/14)	 吳靖苓 (8/23)	 陳和源 (8/26)	 鄭華文 (8/26)	 江宓怡 (8/26)
	 	 丁田欣 (8/26)	 藍玉霞 (8/26)	 周佳樺 (8/29)	 劉彥琳 (8/26)	 林宛靜 (8/29)	 蔡明宏 (8/29)	 林素美 (8/30)	 簡小雯 (8/30)	 簡琬融 (8/29)
	 	 劉月鳳 (8/29)	 邱鋒俊 (8/30)	 高偉翔 (8/31)	 黃義宏 (8/31)	 陳聖鑫 (8/31)	 陳源榮 (8/31)	 林麗琴 (8/31)	 蔡鋌鏵 (8/31)	 邱健桓 (8/31)
	 	 許淑芬 (8/31)
	 268	 茶奶奶 (8/25)
	 258	 葉峻豪 (8/15)	 林淑貞 (8/18)	 張良玉 (8/23)
	 25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8)
	 250	 楊嬿鈴 (8/10)	 陳隆佑 (8/2)	 李美杏 (8/2)	 蔡宗旻 (8/15)	 蔡妍儀 (8/15)	 王孝瑀 (8/3)	 黃品恩 (8/15)	 黃品頤 (8/15)	 黃奕勤 (8/15)
	 	 無名氏 (8/15)	 陳怡臻 (8/15)	 陳盈君 (8/4)	 陳嘉樂 (8/4)	 涂良憲 (8/4)	 陳慶鴻 (8/4)	 無名氏 (8/12)	 郭睿緁 (8/17)	 蔡錫坤 (8/8)
	 	 林金玲 (8/8)	 林家歆 (8/8)	 郭書鎰 (8/17)	 呂浩維 (8/18)	 張美蘭 (8/8)	 鄭維雄 (8/9)	 李玉如 (8/10)	 林宸安 (8/10)	 林劭安 (8/10)
	 	 林宗漢 (8/10)	 陳韋翰 (8/15)	 林敬傑 (8/22)	 李豐昌 (8/24)	 王泠樺 (8/24)	 林桃 (8/23)	 陳榮助 (8/23)	 郭家碧 (8/23)	 李詞梅 (8/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4)	 吳柏毅 (8/28)	 劉昱伶 (8/25)	 王雲瑄 (8/24)	 賴彥鈞 (8/22)	 鄭清岳 (8/13)	 鄧琬卉 ( 慈恩 )(8/5)
	 	 葉書誠 (8/2)	 蔡瑋真 (8/12)	 謝昆儒 (8/27)
	 232	 無名氏 (8/3)
	 222	 蘇文芊 (8/18)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8/24)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8/24)
	 220	 蔡喻瓊 (8/4)	 蔡喻瓊 (8/31)
	 213	 戚鼎榮 (8/4)
	 210	 李妤軒 (8/25)
	 200	 吳慧燕 (8/2)	 何榮賜 (8/2)	 陳沛涔 (8/2)	 李淑玲 (8/2)	 張靜智 (8/2)	 許雅華 (8/2)	 蔡宜秀 (8/2)	 郭莉庭 (8/2)	 鄧宇皓 (8/2)
	 	 鄧宇軒 (8/2)	 無名氏 (8/2)	 無名氏 (8/2)	 盧亮妤 (8/1)	 方羚 (8/1)	 方美淑 (8/1)	 溫雅茹 (8/5)	 黃語蓁 (8/4)	 林昇諒 (8/4)
	 	 林宥廷 (8/4)	 林煌期 (8/4)	 黃竑霖	(8/3)	 黃煒翔	(8/3)	 黃莉婷	(8/3)	 徐珮琪	(8/3)	 黃鈺鈞 (8/3)	 黃俊瑋 (8/3)	 林秀蓮 (8/1)
	 	 幫助低收入者 (8/5)	 林奕安 (8/4)	 藍文佳 (8/4)	 善心人士 (8/4)	 皮亦麟 (8/9)	 施玉玲 (8/9)	 無名氏 (8/7)	 莊彗真 (8/6)
	 	 無名氏 (8/6)	 蔡卓錚 (8/10)	 卓浩瑋 (8/10)	 陳秀限 (8/10)	 阮筱蓉 (8/10)	 蔡鎮謙 (8/10)	 林昇諒 (8/10)	 林宥廷 (8/10)	 許慧萍 (8/11)
	 	 無名氏 (8/11)	 陳品蓁 (8/10)	 許羽檸 (8/9)	 林煌期 (8/10)	 薛陳問 (8/1)	 薛文旭 (8/1)	 薛銘宇 (8/1)	 林鄭金盆 (8/1)	 李語璇 (8/1)
	 	 黃銓祥 (8/1)	 許志瑋	吳亭儀 (8/1)	 林中仁 (8/1)	 陳品伃 (8/1)	 吳育耆 (8/1)	 吳育儒 (8/1)	 薛銘杰 (8/1)	 李品妤 (8/1)
	 	 林貽仁 (8/1)	 吳承軒 (8/1)	 吳佳瑼 (8/1)	 高琦龍 (8/1)	 李文忠	邱蕙萍 (8/1)	 李羿萱	李柏翰 (8/1)	 黃博榮 (8/1)
	 	 胡天旗 (8/1)	 楊佳鳳 (8/1)	 林家萱 (8/1)	 韓有綱 (8/1)	 楊關安 (8/1)	 陳侑辰 (8/2)	 陳裕承 (8/2)	 黃郁心 (8/2)	 施美慧 (8/12)
	 	 林德勝 (8/8)	 賴秀禎 (8/15)	 莊宜璇 (8/15)	 陳宥伊 (8/15)	 謝佳蓉 (8/15)	 陳彥宇 (8/2)	 陳牧楷 (8/2)	 許智雅 (8/2)	 周葦綺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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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8/01~2022/08/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8/01~2022/08/31

	 	 輯門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8/2)	 蕭語喬 (8/2)	 楊蕙瑀 (8/15)	 無名氏 (8/15)	 魏秀芬 (8/4)	 魏秀玲 (8/4)	 林靜美 (8/4)
	 	 陳威霖 (8/15)	 吳柏燁 (8/15)	 楊晏萍 (8/15)	 傅馨怡 (8/15)	 詹唐威 (8/15)	 陳羽潔 (8/15)	 無名氏 (8/15)	 何遂裕 (8/15)	 陳右珊 (8/15)
	 	 許小薇 (8/15)	 江冠勛 (8/3)	 林守民 (8/3)	 林其莉 (8/3)	 蔡秀琴 (8/3)	 江科論 (8/3)	 林仁森 (8/3)	 林其煜 (8/3)	 陳永慶 (8/3)
	 	 許智傑 (8/3)	 郭嘉欣 (8/15)	 江雨珊	陳舒婷 (8/15)	 連少紋 (8/15)	 洪油山 (8/15)	 無名氏 (8/15)	 沈紋如 (8/15)	 無名氏 (8/15)
	 	 萬美媛 (8/15)	 賴姵璇 (8/15)	 陳芊羽 (8/15)	 濮亞莉 (8/15)	 黃馨誼 (8/15)	 黃建豪 (8/15)	 無名氏 (8/15)	 邱慧娟 (8/15)	 李雅微 (8/15)
	 	 馮琪茵 (8/15)	 蔡佳芳 (8/15)	 許允霏 (8/15)	 陳雪愉 (8/15)	 傅丹謙 (8/15)	 高瑞霞 (8/15)	 林佩潔 (8/15)	 邱玉萍 (8/15)	 蔡丞勛 (8/15)
	 	 郭金玉 (8/15)	 彭伊筠 (8/15)	 鍾昕舫	鍾旻格 (8/15)	 柯秀娟 (8/15)	 黃重輝 (8/15)	 無名氏 (8/15)	 蘇宥楨 (8/15)	 莊雅淇 (8/15)
	 	 陳美碧 (8/15)	 顏守駿 (8/15)	 李湘蓉 (8/15)	 張國榮 (8/15)	 陳育澍 (8/15)	 林蕙君 (8/15)	 吳沛穎 (8/15)	 張心雅 (8/15)	 李靜怡 (8/15)
	 	 陳于毅 (8/15)	 陳彥儒 (8/15)	 邱榆鈞 (8/15)	 侯施帆 (8/15)	 吳睿澤 (8/15)	 林美伶 (8/15)	 陳祥茗 (8/15)	 劉桂苓 (8/15)	 許慈玲 (8/15)
	 	 洪子翔 (8/15)	 顏名妤 (8/15)	 黃淑鈴 (8/15)	 李伊琁 (8/15)	 潘美鳳 (8/15)	 陳慶龍 (8/15)	 黃貞寶 (8/15)	 張書瑜 (8/15)	 吳敬揚 (8/15)
	 	 陳乙晴 (8/15)	 高睿晨 (8/15)	 陳怡安 (8/15)	 孫錦堂	黃鈺婷	邱奕祺 (8/15)	 邱伊辰 (8/15)	 邱聖翔 (8/15)	 鄭雅玫 (8/15)	 陳新妮 (8/15)
	 	 黃鈺婷	邱伊辰	邱聖翔	邱奕祺	孫錦堂 (8/15)	 劉俞君 (8/15)	 劉彥程 (8/15)	 張家鳳 (8/15)	 王姿文 (8/15)	 王怡瑾 (8/15)	 蔡淑茹 (8/15)
	 	 陳彥州 (8/15)	 陳彥霖 (8/15)	 黃漢武 (8/15)	 徐梓洋 (8/15)	 黃慧瑜 (8/15)	 呂西村 (8/15)	 楊秀昱 (8/15)	 無名氏 (8/15)	 無名氏 (8/15)
	 	 李一玄 (8/15)	 賴怡璇 (8/15)	 邵郁婷 (8/15)	 簡宏峻 (8/15)	 呂宥澄 (8/15)	 林泓毅 (8/15)	 曲淑君 (8/3)	 林祐萱 (8/4)	 陳俊豪 (8/4)
	 	 呂嬋娟 (8/4)	 林慧芬 (8/4)	 無名氏 (8/4)	 劉理甄和媽媽 (8/5)	 劉鋐畯和爸爸 (8/5)	 杜妍品 (8/5)	 許民瑄 (8/5)
	 	 廖韋綸 (8/5)	 陳一誠 (8/5)	 蔡淑評 (8/14)	 馬靖蘭 (8/13)	 黃楨琇 (8/6)	 林哲勤 (8/6)	 善心人士 (8/6)	 顧維恩 (8/6)	 曲大中 (8/5)
	 	 李皓仟	小朋友 (8/5)	 曲許秋引 (8/5)	 許丰蘅 (8/5)	 劉貞伶 (8/5)	 江阿寶 (8/5)	 林倩儀 (8/6)	 王湘涵 (8/8)	 張智泓 (8/8)
	 	 陳柔安 (8/8)	 顧家維 (8/6)	 簡建忠	楊素蘭 (8/8)	 劉陳美秀 (8/17)	 曾汶樺 (8/17)	 莊雅然 (8/17)	 劉奕君 (8/17)
	 	 蔡清雲 (8/17)	 彭國豈 (8/17)	 王美英 (8/17)	 陳吳雪麗 (8/17)	 林順意 (8/6)	 謝耕維 (8/17)	 曾俊冠 (8/18)	 謝昀諺 (8/18)
	 	 蕭少宏 (8/18)	 湯湘華 (8/18)	 欒芊寶 (8/18)	 徐秋如 (8/18)	 賴靜瑜	林志南 (8/18)	 林翰呈 (8/18)	 黃聯秋 (8/17)	 黃文玲 (8/17)
	 	 林爰均 (8/17)	 張有朋 (8/8)	 顏民恩 (8/8)	 劉秋敏 (8/17)	 潘怡君 (8/17)	 王姵雯 (8/17)	 劉欣嘉 (8/17)	 劉若祺 (8/17)	 楊渝亭 (8/17)
	 	 楊芳霖 (8/17)	 劉佳雯 (8/17)	 賴佳鈴 (8/17)	 施佩怡 (8/17)	 郭倍甄 (8/17)	 謝綺瑋 (8/17)	 謝育青 (8/17)	 洪麗敏 (8/17)	 吳翠玲 (8/17)
	 	 洪淑雲 (8/17)	 許靜怡 (8/17)	 曾紀孜 (8/9)	 黃璿霖 (8/9)	 方琮彬 (8/9)	 張晏寧 (8/9)	 林亮均 (8/9)	 張佳慈 (8/9)	 方包 (8/9)
	 	 葉安琦 (8/9)	 曾玟陵 (8/9)	 洪敏創 (8/17)	 陳惠貞 (8/17)	 高亞慧 (8/17)	 陳子祥 (8/9)	 陳靜美 (8/9)	 張錦周 (8/17)	 梁玉芳 (8/17)
	 	 施舜鈜 (8/17)	 楊翔因 (8/17)	 楊以岑 (8/17)	 高月霞 (8/9)	 楊詠竣 (8/17)	 林亮宇 (8/9)	 巫碧珠 (8/9)	 吳葉 (8/9)	 葉楚涵 (8/9)
	 	 洪千雯 (8/9)	 廖千慧 (8/9)	 陳柏憲 (8/9)	 林浩正 (8/9)	 洪素珠 (8/9)	 李詩芸 (8/16)	 林美惠 (8/10)	 吳宇君 (8/10)	 李育昇 (8/10)
	 	 侯志賢 (8/10)	 侯冠佑 (8/10)	 侯宜彤 (8/10)	 鄭翊瑄 (8/10)	 鄭竹均 (8/10)	 賴彥君 (8/10)	 蔡宣羽 (8/10)	 蕭木榮 (8/10)	 蕭博豪 (8/10)
	 	 蕭凱駿 (8/10)	 蕭睿廷 (8/10)	 蕭睿辰 (8/10)	 李明郎 (8/10)	 李育昌 (8/10)	 利聖輝 (8/20)	 蔡啟聰 (8/20)	 陳得君 (8/10)	 徐雅莉 (8/10)
	 	 蔡玉慧 (8/10)	 蕭毓玲 (8/10)	 賴佩怡 (8/11)	 陳紀諳 (8/11)	 鄭佳祥 (8/10)	 賴琮棋 (8/10)	 賴佩君 (8/11)	 吳佩紋 (8/11)	 吳俊杰 (8/20)
	 	 賴佩佳 (8/11)	 無名氏 (8/20)	 葉國麟 (8/10)	 黃宏焜 (8/10)	 郭孟君 (8/20)	 郭孟真 (8/20)	 蔡永晟 (8/20)	 林燕 (8/20)	 黃楷元 (8/20)
	 	 王郁芬 (8/20)	 張聖明 (8/20)	 許芊莎 (8/20)	 曾云柔 (8/20)	 洪宥稜 (8/20)	 張少宏 (8/20)	 林玉茹 (8/20)	 郭長盛 (8/20)	 陳美蓮 (8/20)
	 	 賴佑承 (8/11)	 陳昱澍 (8/11)	 姚永地 (8/12)	 許淵宏 (8/20)	 陳宥程 (8/20)	 涂英惠 (8/20)	 張凱崴 (8/20)	 侯燕昭 (8/20)	 侯品菁 (8/20)
	 	 林瓊紅 (8/20)	 林錦坤 (8/11)	 林佑聰 (8/12)	 林韋彤 (8/12)	 林宛靜 (8/12)	 梁菽茹 (8/12)	 王湘涵 (8/12)	 吳明璋 (8/12)	 簡靖晏 (8/12)
	 	 林恩宇 (8/12)	 周佳樺 (8/12)	 陳治國 (8/15)	 楊輅帆 (8/15)	 宋回祐 (8/15)	 許峯瑞 (8/22)	 邱淑菡 (8/22)	 林莉莎 (8/22)	 周宇祥 (8/22)
	 	 黃建樺	蕭愛務 (8/22)	 王蓁儀 (8/22)	 李美瑤 (8/22)	 陳台彬 (8/22)	 唐美雲 (8/22)	 廖羿囷 (8/22)	 周芷菥 (8/22)	 周如婉 (8/22)
	 	 彭小珍 (8/13)	 徐瑄毅 (8/24)	 賴伊屏 (8/22)	 周雅鈴 (8/22)	 周琴鶯 (8/22)	 簡靖晏 (8/13)	 周俐妘 (8/24)	 游明祥 (8/24)	 江怡慧 (8/24)
	 	 吳雅惠 (8/24)	 田麗霞 (8/24)	 郭奕瓊	宋沛帆 (8/24)	 陳玉真 (8/24)	 洪啟倫 (8/24)	 郭芊筠 (8/24)	 閻秋月 (8/16)	 鄧后瑜 (8/16)
	 	 葉韋廷 (8/16)	 葉韋豪 (8/16)	 江世豪 (8/15)	 陳靖傑 (8/16)	 紀宥任 (8/17)	 紀泓維 (8/17)	 陳國偉 (8/17)	 陳順茂 (8/17)	 陳柯秀美 (8/17)
	 	 葉哲宏 (8/16)	 蘇美珍 (8/17)	 陳禹穎 (8/17)	 陳玟晴 (8/17)	 周秀蓁 (8/17)	 呂嘉益 (8/17)	 廖柏豪 (8/17)	 邱麗香 (8/16)	 候沛玲 (8/17)
	 	 程芳芝 (8/18)	 林祐進 (8/18)	 鄧澤霖 (8/16)	 廖書弘 (8/17)	 李炘諺 (8/17)	 張瑜軒 (8/18)	 游玉綺 (8/18)	 林佑聰 (8/19)	 陳英美 (8/19)
	 	 陳俊宏 (8/22)	 陳建洲 (8/22)	 陳崴煬 (8/22)	 鄭淑貞 (8/22)	 林恩宇 (8/19)	 林韋彤 (8/19)	 覃嘉翠 (8/19)	 周佳樺 (8/19)	 許秀蘭 (8/19)
	 	 王盈斌 (8/19)	 林宛靜 (8/19)	 蔣哲豪 (8/19)	 史濟能 (8/31)	 蔡向懿 (8/31)	 陳建洲 (8/22)	 陳禹豪 (8/22)	 陳威誌 (8/22)	 陳麗文 (8/22)
	 	 蔡佩蓁 (8/22)	 林晉維 (8/22)	 林玟廷 (8/22)	 洪佩珊 (8/31)	 許鴻斌	詹佳慧	許人尹 (8/22)	 林玟圻 (8/22)	 陳婉玲 (8/31)	 林柏辰 (8/31)
	 	 高雄市青山國小六年二班 (8/31)	 賴瑞蓮 (8/31)	 全聯中山松江店 (8/31)	 邊田庄餐廳 (8/31)	 董姝杏 (8/31)
	 	 吳素赺 (8/22)	 黃美媛 (8/31)	 劉杏枝 (8/31)	 卜建威 (8/31)	 張嘉霖 (8/31)	 黃淳意 (8/31)	 劉佩儒 (8/31)	 李盈庭 (8/31)	 李淑煖 (8/31)
	 	 劉玉華 (8/22)	 春水笈溫泉湯屋 (8/31)	 林文一 (8/22)	 林晉豪 (8/22)	 李沛容 (8/22)	 徐子媖 (8/31)	 善心人士 (8/31)
	 	 呂明秀 (8/23)	 鄭珈圩 (8/31)	 林彥丞 (8/25)	 王湘涵 (8/25)	 OKGO捐款 (8/23)	 OKGO捐款 (8/26)	 劉芳妤 (8/31)
	 	 OKGO捐款 (8/27)	 OKGO捐款 (8/29)	 OKGO捐款 (8/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31)	 潘正偉 (8/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30)	 柯力瑋 (8/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7)	 李昆原 (8/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4)	 蘇玉安 (8/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5)	 諶學儒 (8/28)	 王思蘋 (8/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3)	 王怡蘋 (8/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1)	 劉雅玲 (8/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2)	 王麗棋 (8/9)	 李妍蓁 (8/9)	 楊錦龍 (8/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7)	 葉政翰 (8/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7)	 潘俊偉 (8/8)	 陳心怡 (8/8)	 王怡蘋 (8/8)	 陳建卿 (8/8)	 陳素梅 (8/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6)	 陳宛宜 (8/20)	 陳宛宜 (8/12)	 黃宇榕 (8/12)	 陳金石 (8/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1)	 呂昀融 (8/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9)	 王明群 (8/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6)	 陳姿伶 (8/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	 辛玉雪 (8/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	 張庭議 (8/25)	 林幼婷 (8/24)	 梁儀儂 (8/24)	 鍾瀅緹 (8/24)	 林玥礽 (8/24)	 李宛錚 (8/23)	 張守勤 (8/23)
	 	 劉柏成謝宜君 (8/23)	 楊錦龍 (8/23)	 黃先生 (8/22)	 王怡蘋 (8/22)	 周建宏 (8/22)	 朱佳家 (8/22)	 潘正偉 (8/22)	 徐小姐 (8/21)
	 	 王冠棠 (8/21)	 楊秀珍 (8/21)	 賴品蓒 (8/20)	 連勇權 (8/20)	 善心人士 (8/19)	 賴小輝 (8/18)	 游正維 (8/10)	 李俊穆 (8/9)
	 	 侯勝智 (8/9)	 鐘淵聖 (8/9)	 鐘淵聖 (8/17)	 王美婷 (8/17)	 洪偉哲 (8/17)	 鐘淵聖 (8/16)	 楊之晴 (8/16)	 黃健 , 駱瑾儀 (8/15)
	 	 卓玉仁 (8/15)	 楊秀珍 (8/15)	 林冠名 (8/15)	 王怡蘋 (8/15)	 許立志 (8/15)	 莊先生 (8/14)	 蔡秋鳳 (8/14)	 黃先生 (8/13)	 羅彩萍 (8/13)
	 	 庄秀娟 (8/12)	 趙庭毅 (8/12)	 蔡羽彤 (8/12)	 游文慧 (8/12)	 楊錦龍 (8/12)	 虞嘉慧 (8/12)	 楊國慶 (8/11)	 盧奕兒 (8/11)	 許如娟 (8/11)
	 	 黃素梅 (8/11)	 洪仕芳 (8/10)	 黃治中 (8/10)	 我女 (8/10)	 劉鈞肇 (8/10)	 呂淼婷 (8/10)	 羅洪阿月 (8/27)	 潘韋龍 (8/7)
	 	 kerry(8/7)	 楊秀珍 (8/7)	 林隴助 (8/7)	 鐘淵聖 (8/7)	 陳淑婉 (8/6)	 善心人士 (8/6)	 何志遠 (8/31)	 何志遠 (8/30)	 何志遠 (8/29)
	 	 林雅娟 (8/1)	 林宥芯 (8/7)	 洪美雲 (8/22)	 蕭亦呈 (8/13)	 嚴永坤 (8/6)	 邱怡芝 (8/6)	 李承憲 (8/6)	 鐘淵聖 (8/5)	 鐘淵聖 (8/4)
	 	 洪建華 (8/4)	 黃宇伶 (8/4)	 周雅鳳 (8/4)	 陳威志 (8/4)	 王怡蘋 (8/3)	 鄭美華 (8/3)	 林鈺皓 (8/3)	 陳義允 (8/3)	 鐘淵聖 (8/2)

	 	 善心人士 (8/2)	 楊秀珍 (8/1)	 林孟嫺 (8/1)	 楊博宇 (8/1)	 vanessa(8/1)	 楊錦龍 (8/1)	 KATE(8/1)	 廖英捷 (8/23)	 何志遠 (8/28)
	 	 張志榮 (8/7)	 蔡君琳 (8/12)	 何志遠 (8/27)	 曾家鴻 (8/4)	 何志遠 (8/26)	 何志遠 (8/25)	 何志遠 (8/24)	 何志遠 (8/23)	 何志遠 (8/22)
	 	 何志遠 (8/21)	 何志遠 (8/20)	 何志遠 (8/19)	 何志遠 (8/18)	 何志遠 (8/17)	 何志遠 (8/16)	 何志遠 (8/15)	 何志遠 (8/13)	 何志遠 (8/13)
	 	 何志遠 (8/12)	 何志遠 (8/11)	 何志遠 (8/10)	 何志遠 (8/9)	 何志遠 (8/8)	 何志遠 (8/7)	 何志遠 (8/6)	 何志遠 (8/5)	 何志遠 (8/4)
	 	 何志遠 (8/3)	 何志遠 (8/2)	 何志遠 (8/1)	 陳清發 (8/23)	 蔡琴 (8/23)	 蔡宛桐 (8/9)	 蔡佩庭 (8/9)	 林怡君 (8/11)	 胡鳳心 (8/8)
	 	 李宗欽 (8/2)	 林郁展 (8/2)	 林郁錦 (8/2)	 廖忠語 (8/2)	 林彩卿 (8/2)	 林瑞祺 (8/2)	 黃敏雯 (8/2)	 板橋福德宮 (8/23)
	 	 江峯全 (8/18)	 黃怡潔 (8/23)	 張雅雯 (8/23)	 曾政明 (8/25)	 林育民 (8/20)	 彰化鹿港奉天宮蘇府王爺 (8/2)	 顧宗祐 (8/3)	 朱啓銘 (8/27)
	 	 劉惠卿 (8/23)	 李昕潓 (8/15)	 余天白 (8/25)	 游佳諭 (8/6)	 陳旭佑 (8/22)	 陳昭仁 (8/8)	 力新冷氣清潔 (8/23)	 林姵汝 (8/19)
	 	 張慧珠 (8/24)	 盧俐璇 (8/25)	 闕淇宇 (8/8)	 謝蕎安 (8/13)	 李安瑜 (8/25)	 劉柏賢 (8/13)	 倪振東 (8/14)	 李佩縈 (8/8)	 丁德廷 (8/17)
	 	 陳立泓 (8/20)	 林琇琪 (8/2)	 李品言 (8/9)	 黃培維 (8/23)	 陳方柔 (8/6)	 林秀怡 (8/25)	 伍韻容 (8/2)	 羅易崧 (8/3)	 姜凱勛 (8/8)
	 	 葉惠惠 (8/27)	 吳思葶 (8/2)	 邱建華 (8/1)	 曾渝鈞 (8/31)	 廖苡晴 (8/11)	 鄭林環 (8/10)	 林宜蓁 (8/9)	 林佳龍 (8/1)	 陳秋宏 (8/27)
	 	 莊博閔 (8/19)	 林欣怡 (8/16)	 葉姵君 (8/15)	 賴信孚 (8/22)	 吳水勇 (8/29)	 黎欣怡 (8/18)	 朱玟瑾 (8/16)	 fan(8/21)	 林陳助 (8/1)
	 	 陳偉玲 (8/28)	 邱秀玲 (8/28)	 黃志豪 (8/6)	 施嘉韋 (8/23)	 yuyingli(8/22)	 吳佩蓮 (8/26)	 黃呈豪 (8/26)	 黃禹碩 (8/26)	 林函怡 (8/26)
	 	 謝炎農	謝茹涵 (8/26)	 林俊廷	林文琳 (8/26)	 蘇勇豪 (8/26)	 呂雯玲 (8/26)	 蔡佳燕 (8/26)	 林日勇 (8/29)	 陳茂雄 (8/29)
	 	 林東達 (8/29)	 陳黃英華 (8/29)	 陳品妤 (8/29)	 蔡耀堂 (8/26)	 陳雅淑 (8/26)	 林佑聰 (8/29)	 林恩宇 (8/29)	 林韋彤 (8/29)
	 	 謝鈞翔	羅麗珠 (8/26)	 蔡佳憓 (8/26)	 連金輝	李阿葉 (8/29)	 林詹秀蘭 (8/29)	 王盈斌 (8/29)	 張冠瑩 (8/29)
	 	 梁永銘 (8/29)	 方世惠 (8/29)	 張瓈尹 (8/29)	 余尚恩 (8/29)	 李佳諭 (8/30)	 陳佩慈 (8/31)
	 180	 何美玲 (8/31)	 何美玲 (8/30)	 何美玲 (8/29)	 何美玲 (8/28)	 何美玲 (8/27)	 何美玲 (8/26)	 何美玲 (8/25)	 何美玲 (8/24)	 何美玲 (8/23)
	 	 何美玲 (8/22)	 何美玲 (8/21)	 何美玲 (8/20)	 何美玲 (8/19)	 何美玲 (8/18)	 何美玲 (8/17)	 何美玲 (8/16)	 何美玲 (8/15)	 何美玲 (8/14)
	 	 何美玲 (8/13)	 何美玲 (8/12)	 何美玲 (8/11)	 何美玲 (8/10)	 何美玲 (8/9)	 何美玲 (8/8)	 何美玲 (8/7)	 何美玲 (8/6)	 何美玲 (8/5)
	 	 何美玲 (8/4)	 何美玲 (8/3)	 何美玲 (8/2)	 何美玲 (8/1)
	 175	 洪彩華 (8/25)	 羅麗珠 (8/25)
	 168	 陳福昌 (8/10)
	 150	 吳佳樺 (8/3)	 戴軒丞 (8/1)	 戴昱欽 (8/1)	 戴浚洺 (8/1)	 陳宥霖 (8/15)	 陳宥綸 (8/15)	 張睿宸 (8/15)	 張郁柏 (8/15)	 無名氏 (8/10)
	 	 黃燕源	黃顗達	黃勝玉 (8/8)	 楊淑仙	楊官智	黃鼎傑 (8/8)	 林思妤 (8/24)	 林恩瑝 (8/24)	 謝宗錡 (8/25)	 張育碩 (8/22)	 陳思瑋 (8/31)
	 	 陳思瑋 (8/30)	 陳思瑋 (8/29)	 陳思瑋 (8/28)	 陳思瑋 (8/27)	 陳思瑋 (8/26)	 陳思瑋 (8/25)	 陳思瑋 (8/24)	 陳思瑋 (8/23)	 陳思瑋 (8/22)
	 	 陳思瑋 (8/21)	 陳思瑋 (8/20)	 陳思瑋 (8/19)	 陳思瑋 (8/18)	 陳思瑋 (8/17)	 陳思瑋 (8/16)	 陳思瑋 (8/15)	 陳思瑋 (8/14)	 陳思瑋 (8/13)
	 	 陳思瑋 (8/12)	 陳思瑋 (8/12)	 陳思瑋 (8/11)	 陳思瑋 (8/10)	 陳思瑋 (8/9)	 陳思瑋 (8/8)	 陳思瑋 (8/7)	 陳思瑋 (8/6)	 陳思瑋 (8/5)
	 	 陳思瑋 (8/4)	 陳思瑋 (8/3)	 陳思瑋 (8/2)	 陳思瑋 (8/1)	 謝澤業 (8/27)
	 124	 李至偉 (8/22)
	 120	 沈明興 (8/4)	 黃臻耘 (8/30)	 黃侑鈞 (8/30)
	 110	 柯玫伶 (8/16)	 林昱翰 (8/1)
	 109	 吳堉帆 (8/15)	 吳建生 (8/18)	 簡恬馨 (8/31)	 吳禹申 (8/31)
	 100	 范姜心妤 (8/1)	 汪子淇 (8/2)	 邱麗安 (8/2)	 邱政雄 (8/2)	 黃阿月 (8/2)	 陳又禎 (8/2)	 陳元皓 (8/2)	 張籽和 (8/2)	 陳玉姿 (8/2)
	 	 鄭國慶 (8/2)	 呂梓瑄 (8/2)	 柯威誌 (8/2)	 柯家蓁 (8/2)	 柯睿承 (8/2)	 楊莉羚 (8/2)	 李幸真 (8/2)	 莊莉萍 (8/2)	 黃昱翔 (8/2)
	 	 善心人士 (8/2)	 無名氏 (8/1)	 無名氏 (8/5)	 黃壽全	(8/3)	 善心人士 (8/5)	 蕭燕琳 (8/8)	 鄭宇博 (8/5)	 簡正偉 (8/6)	 黃筱雯 (8/6)
	 	 王瑞芬 (8/10)	 鍾芳怡 (8/10)	 鄭文昇 (8/10)	 劉佩欣 (8/10)	 鄭妤萱 (8/10)	 郭佑訓 (8/10)	 謝佳妤 (8/10)	 林素櫻 (8/10)	 方鳳祺 (8/10)
	 	 曾泳芸 (8/10)	 戴春蘭 (8/10)	 徐子茵 (8/10)	 江濤 (8/8)	 葉家宏 (8/1)	 許文耀 (8/2)	 許殷銘 (8/2)	 鄭建民 (8/1)	 洪彩華 (8/2)
	 	 鄧庭蓁 (8/8)	 鄧宛榛 (8/8)	 無名氏 (8/15)	 陳錦蓉 (8/15)	 曲子泱 (8/2)	 無名氏 (8/15)	 林佳玉 (8/15)	 無名氏 (8/15)	 童瑞棋 (8/15)
	 	 吳玟靜 (8/15)	 毛璿輝 (8/15)	 毛沛緹 (8/15)	 毛珮絮 (8/15)	 謝宗錡 (8/2)	 劉惠玲 (8/15)	 陳靜慧 (8/15)	 張舜凱 (8/4)	 張羽萱 (8/4)
	 	 鍾汶諭 (8/4)	 黃文修 (8/4)	 無名氏 (8/15)	 無名氏 (8/15)	 李誌育 (8/15)	 林雯雯 (8/15)	 祁淑芳 (8/15)	 無名氏 (8/15)	 黃雅真 (8/3)
	 	 楊采苓 (8/15)	 羅家永 (8/15)	 田曜瑆 (8/15)	 黃香齊 (8/15)	 呂瑞敏 (8/15)	 翁韶榕 (8/15)	 王震瑜 (8/15)	 王學洧 (8/15)	 陳季盈 (8/15)
	 	 王照蘋 (8/15)	 無名氏 (8/15)	 嚴智馨 (8/15)	 黃健銘 (8/15)	 無名氏 (8/15)	 洪啟景 (8/15)	 吳肇文 (8/15)	 吳欣樺 (8/15)	 王識涵 (8/15)
	 	 賴枚儀 (8/15)	 黃筱晴 (8/15)	 黃宣瑄 (8/15)	 林淑惠 (8/15)	 邱榆鈞 (8/15)	 林登源 (8/15)	 張雅筑 (8/15)	 唐紜晴	吳春蘭 (8/15)
	 	 馬家馨 (8/15)	 葉瑄德 (8/15)	 吳雅玲 (8/15)	 陳鼎愷 (8/15)	 陳鼎昊 (8/15)	 顏韵芯 (8/15)	 顏品硯 (8/15)	 王照雲 (8/15)	 王思評 (8/15)
	 	 陳筱雯 (8/15)	 呂諺君 (8/15)	 李宜芳 (8/15)	 丁琬芬 (8/15)	 無名氏 (8/15)	 郭勇成 (8/15)	 李明展 (8/15)	 謝曜任 (8/15)	 鄭宇娟 (8/15)
	 	 毛珮絮 (8/15)	 毛士方 (8/15)	 劉芯沂 (8/15)	 楊秀鈴 (8/15)	 楊雅雯 (8/15)	 林依靜 (8/15)	 黃琪文 (8/15)	 廖俐婷 (8/15)	 林亮亮 (8/5)
	 	 林洧禾 (8/5)	 邱啟軒 (8/5)	 邱栩丞 (8/5)	 潘柏恩 (8/4)	 李玉霞 (8/5)	 張定沂 (8/5)	 黃采慧 (8/5)	 陳佳恩 (8/5)	 陳佳慧 (8/5)
	 	 李晏甄 (8/5)	 陳轀才 (8/5)	 孫湧竣 (8/5)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8/5)	 田九光 (8/5)	 邱鎮國 (8/5)	 邱芳妤 (8/5)	 張立蓁 (8/5)
	 	 陳廷昌 (8/5)	 張瑛珍 (8/5)	 陳佳聖 (8/5)	 陳竑翰 (8/5)	 魏國輝 (8/5)	 陳建明 (8/5)	 善心人士 (8/14)	 陳威翰 (8/8)
	 	 倪慶豐	倪弘矅	倪萬宥 (8/8)	 陳慧瑾 (8/8)	 劉文良 (8/18)	 張芷榕 (8/18)	 賴開方 (8/18)	 許博洋 (8/18)	 林軒妤 (8/18)	 許洧銘 (8/18)
	 	 許庭銨 (8/18)	 陳榕萱 (8/8)	 陳憶雯 (8/8)	 謝鈺苓 (8/18)	 彭淑美 (8/8)	 黃律綺 (8/8)	 黃馨儀 (8/9)	 賴姵伶 (8/17)	 黃佩瑜 (8/17)
	 	 楊荃賀 (8/17)	 潘群元 (8/17)	 張淑慧 (8/9)	 楊春月 (8/17)	 馬吉購 (8/9)	 陳慶和	陳麗華 (8/9)	 陳家福 (8/9)	 蔡振偉 (8/9)
	 	 江幸真	江彥儀 (8/9)	 陳秋妤	江俊傑 (8/9)	 洪詩雯 (8/19)	 周均俞 (8/18)	 無名氏 (8/18)	 許耿崇 (8/9)	 吳采妤 (8/9)
	 	 詹怡萍 (8/9)	 陳季盈 (8/19)	 林彥丞 (8/9)	 陳朝祥 (8/9)	 曹素敏 (8/9)	 陳樂庭 (8/9)	 陳菊妹 (8/9)	 (8/15)	 陳佳妮 (8/9)
	 	 鄭連清 (8/20)	 陳沐緯 (8/9)	 鄒佳宏 (8/20)	 黃素惠 (8/20)	 周湘慧 (8/20)	 蔡育慈 (8/10)	 蔡邱對 (8/10)	 蔡惠平 (8/10)	 林晉妃 (8/11)
	 	 蔡祐廷 (8/11)	 陳蘭馨 (8/11)	 鄭君梅 (8/20)	 蔡皓旭 (8/20)	 潘麗美 (8/20)	 楊智鈞 (8/20)	 楊博詠 (8/20)	 蔡育庭 (8/10)	 黃怡華 (8/10)
	 	 張簡志霖 (8/20)	 江桓旭 (8/20)	 蔡政廷 (8/20)	 邱薰誼 (8/20)	 曾竣蔚 (8/20)	 李哲凱 (8/20)	 胡家為 (8/20)	 周秋香 (8/20)
	 	 蔡永康 (8/20)	 鄭君茹 (8/20)	 張琍 (8/11)	 陳亞音 (8/20)	 柯佩宜 (8/20)	 張伉佑 (8/20)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8/11)	蔡永欽 (8/11)
	 	 謝呂淑貞 (8/13)	 謝梅桯 (8/13)	 翁佳壕 (8/13)	 張詠昌 (8/15)	 張詠昇 (8/15)	 張鴻志 (8/15)	 翁荣芳 (8/13)	 翁佳鴻 (8/13)
	 	 吳秀真 (8/22)	 李黃英 (8/12)	 陳德明 (8/22)	 陳宥諶 (8/22)	 楊雅珺 (8/22)	 陳品妘 (8/22)	 林美束 (8/22)	 石博翔 (8/22)	 楊宗杰 (8/22)
	 	 陳言禕 (8/22)	 陳易霈 (8/22)	 郭兆權 (8/22)	 江青貞 (8/22)	 梅哲卓也 (8/22)	 簡慧玲 (8/22)	 林鈺珊 (8/22)	 林豈崋 (8/22)
	 	 蔡汝素 (8/22)	 林錦鴻 (8/22)	 羅金漢 (8/22)	 曾明霖 (8/25)	 鄭詠馨 (8/22)	 何沛洵 (8/22)	 何振禔 (8/22)	 高世杰 (8/24)	 陳怡妏 (8/24)
	 	 陳珮淇 (8/24)	 周美蓮 (8/24)	 蘇郁誠 (8/24)	 蘇姿允 (8/24)	 藍雅婷 (8/24)	 林益呈 (8/24)	 善心人士 (8/25)	 賴瑞緣 (8/15)
	 	 林臻旎 (8/15)	 孫靖育 (8/15)	 宋秀穎 (8/15)	 陳天賜 (8/15)	 林采婕 (8/18)	 王芸熙 (8/16)	 林東陸 (8/18)	 陳思樺 (8/28)	 林彥廷 (8/18)
	 	 楊善婷 (8/18)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8/18)	李靆鎂 (8/19)	 高顥瑋 (8/19)	 高顥璋 (8/19)	 南海普陀山觀音佛祖台中豐原 (8/19)
	 	 高藤霖 (8/19)	 林依潔 (8/18)	 林彥宏 (8/18)	 林建豐 (8/19)	 張鎮麟 (8/19)	 洪健哲 (8/19)	 張靜宜 (8/31)	 簡曉郁 (8/20)	 林宜潔 (8/19)
	 	 張哲瑋 (8/19)	 閻孟澤 (8/19)	 盧奕文 (8/31)	 楊黃玉花 (8/22)	 黎翠銀 (8/22)	 楊森帆 (8/22)	 許珮純 (8/31)	 羅珮菁 (8/31)
	 	 周依潔 (8/31)	 楊佩頤 (8/31)	 蔡翔任 (8/22)	 黃筱雯 (8/30)	 黃靖雯 (8/30)	 OKGO捐款 (8/5)	 OKGO捐款 (8/17)
	 	 OKGO捐款 (8/24)	 蔡明足 (8/25)	 張雯婷 (8/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8)	 陳燁逸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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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8/01~2022/08/31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9/01~2022/09/30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9/01~2022/09/30

	 120,000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9/19)
	 100,000	 佘蘭妮 (9/7)	 曼迪傳播有限公司 (9/30)
	 55,331	 邱亭瑜 (9/8)
	 50,000	 朱瑞柏 (9/2)	 楊添旺 (9/20)
	 36,000	 呂震浤 (9/28)
	 30,000	 游沛涵 (9/5)	 林鄭燒瑞 (9/12)	 陳俊成 (9/13)	 方玉仙 (9/13)	 陳瑞祥 (9/28)	 陳樂恩 (9/26)
	 26,000	 台灣泰爾茂醫療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9/23)
	 25,645	 Benevity	公益事業網站捐款	(9/12)
	 20,000	 劉涼慶 (9/1)	 陳儀如 (9/2)	 葉惠金 (9/7)	 何麗卿 (9/7)	 林昱安 (9/19)	 社團法人傅弘寬熱心服務慈善會 (9/20)	 林煌貴 (9/15)
	 	 台北市耕華國際同濟會 (9/28)	 潘高凸 (9/19)	 黃輝雄 (9/2)	 陳佑恒 (9/29)
	 18,000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直轄通訊處 (9/8)
	 15,000	 黃一峰 (9/6)	 信嘉祥企業社 (9/7)	 林惠民 (9/27)
	 14,618	 富邦人壽嘉賀朴子通訊處 (9/19)
	 13,358	 張泰旭 (9/2)
	 12,000	 洪芳美 (9/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6)	 蔡水祥 (8/25)	 蔡李靜江 (8/25)	 蔡明莉 (8/25)	 簡廷亘 (8/25)	 林子熙 (8/25)	 楊先生 (8/3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4)	 陳秀鑫 (8/23)	 林佳正 (8/21)	 林宥彤 (8/21)	 吳育霈 (8/25)	 吳育霈 (8/11)	 吳育霈 (8/5)	 王熙盛 (8/2)
	 	 王亮淵 (8/1)	 張雨恩 (8/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2)	 呂慧珊 (8/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2)	 林錦瑞 (8/9)
	 	 林顥原 (8/9)	 陳明阿 (8/9)	 謝月甜 (8/9)	 李宜錚 (8/9)	 劉庭安 (8/9)	 林浤家 (8/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2)	 林忠豪 (8/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9)	 郭家懿 (8/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7)	 vanessa(8/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6)	 李洪秀英 (8/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6)	 陳右儒 (8/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5)	 吳承霑 (8/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8/1)	 陳福壽 (8/31)
	 	 陳虹伊 (8/29)	 陳明阿 (8/29)	 董美妙 (8/29)	 薛孟君 (8/28)	 陳已篆 (8/28)	 eason(8/28)	 黃先生 (8/28)	 柯又菁 (8/28)	 曾彥翰 (8/28)
	 	 陳妍伶 (8/28)	 顏夢嫺 (8/27)	 蔡昕儒 (8/27)	 何敝紊 (8/27)	 葉禹希 (8/27)	 程柔綾 (8/27)	 黃先生 (8/27)	 戴若庭 (8/26)	 陳明啊 (8/26)
	 	 kueihuahsu(8/26)	 郭耀志 (8/25)	 陳佳佳 (8/25)	 摺紙叔叔 (8/25)	 陳冠宏 (8/24)	 楊麗紅 (8/24)	 陳慧娥 (8/23)
	 	 劉庭安 (8/23)	 吳仁凱 (8/23)	 陳先生 (8/23)	 高子宸 (8/23)	 高予樂 (8/23)	 善心人士 (8/22)	 吳甄妮 (8/22)	 施勝淵 (8/22)
	 	 謝月甜 (8/22)	 陳靖 (8/22)	 陳瑞琴 (8/22)	 陳明啊 (8/21)	 善心人士 (8/21)	 賴鈺銘 (8/20)	 陳惠美 (8/20)	 翁湣軒 (8/20)
	 	 吳星毅 (8/20)	 鍾牧橙 (8/18)	 林顥原 (8/18)	 溫鈺晴 (8/18)	 劉睿淇 (8/18)	 侯勝智 (8/18)	 張家薇 (8/10)	 莊華玲 (8/18)	 林顥原 (8/17)
	 	 林清山 (8/17)	 陳美月 (8/17)	 羅雅芳 (8/17)	 吳彥慶 (8/16)	 楊智宇 (8/16)	 林顥原 (8/16)	 福德正神 (8/15)	 黃波治 (8/15)
	 	 十方法界一切諸有情眾 (8/15)	 謝月甜 (8/15)	 蘇俐蓁 (8/15)	 芷伶 (8/15)	 甘子慶 (8/14)	 林顥原 (8/14)	 陳明阿 (8/14)	 王慶有 (8/14)
	 	 陳念祺 (8/13)	 林麗琴 (8/13)	 郭耀志 (8/13)	 呂威德 (8/13)	 許碧鈞 (8/12)	 王莘媛 (8/12)	 龍眼 (8/12)	 郭耀志 (8/12)	 林顥原 (8/12)
	 	 陳楷閔 (8/12)	 柯又菁 (8/12)	 鄭榮峯 (8/12)	 張蔡津說 (8/11)	 陳明阿 (8/11)	 曾麒祐 (8/11)	 吳仁凱 (8/11)	 李健源 (8/11)
	 	 蔡宜娟 (8/10)	 廖宇雯 (8/10)	 諶學儒 (8/21)	 諶學儒 (8/5)	 張瑋珍 (8/1)	 洪先生 (8/7)	 方珊于 (8/7)	 chenyi(8/7)	 盧芊穎 (8/7)
	 	 沈秋燕 (8/6)	 葉淑靜	葉淑瓊 (8/6)	 張丞頡 (8/6)	 謝佑芳 (8/2)	 林益壽 (8/29)	 林顥原 (8/6)	 蔡境峯 (8/15)	 周宥妘 (8/9)
	 	 王派強 (8/6)	 謝佳明 (8/6)	 李宛儒 (8/6)	 陳韋伶 (8/6)	 沈詩涵 (8/6)	 黃家駿 (8/5)	 羅巧蓁 (8/5)	 林顥原 (8/5)	 呂慧珊 (8/4)
	 	 樂其珠 (8/4)	 蔡沁洹 (8/4)	 林玟萱 (8/4)	 林雅芳 (8/3)	 呂慧珊 (8/3)	 鐘淵聖 (8/3)	 033383388(8/3)	 岳翠芳 (8/3)
	 	 楊玉琳 (8/3)	 陳明啊 (8/3)	 陳牛角 (8/3)	 顏文財 (8/3)	 林顥原 (8/2)	 郭渝靖 (8/2)	 黃苗菁 (8/1)	 徐裕恩 (8/1)	 林毓屏 (8/1)
	 	 林顥原 (8/1)	 夏訓國 (8/1)	 莊日春 (8/1)	 謝月甜 (8/1)	 胡家茵 (8/1)	 毛欣蘭 (8/1)	 林右豐 (8/11)	 林育生 (8/11)	 黃雅靖 (8/31)
	 	 何榮華 (8/21)	 鄭桂珠 (8/21)	 劉秉杰 (8/17)	 蔡戴秀梅 (8/29)	 蔡戴秀梅 (8/6)	 陳品齊 (8/3)	 陳品妤 (8/3)	 陳品睿 (8/3)
	 	 林亞亭	鍾承佑 (8/31)	 林亞亭	鍾承佑 (8/30)	 林亞亭	鍾承佑 (8/29)	 林亞亭	鍾承佑 (8/28)	 張家豪 (8/23)
	 	 林亞亭	鍾承佑 (8/27)	 林亞亭	鍾承佑 (8/26)	 林亞亭	鍾承佑 (8/25)	 林亞亭	鍾承佑 (8/24)	 熊誼禎 (8/23)
	 	 林亞亭	鍾承佑 (8/23)	 林亞亭	鍾承佑 (8/22)	 林亞亭	鍾承佑 (8/21)	 林亞亭	鍾承佑 (8/20)	 陳炎徫 (8/5)
	 	 林亞亭	鍾承佑 (8/19)	 林亞亭	鍾承佑 (8/18)	 林亞亭	鍾承佑 (8/17)	 林亞亭	鍾承佑 (8/16)	 丘志墉 (8/8)
	 	 林亞亭	鍾承佑 (8/15)	 林亞亭	鍾承佑 (8/14)	 林亞亭	鍾承佑 (8/13)	 林亞亭	鍾承佑 (8/12)	 林員 (8/31)
	 	 林亞亭	鍾承佑 (8/11)	 林亞亭	鍾承佑 (8/10)	 林亞亭	鍾承佑 (8/9)	 林亞亭	鍾承佑 (8/8)	 陳奕睿 (8/12)
	 	 林亞亭	鍾承佑 (8/7)	 林亞亭	鍾承佑 (8/6)	 林亞亭	鍾承佑 (8/5)	 林亞亭	鍾承佑 (8/4)	 賴敬鴻 (8/17)
	 	 林亞亭	鍾承佑 (8/3)	 林亞亭	鍾承佑 (8/2)	 林亞亭	鍾承佑 (8/1)	 賴俊余 (8/7)	 林茗棋 (8/6)	 陳家宇 (8/5)
	 	 高崇仁 (8/23)	 黃孟修 (8/18)	 陳致廷 (8/27)	 羅紫妍 (8/29)	 楊子萱 (8/22)	 羅琪 (8/1)	 曾衍儒 (8/17)	 陳淑慧 (8/24)	 黃雅汶 (8/12)
	 	 郭景濰	蔡佩玲	郭博凱 (8/16)	 諶學儒 (8/14)	 李依樺 (8/25)	 秋義原 (8/4)	 楊昕哲 (8/19)	 鍾春金 (8/19)	 陳绣琴 (8/7)	 張忠文 (8/25)
	 	 黃炫傑 (8/14)	 鄭翔謙 (8/15)	 羅財富 (8/16)	 呂嘉傑 (8/22)	 莊旻蓁 (8/11)	 林雅玲 (8/9)	 周家駿 (8/15)	 鐘婉甄 (8/5)	 黃嘉慶 (8/5)
	 	 蔣序震 (8/10)	 陳庭煌 (8/8)	 黃蕙芝 (8/15)	 曹培峰 (8/26)	 羅雅如 (8/3)	 連彥皓 (8/2)	 簡立紘 (8/4)	 練懿洲 (8/23)	 賴鶴文 (8/25)
	 	 何忠翰 (8/8)	 陳桂蘭 (8/3)	 王柯秀蕊 (8/28)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8/26)	吳秉宸	吳庭慧 (8/27)	 徐韻雯 (8/27)
	 	 徐韻婷 (8/27)	 徐韻惠 (8/27)	 黃瓊慧 (8/27)	 林宇威 (8/29)	 王儷陵 (8/29)	 林慶煌 (8/29)	 顏義芳 (8/29)	 林宇恩 (8/29)	 江文漳 (8/31)
	 	 江幸娟 (8/31)	 江黃清月 (8/31)	 劉育光 (8/31)	 謝在湘 (8/30)	 劉伃珊 (8/31)	 江亭延 (8/31)	 張羽萱 (8/31)	 謝甘秀蓉 (8/30)
	 	 張舜凱 (8/31)	 楊立莉 (8/31)	 林泰宏 (8/31)	 王佩晴 (8/31)
	 88	 邱翊珊 (8/20)	 王柏權 (8/20)	 李宥宏 (8/20)	 謝涵如 (8/20)	 張雅涵 (8/20)	 曾立傑 (8/20)	 楊文斌 (8/20)	 孫嘉蔚 (8/20)	 鐘子涵 (8/20)
	 	 潘金珠 (8/20)	 邱美玲 (8/22)
	 60	 蔡涵倪 (8/22)
	 50	 林詹秀蘭 (8/1)	 林日勇 (8/1)	 陳茂雄 (8/1)	 林東達 (8/1)	 陳黃英華 (8/1)	 陳品妤 (8/1)	 劉建志 (8/2)	 劉蓁霓 (8/2)	 郭迫和 (8/2)
	 	 劉忠穎 (8/2)	 劉吳良珠 (8/2)	 郭秀滿 (8/2)	 陳正輝 (8/18)	 簡沁睿 (8/12)	 簡家豪 (8/12)	 李彩玉 (8/12)	 十方菩薩 (8/12)
	 	 簡永昇 (8/12)	 吳盈潔 (8/22)	 許紘瑞 (8/22)	 許耿彰 (8/22)	 游慧卿 (8/22)	 吳彥諭 (8/22)	 涂宸祐 (8/26)	 涂盈文 (8/26)	 許倍瑜 (8/26)
	 	 涂宸翰 (8/26)	 劉忠穎 (8/30)	 劉吳良珠 (8/30)	 劉蓁霓 (8/30)	 劉建志 (8/30)	 郭迫和 (8/30)	 郭秀滿 (8/30)
	 1	 小愛心送祝福 (8/15)	 小小愛心祝福 (8/25)

	 10,000	 楊玉玲 (9/4)	 安那每一天股份有限公司 (9/6)	 慶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9/8)	 大興實業有限公司 (9/15)	 張雯菁 (9/15)	 朱美貞 (9/15)
	 	 張永豪 (9/15)	 呂芷媗 (9/6)	 陳文斌 (9/13)	 胡紹中 (9/22)	 蔡崴丞 (9/20)	 孫定伯 (9/20)	 廖蘭蕙 (9/14)	 台灣恩慈股份有限公司 (9/26)
	 	 曾世恩 (9/27)	 蔡瑪麗 (9/29)	 陳政元 (9/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4)	 陳淑玲 (9/30)	 許菀育 (9/27)	 張琇凌 (9/30)
	 9,000	 陳昱安 (9/1)
	 8,000	 朱泱潔 (9/22)
	 7,560	 L239 軒誠 (9/21)
	 7,300	 華梵大學外文系 (9/21)
	 7,000	 洪欣慈 (9/24)
	 6,000	 楊秀夫 (9/2)	 嚴翊菱 (9/1)	 王輝榮 (9/2)	 林錦松 (9/2)	 葉瑞民	高瑞芬 (9/5)	 郭秋月 (9/7)	 蔡明宏 (9/16)	 張進豐 (9/13)
	 	 劉耀賸 (9/16)	 廖小溱 (9/19)	 王承翰 (9/29)	 江郁智 (9/28)	 郭家鴻 (9/3)
	 5,500	 孫瑞佑 (9/21)	 馬斯克	張淑芬	郭台銘	星雲法師	惟吉法師 (9/21)
	 5,020	 許宏榮 (9/8)
	 5,000	 善心人士 (9/2)	 郭家琦 (9/2)	 馨媄傢飾設計有限公司 (9/1)	 孫振洋 (9/4)	 黃璿彬 (9/10)	 黃柏翰 (9/8)	 采盟股份有限公司 (9/5)
	 	 陳榮鍠 (9/5)	 牛仰堯 (9/15)	 劉美惠 (9/14)	 蔡莉莉 (9/5)	 莊青朋 (9/5)	 蔡靚 (9/15)	 羅淑美 (9/15)	 侯郁文 (9/15)	 無名氏 (9/19)
	 	 陳富榮 (9/8)	 吳少元 (9/13)	 李虹震 (9/12)	 郭正明 (9/13)	 謝繼煌 (9/12)	 許佩婷 (9/21)	 曾師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9/20)
	 	 謙成有限公司 (9/20)	 于培倫 (9/20)	 莊旻燕	蔡坤翰	蔡景宏 (9/14)	 善心人士 (9/15)	 吳季娟 (9/14)	 陳少華 (9/27)
	 	 曾玉葉 (9/28)	 郭春生 (9/13)	 林瑞祥 (9/27)	 林家蓁 (9/27)	 王建閔 (9/23)	 侯雅齡 (9/21)	 陳螢萱 (9/23)	 黃玉珍 (9/29)	 陳柏翰 (9/23)
	 	 嘉祐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9/22)	 陳諭萱 (9/23)	 李東益	李東孟	李東勇 (9/23)	 葉守序 (9/26)	 葉宥炘 (9/26)	 高榮水產有限公司 (9/28)
	 	 陳昱宏 (9/29)	 陳冠宇 (9/8)	 蔡水源 (9/7)	 王承翰 (9/10)	 李宗源 (9/30)	 黃明輝 (9/28)	 長春路四面彿 (9/17)	 劉佳樺 (9/29)
	 	 侯彥廷 (9/19)	 洪菁霞 (9/5)	 胡敏 (9/12)	 蔡鐘億 (9/27)	 劉錦生 (9/29)	 李振良 (9/30)	 游智新 (9/30)	 莊素珍 (9/30)	 李芊芊 (9/30)
	 	 陳李柳片 (9/30)
	 4,750	 2022TCA 木作營午餐所得 (9/8)
	 4,000	 鄭政輝 (9/5)	 吳柏鴻 (9/7)	 謝翔宇 (9/13)	 林蔚安 (9/24)	 趙雲蓉 (9/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2)	 吳哲毅 (9/6)	 黃志軒 (9/28)
	 	 台北市私立菁英幼兒園 ( 全体師生家長 )(9/28)
	 3,732	 趙仁毅 (9/14)
	 3,600	 陳韋潔 (9/7)	 蘇銘慶 (9/19)
	 3,500	 創翔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9/15)
	 3,434	 楊詔允 (9/7)
	 3,300	 無名氏 (9/3)
	 3,200	 OKGO捐款 (9/6)	 王承翰 (9/18)
	 3,000	 邱瑛瑛 (9/2)	 曾淑瑩 (9/4)	 徐麗媗 (9/2)	 蔡漢蒼 (9/7)	 潘繹帆 (9/10)	 黃安睿 (9/12)	 林錫癸 (9/2)	 陳郁臻 (9/2)	 無名氏 (9/15)
	 	 蔡淑宜 (9/5)	 王歆絜 (9/5)	 林志鵬	唐詠婷	林孟諴 (9/5)	 唐豪局	張惠雅 (9/5)	 關家莉 (9/15)	 張皪元 /張崴程 (9/15)
	 	 孫碧雲 (9/15)	 李時榛 (9/15)	 邱美玲 (9/15)	 盧昱伸 (9/7)	 潘珊娜 (9/8)	 蔡幸芝 (9/8)	 許志遠 (9/23)	 陳歆茹 (9/22)	 王淑品 (9/21)
	 	 江品萱 (9/23)	 劉夏豪	劉寬	劉瑄	陳淑如 (9/20)	林森建材行 (9/20)	 陳湘銘 (9/26)	 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 (9/20)	 謝妍青 (9/20)
	 	 陳怡伶 (9/20)	 羅蒔芊 (9/20)	 善心人士 (9/19)	 蔡坤成 (9/14)	 楊詠翔 (9/15)	 善心人士 (9/22)	 張蓓吟 (9/22)
	 	 鄭淑鳳 (9/14)	 顏御安 (9/26)	 吳耑穎 (9/26)	 王秀蘭 (9/14)	 賴麗純 (9/19)	 魏鏞 (9/30)	 陳昭容 (9/20)	 楊翔宇 (9/20)	 謝春猛 (9/22)
	 	 張晉維 (9/22)	 陳淑芬 (9/23)	 張巧昀 (9/23)	 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1)	 汪宏勝 (9/22)	 黃恩琦 (9/22)
	 	 黃富翊 (9/21)	 俠客 (9/19)	 陳學盟 (9/8)	 翔榕 (9/13)	 黃梓輔 (9/11)	 福南宮 (9/5)	 包庭瑛 (9/26)	 蔡育維 (9/4)	 王俊凱 (9/1)
	 	 新具象直播 (9/21)	 鍾明淵 (9/8)	 蘇雅惠 (9/14)	 蕭柏郁 (9/5)	 丁瑋淳 (9/12)	 凱興電腦有限公司 (9/6)	 黃永漢 (9/6)
	 	 朱硯農 (9/24)	 劉俊辰 (9/4)	 張素華 (9/27)	 吳瑋恩	吳育慈 (9/27)	 蘇美月 (9/28)	 王文慶 (9/28)	 林美麗 (9/29)
	 2,888	 朱俊嘉 (9/25)
	 2,800	 鄭美玲 (9/1)
	 2,588	 葉峻豪 (9/15)
	 2,533	 范偉琪 (9/21)
	 2,500	 黃國祐 (9/5)	 無名氏 (9/9)	 溫聰敏 (9/1)	 張嫌 (9/1)	 劉成舉 (9/14)	 林科宇 (9/15)	 吳明鴻 (9/14)	 傅旭正 (9/30)	 王政中 (9/3)
	 	 葉建發 (9/8)
	 2,400	 小麥家烘焙坊 (9/26)	 司立文 (9/30)
	 2,200	 善心人士 (9/1)
	 2,137	 莊家和	莊宏益 (9/14)
	 2,000	 黃錫成 (9/2)	 簡辰光 (9/2)	 黃恆逸 (9/2)	 吳佳玲 (9/2)	 洪光熙	陳靜珠 (9/2)	 善侑會計師事務所 (9/4)	 林朝銘 (9/5)
	 	 臺北市私立菁英種子幼兒園 (9/2)	 王慶忠 (9/4)	 鄭家洧 (9/6)	 黃建文 (9/2)	 曾稚壹 (9/6)	 劉晁睿 (9/6)	 翁楷翔 (9/11)
	 	 翁晨淇 (9/11)	 呂宜霖 (9/11)	 鄒凭晏 (9/11)	 劉泰廷 (9/6)	 謝子瑩 (9/6)	 陳錦元 (9/6)	 李錦華 (9/1)	 林峻右 (9/1)	 李威霆 (9/6)
	 	 皇廣鑄造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9/5)	 善心人士 (9/10)	 李振德 (9/1)	 郭泓緯	郭泓志 (9/1)	 孫綾子 (9/1)
	 	 吳尚恆 (9/1)	 莊紫霖 (9/1)	 啟凱螺絲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 :89691941(9/2)	 楊志偉 (9/14)	 卜祥琨 (9/14)	 高宗永 (9/14)
	 	 邱高寶鳳 (9/2)	 高靜華 (9/14)	 嘉鏵生技醫藥股分有限公司 (9/2)	 林煌輝	陳素貞 (9/2)	 謝惠珠 (9/14)	 莊如芳 (9/14)
	 	 英甲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9/14)	 柯朋昌 (9/2)	 周志誠 (9/5)	 王建宏 (9/5)	 胡瀞涵 (9/15)	 衛美娟 (9/15)	 周志誠 (9/5)
	 	 李淑婉 (9/15)	 創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5)	 周志誠 (9/5)	 周志誠 (9/5)	 吳永盛 (9/5)	 沈格祥 (9/15)	 王瀛屏 (9/15)	 黃秋香 (9/15)
	 	 鄭凱懌 (9/15)	 廖淑絹 (9/15)	 李宜燕 (9/15)	 劉恩瑀 (9/15)	 鄒秋錦 (9/15)	 黃佳瑛 (9/15)	 王秀萍 (9/15)	 辜淑雯 (9/15)	 岳浩 (9/15)
	 	 王儷臻 (9/15)	 陳尚志 (9/15)	 胡秋娥 (9/15)	 徐美玲 (9/15)	 黃榮 (9/15)	 廖維詮 (9/15)	 陳欣琳 (9/15)	 黃瀞萱 (9/15)	 陳偀瑜 (9/15)
	 	 李建民 (9/15)	 王德勳 (9/15)	 杰論法律事務所 (9/15)	 林喬偉 (9/14)	 曲翊瑄 (9/5)	 牟顯玫 (9/7)	 奇磊股份有限公司 (9/7)
	 	 蔡念庭	蔡哲維	蔡忠旗	盧淑秋 (9/7)	 鐘志鴻 (9/7)	 楊智傑 (9/7)	 覃昭銘 (9/8)	 李儒昌 (9/19)	 無名氏 (9/17)	 張嘉瑜 (9/16)
	 	 楊為巽 (9/16)	 蔡佳璋 (9/6)	 林佳瑩 (9/6)	 劉宜芳 (9/8)	 王郁崴 (9/8)	 王丁財 (9/8)	 邱秉媛 (9/12)	 黃惠美 (9/12)	 薛宏明 (9/13)
	 	 漢翔公司慈光社 (9/13)	 呂信君 (9/13)	 洪錦花 (9/13)	 社團法人桃園市照顧服務協進會 (9/12)	 劉芳志 (9/12)	 李佳燕 (9/24)
	 	 文珮宇	 李佩倫	 陳冠旭 (9/23)	 陳姵穎 (9/21)	 林敬舜 (9/20)	 張振宗 (9/20)	 黃明玉 (9/20)	 莊茜琦 (9/20)	 余南興 (9/20)
	 	 廖施景 (9/20)	 林昱廷 (9/20)	 林昱嘉 (9/20)	 冠鼎工業有限公司 (9/20)	 周銘慶 (9/20)	 黃譯葶 (9/20)	 黃明熙 (9/26)	 鄒靖楠 (9/20)
	 	 遠祥國際有限公司 (9/20)	 蘇微惠 (9/26)	 鍾明宏 (9/20)	 張雅婷 (9/20)	 陳慧玲	林曉亭 (9/14)	 萬太企業有限公司 (9/15)
	 	 江麗蘭 (9/20)	 楊于萱 (9/20)	 蔡玉娟 (9/20)	 李再松 (9/15)	 趙錦泉 (9/15)	 邱春桂 (9/15)	 蔡淑靜 (9/15)	 鴻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9/20)
	 	 徐淑貞 (9/14)	 楊佳麟 (9/15)	 善心人士 (9/13)	 葉炳男 (9/26)	 傅美慧 (9/26)	 善侑會計師事務所 (9/18)	 武晉萱 (9/26)
	 	 善心人士 (9/26)	 林建仲 (9/26)	 林煌文 (9/26)	 蕭碧真 (9/26)	 許秀穎 (9/26)	 邱玉環 (9/26)	 陳憲璋 (9/15)	 王素珠 (9/16)
	 	 黃程杏悅 (9/16)	 劉政宏 (9/21)	 方柔尹	 吳曜宇 (9/28)	 旺英機械有限公司 (9/27)	 童冠雲 (9/27)	 張心怡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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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9/01~2022/09/30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9/01~2022/09/30

	 	 蔡邵瑜	蔡穎超	蔡怡軒	蔡衍廷	蔡柏崢	蔡和平	蔡宏遠	蔡佩軒	蔡詠璿	蔡怡清	等闔家 (9/19)	 黃憲宗 (9/20)	 江弘海 (9/19)	 江禹葳 (9/30)
	 	 鄧名珊 (9/30)	 鍾步興 (9/20)	 賴映秀 (9/30)	 蕭佑如 (9/20)	 林栛伃 (9/20)	 李宜家	李易叡	李宜蓁	林美君 (9/21)	 蔡珠珊 (9/21)
	 	 李奕楨	吳梅香	李岱勳	李岱峯 (9/21)	 邱渝琇 (9/22)	 楊冠慈 (9/29)	 友展企業有限公司 (9/22)	 王春惠 (9/30)	 楊賢泰 (9/26)
	 	 勝興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9/22)	 善心人士 (9/27)	林宜靜 (9/26)	 林珮如 (9/26)	 黃旭寬	黃承瑜 (9/23)	 李勇達 (9/30)
	 	 洪金來 (9/26)	 郭金菊 (9/26)	 王瑋慈廖于涵 (9/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9)	 張文政 (9/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1)	 翔榕 (9/27)	 洪耀明 (9/27)	 田鎰安 (9/20)	 林承郁 (9/15)	 鄭恩展 (9/11)
	 	 簡宇慶 (9/5)	 張怡文全家 (9/10)	 brad(9/5)	 張翕 (9/4)	 游嘉竣 (9/2)	 蘇義德全家福 (9/1)	 夏楚恩 (9/8)
	 	 健成工程行 (9/23)	 健成工程行(9/8)	楊凱鈞 (9/29)	 蔡宜傑 (9/4)	 家中大德 (9/1)	 楊仁惠 (9/11)	 潘建宏 (9/23)	 吳慈凰 (9/20)
	 	 莊訓勇 (9/4)	 謝金蘭 (9/21)	 東品水產張超羣 (9/12)	 汪宏勝 (9/19)	 鄭賜瑩 (9/27)	 吳基財 (9/28)	 陳美秀 (9/28)	 徐鳳美 (9/28)
	 	 陳春安 (9/29)	 楊雪代 (9/30)	 林永雄 (9/30)	 陳鴻彬 (9/30)	 陳玉燕 (9/30)	 杜苡瑄 (9/30)	 黃靜涵 (9/30)	 陳育岑 (9/30)
	 1,985	 肯岳亞股份有限公司 (9/20)
	 1,800	 吳新鈞 (9/6)
	 1,750	 碧河宮土地公 (9/8)	 陳憬憲 (9/8)
	 1,720	 吳文川 (9/23)
	 1,700	 蔡旻翰 (9/5)	 OKGO捐款 (9/7)
	 1,688	 廖峻威 (9/28)
	 1,660	 陳凱勝 (9/6)
	 1,614	 善心人士 (9/3)
	 1,600	 林言修 (9/15)	 許邑謙 (9/19)	 沈曉蓓 (9/26)	 曹英昌 (9/26)	 何彥霆 (9/23)	 陳雅鈴 (9/27)
	 1,500	 潘柔諭 (9/6)	 王郁婷 (9/3)	 詹曉萱 (9/5)	 温咖哩小吃店 (9/5)	 享樂中壇元帥 (9/11)	 菖鴻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9/1)
	 	 菖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9/1)	 李明易 (9/1)	 菖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1)	 張軒綺 (9/14)	 呂佩純	呂依璇	呂翊綺 (9/2)	 蘇玩伶 (9/2)
	 	 菖源股份有限公司 (9/5)	 張慧蘭 (9/15)	 林芳如 (9/16)	 崔明貴 (9/15)	 吳雅萍 (9/15)	 姜銀和 (9/15)	 蔡宛娟 (9/18)	 黃合璟 (9/6)
	 	 黃義方 (9/6)	 黃芳亮 (9/15)	 蔡安琪 (9/5)	 鍾怡彥 (9/8)	 曾紀瑩 (9/7)	 褚秋華 (9/12)	 張泰琮 (9/22)	 陳憲霆 (9/12)	 彭慶添 (9/16)
	 	 羅欽賢 (9/26)	 彭文芳 (9/20)	 吳依穗 (9/14)	 宋星霈 (9/19)	 陳怡蓁 (9/19)	 陳信辰 (9/19)	 邱奕達	邱王哖	邱進任 (9/30)	 張詠傑 (9/23)
	 	 連千惠	連宇璋	連建洲 (9/22)	 王詩函 (9/22)	 張詠舜 (9/23)	 鄭明興 (9/23)	 OKGO捐款 (9/2)	 黃雅屏 (9/17)	 傅清淋 (9/27)
	 	 張峻德 (9/20)	 楊鈺綺 (9/15)	 洪柏曜 (9/10)	 陳侑伸 (9/9)	 盧文美 (9/7)	 楊憲民	黃綉玲 (9/5)	 林蔚喬 (9/9)	 周佳良 (9/17)
	 	 倍倍寵物有限公司 (9/7)	 杜錦蓮	陳惠華 (9/1)	 陳憶雯 (9/15)	 孫見樂 (9/22)	 李奕德 (9/30)
	 1,400	 黎碧絨 (9/25)
	 1,389	 施詠馨 (9/28)
	 1,350	 賴佳渝 (9/8)
	 1,300	 OKGO捐款 (9/20)
	 1,280	 陳燊楷 (9/15)
	 1,200	 蕭璽彧 (9/1)	 謝雨蓉 (9/2)	 姚昱伶 (9/6)	 黃上銓 (9/1)	 楊迪華 (9/14)	 鄒年恩	賴瑞蓮	鄒永隆	鄒鳳蘭	黃俊瑋 (9/2)	 張郁翎 (9/2)
	 	 王昭旺 (9/15)	 溫智翔 (9/7)	 韓寶珠	趙芯誼	趙于薇	趙翊筑	趙明龍	趙馥儒 (9/12)	 郭振山 (9/14)	 林杏林 (9/26)	 曾仁德 (9/15)
	 	 陳奕鈞 (9/20)	 呂學禮 (9/20)	 胡凱文 (9/21)	 蕭璽彧 (9/30)	 youn(9/29)	 楊敏柔 (9/8)	 陳文玲 (9/7)	 王初軒 (9/1)	 許幼如 (9/29)
	 	 蔡典佑 (9/16)	 劉素惠 (9/29)
	 1,100	 張瓊方 (9/6)	 林月衫 (9/17)	 周文程	周任詮	周巧婷	汪淑賢 (9/7)	 董惠如 (9/20)	 郭山河等 10人 (9/16)	 林純煌 (9/22)
	 	 OKGO捐款 (9/30)	 劉仟翎 (9/8)	 林國 (9/29)
	 1,080	 張文承 (9/15)
	 1,020	 蔡苾珞 (9/2)	 郭茂源 (9/22)
	 1,015	 潘德旗 (9/6)	 酆碧雲 (9/8)	 周賜杰 (9/8)	 王繼學 (9/23)
	 1,010	 鄒美蘭全家 (9/2)
	 1,000	 善心人士 (9/6)	 沈昭仁 (9/1)	 鄭色孟 (9/2)	 李淑蓉 (9/2)	 莊桂惠 (9/2)	 林淵欽 (9/2)	 張鈞維 (9/2)	 方文波 (9/2)	 高美祝 (9/2)
	 	 統宇電研股份有限公司 (9/2)	 孫婕祐 (9/2)	 余美玲 (9/2)	 林明宜 (9/2)	 洪西彬 (9/2)	 王宥崴 (9/2)	 沈依欣 (9/2)	 楊美雲 (9/2)
	 	 倪正杰 (9/2)	 詹益能 (9/2)	 李日農 (9/2)	 劉俞旻 (9/2)	 鄭芝昀 (9/2)	 陳雪青 (9/2)	 陳志維 (9/2)	 毛良慶 (9/2)	 劉雅君 (9/2)
	 	 蘇怡頤 (9/2)	 林美慧 (9/2)	 蕭羽秀 (9/2)	 游慧敏 (9/2)	 善心人士 (9/2)	 葉國暉 (9/2)	 澔昇國際有限公司 (9/2)	 江沛峰 (9/2)
	 	 張淑儀 (9/2)	 朱美惠 (9/2)	 林永重 (9/2)	 洪于絜 (9/6)	 劉書合 (9/6)	 林谷裕 (9/6)	 黃培誠 (9/6)	 歐陽貞穎 (9/6)	 楊子陞 (9/6)
	 	 龔雙慶 (9/6)	 許珮雯 (9/6)	 陳思羽 (9/4)	 無名氏 (9/3)	 麥家豪 (9/6)	 麥維倫 (9/6)	 郭原宏 (9/6)	 楊宥綸 (9/2)	 李怡瑤 (9/6)
	 	 呂芷伃 (9/6)	 楊惠婷 (9/5)	 無名氏 (9/5)	 無名氏 (9/4)	 陳健一 (9/4)	 楊忠明 (9/6)	 陳國清 (9/6)	 陳宏曜 (9/6)	 陳逸如 (9/6)
	 	 周子民 (9/6)	 李麗香 (9/6)	 林芳至 (9/6)	 顏維志 (9/6)	 許麗娟 (9/3)	 許翠丹 (9/7)	 陳怡君 (9/6)	 無名氏 (9/6)	 莊麗美 (9/12)
	 	 廖庭萱 (9/7)	 彭彥樺 ( 彭家旺）(9/11)	 蔡惠如 (9/10)	 陳昱臻 (9/10)	 陳宥均 (9/8)	 梁岑睿	 賴俊宇 (9/8)	 顧晋安 (9/8)
	 	 張麗娟 (9/7)	 鞏陽熹 (9/6)	 賴嘉偉 (9/12)	 陳順明 (9/1)	 王信輝 (9/1)	 吳美玲 (9/1)	 陳正達 (9/1)	 謝文鳳 (9/1)	 吳永清 (9/1)
	 	 陳達彥 (9/1)	 楊翔任	楊淞壹	楊品寬 (9/1)	 林瓊君 (9/1)	 盛貿藝品有限公司 (9/1)	 黃弘任 (9/1)	 林松柏 (9/1)	 林清榮 (9/1)
	 	 徐振誠	徐振中 (9/1)	 林函蓁	馬運芳	馬德華 (9/1)	 黃建勇 (9/1)	 徐舒眉 (9/1)	 李氏 (9/1)	 陳資澤 (9/1)	 蔡維雅 (9/1)
	 	 合鋒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9/1)	 吳家葳 (9/1)	 蔡沅峰 (9/1)	 陳躍升 (9/1)	 陳靜梅 (9/1)	 王君豪 (9/1)	 李卓穎 (9/1)	 簡秋月 (9/1)
	 	 任重	刁鵬	任立 (9/1)	 任典誠	刁秀珠 (9/1)	 林明仁 (9/1)	 楊子藝	楊紹然	余碧雲 (9/1)	 張采如	張慧如 (9/1)
	 	 陳聿閩 (9/1)	 陳俊輯 (9/1)	 傅秀雅 (9/14)	 李政模 (9/14)	 黃淑苑 (9/14)	 辛珮琪 (9/14)	 張永聖 (9/14)	 田乃云 (9/14)	 李貴蓮 (9/14)
	 	 陳維憲 (9/14)	 黃晟硯 (9/14)	 宋弘軒 (9/14)	 楊宏基 (9/14)	 黃麗秋 (9/14)	 黃浩耕 (9/14)	 江惠瑜 (9/14)	 孫永安 (9/14)	 王釋庸 (9/2)
	 	 劉柏陞 (9/2)	 楊仲鉅 (9/2)	 魏煜真 (9/2)	 蔡佳倫 (9/2)	 高宇嫺 (9/2)	 夏平 (9/2)	 蔡景丞 (9/2)	 曾國忠 (9/2)	 劉偉行 (9/2)
	 	 林禮慧 (9/2)	 楊素貞 (9/2)	 莊詠甯 (9/2)	 張怡婷 (9/15)	 洪楷婷 (9/2)	 陳裕盛 (9/15)	 李振宇	李家毓	李榮政	羅密君 (9/2)
	 	 林禹瀞 (9/2)	 沈奕良 (9/2)	 陳怡君 (9/15)	 江志隆 (9/15)	 謝秀足 (9/14)	 陳慧娟 (9/14)	 謝雪娥 (9/2)	 曲淑芳 (9/2)	 楊雅婷 (9/2)
	 	 張衍智合家 (9/2)	 蔡秉翰 (9/2)	 無名氏 (9/15)	 陳牧元 (9/15)	 邱敬琁 (9/3)	 世貿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 (9/5)
	 	 鄭文義 (9/5)	 王兆年 (9/5)	 范瑋庭 (9/5)	 李信毅 (9/5)	 邱美惠 (9/5)	 金大腳養生館 (9/5)	 劉白江	莊玉娥 (9/5)
	 	 于秉辰 (9/15)	 吳維紋 (9/15)	 蔡超塵 (9/15)	 紀銘祥 (9/15)	 陳桂緣 (9/15)	 柯若妍 (9/15)	 彭惠群 (9/15)	 江隆昇 (9/15)	 林子展 (9/15)
	 	 林子展 (9/15)	 無名氏 (9/15)	 羅慧明 (9/15)	 呂建億 (9/15)	 柯秀婷 (9/15)	 劉澤滄 (9/15)	 周子誠	周可恩 (9/15)	 王明慧 (9/15)
	 	 鄭世雄 (9/15)	 黃碧霞 (9/15)	 黃淑為 (9/15)	 林保洲 (9/15)	 高毅民 (9/15)	 莊子頤 (9/15)	 吳玉印 (9/15)	 王哲雄 (9/15)	 陸冠瑋 (9/15)
	 	 許保民等六人 (9/15)	 黃玉英 (9/15)	 曾心怡 (9/15)	 王逸嫻 (9/15)	 鄭楷軒	蔡淑芬	鄭明輝 (9/15)	 楊紫彤 (9/15)	 蔡依菱 (9/15)
	 	 潀達有限公司 (9/15)	 無名氏 (9/15)	 顏子涵 (9/15)	 曾平毅 (9/15)	 吳家寬 (9/15)	 無名氏 (9/15)	 唐佐幸 (9/15)	 陳慧文 (9/15)
	 	 無名氏 (9/15)	 鍾安倩 (9/15)	 謝宥如 (9/15)	 黃子馨 (9/15)	 郭曉惠 (9/15)	 梁淑燕 (9/15)	 蕭欣羽 (9/15)	 侯孟芬 (9/15)	 吳思緰 (9/15)
	 	 張勝杰 (9/15)	 蘇旭雯 (9/15)	 陳媚綺 (9/15)	 李東穎 (9/15)	 曾俊皓 (9/15)	 黃麗蓉 (9/15)	 張宇璿 (9/15)	 劉志雄 (9/15)	 林欣歡 (9/15)

	 	 陳業棠 (9/15)	 洪淑瑩 (9/15)	 劉淳吟 (9/15)	 魏宏霖 (9/15)	 謝秀敏 (9/15)	 謝珮涵 (9/15)	 虞邦心 (9/15)	 呂秀銀 (9/15)	 賴美倫 (9/15)
	 	 無名氏 (9/15)	 丁林送	(9/15)	 鄭紹毅 (9/15)	 莊美吟 (9/15)	 顏合淨 (9/15)	 韓增維 (9/15)	 陳靚 (9/15)	 林暉桓 (9/15)	 詹佳蓉 (9/15)
	 	 歐子瑄	歐子瑞	歐子瑋 (9/15)	 無名氏 (9/15)	 郭柏瀚 (9/15)	 郭柏承 (9/15)	 劉淑寧 (9/15)	 楊乙真 (9/15)	 李承翰 (9/15)	 林恩睿 (9/15)
	 	 胡家銘 (9/15)	 王瑋琳 (9/15)	 葉上菁 (9/15)	 錢鴻明 (9/15)	 麒曜工程行 (9/15)	 蔡昇豪 (9/15)	 曾兆訢 (9/15)	 李其諺 (9/15)
	 	 鄒開鑄 (9/15)	 劉丹 (9/15)	 侯麗梅 (9/15)	 林岳廷 (9/15)	 李慧貞 (9/15)	 無名氏 (9/15)	 張美萍 (9/15)	 張晏禔 (9/11)	 文致薇 (9/15)
	 	 葉宥廷 (9/15)	 曾敏智 (9/14)	 邱方玉 (9/13)	 蕭順國 (9/13)	 譚秀娟 (9/5)	 世貿海運承攬運送股份有限公司 (9/5)	 黃麗卿 (9/5)
	 	 杜諺穎 (9/5)	 吳添財 (9/5)	 陳良權 (9/6)	 林榮祥 (9/7)	 簡碧如 (9/7)	 王凱澤 (9/7)	 許麗紅 (9/7)	 黃慶平 (9/7)	 陳鴻春 (9/8)
	 	 邱珮玲 (9/8)	 陳溥楨 (9/7)	 黃焄燕 (9/20)	 無名氏 (9/19)	 吳林諺 (9/19)	 蔡清山 (9/18)	 劉子欣 (9/18)	 Hsiang-Wei	Liang(9/18)
	 	 無名氏 (9/18)	 無名氏 (9/17)	 林宣吟 (9/6)	 姜元靜 (9/6)	 陳劉阿美 (9/6)	 劉肇昀 (9/6)	 許玉珠 (9/6)	 吳佩芯 (9/6)	 陳泰宇 (9/6)
	 	 林柏安 (9/6)	 劉肇宜 (9/6)	 蔡金智 (9/6)	 高鈺軒	高鈺旂 (9/6)	 廖千秋 (9/6)	 黃秋子 (9/6)	 林鈺軒 (9/6)	 吳珈妮 (9/6)
	 	 林錦城 (9/6)	 張雪紅 (9/7)	 陳秋美 (9/7)	 李雪紅 (9/7)	 賴貞君 (9/8)	 王永順 (9/7)	 錢姵縈 (9/8)	 曾安民 (9/8)	 黃姵文 (9/8)
	 	 劉子綝 (9/8)	 光偉塗裝機械有限公司 (9/7)	 許竣傑 (9/8)	 皇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8)	 李勁達 (9/8)	 黎文緣 (9/8)	 盧濟明 (9/8)
	 	 賴蕭富美 (9/8)	 洪信東 (9/12)	 洪芷淇 (9/12)	 徐素玲 (9/12)	 高長慶 (9/12)	 李春味 (9/12)	 洪瑞嶸 (9/12)	 楊靖怡 (9/8)	 陳世恩 (9/8)
	 	 黃玄莊 (9/12)	 莊天民 (9/12)	 邱誼珺 (9/13)	 鍾文魁 (9/13)	 孫可宏 (9/13)	 陳永添 (9/13)	 柳欣怡 (9/13)	 洪睿遠 (9/13)	 洪育辰 (9/13)
	 	 洪嘉璟 (9/12)	 陳有鴻 (9/12)	 林憲仁 (9/12)	 洪茉喬 (9/13)	 周淑惠 (9/12)	 李亞諭 (9/13)	 林貴寶 (9/13)	 洪盟凱 (9/13)	 江學瀅 (9/20)
	 	 鐘美玲 (9/20)	 吳以勛 (9/13)	 林宛靜 (9/13)	 洪熙閑 (9/13)	 洪博彥 (9/13)	 紀勝寒	劉欣玫	紀优蹤	劉旨宴 (9/13)	 陳力豪 (9/25)
	 	 邱燕雪 (9/13)	 徐錦鳳 (9/13)	 顏英菊 (9/13)	 陳忠明 (9/13)	 無名氏 (9/25)	 曾敏智 (9/24)	 無名氏 (9/23)	 高文賀 (9/22)	 蕭嘉甫 (9/21)
	 	 銅洲有現公司 (9/22)	 紀銘祥 (9/21)	 張毓容 (9/21)	 鄭金山 ( 杏佳藥局 )(9/20)	 蕭伊雯 (9/13)	 姜雯萍 (9/13)	 童國誠 (9/20)
	 	 彭增陵	林淑珍 (9/13)	 劉家順	劉政杰	李美麗	劉欣君 (9/13)	 李美莉 (9/20)	 莊麗惠 (9/20)	 周長平 (9/20)	 廖清俊 (9/20)
	 	 羅嘉寧 (9/20)	 楊兆平 (9/20)	 陳秋茹 (9/20)	 林瓊華 (9/20)	 劉宜榛 (9/20)	 蘇淑英 (9/20)	 吳心硯	(9/20)	 吳心畫 (9/20)	 黃傳叡 (9/20)
	 	 邱志玄 (9/26)	 劉立麗 (9/26)	 陳秀洳 (9/20)	 謝忠謀 (9/20)	 蘇士詠 (9/20)	 殷子倫 (9/20)	 鍾瀚滬 (9/20)	 賴婕庭 (9/20)	 邱重嘉 (9/20)
	 	 林素雯 (9/20)	 蔡宏祥 (9/26)	 吳建璜 (9/26)	 蘇立菁 (9/26)	 劉俊亨 (9/26)	 林瓊汝 (9/26)	 林佩燁 (9/26)	 吳思宇 (9/26)	 張婧淳 (9/26)
	 	 曹雨萱 (9/26)	 張皓宇 (9/20)	 吳純瑛 (9/20)	 許詠涵 (9/20)	 林孟潔 (9/20)	 陳陞泓 (9/20)	 陳彥斌 (9/20)	 鄭楀澄 (9/20)	 唐慧珍 (9/20)
	 	 廖敏辰 (9/20)	 易威廷 (9/20)	 李伊婷 (9/20)	 陳亮吟 (9/20)	 花影國際有限公司	林柏辰	千葉江里子 (9/14)	 鮑世濟 (9/14)	 程紗闔家 (9/15)
	 	 簡文通 (9/20)	 林春燕 (9/20)	 簡麗姑 (9/20)	 蘇秀里 (9/20)	 彭秀明 (9/14)	 林春梅 (9/14)	 尤仁村 (9/14)	 沈智平 (9/14)	 詹淑幸 (9/14)
	 	 蔡碧瑜 (9/14)	 呂侑萱 (9/20)	 鄭姝羚 (9/20)	 張嘉珍 (9/20)	 黃玉苹 (9/20)	 陳姵羚 (9/20)	 唐兆漢 (9/20)	 陳建成 (9/20)	 劉俊芬 (9/20)
	 	 劉惠滿 (9/20)	 游玉敦 (9/20)	 洪曉珊 (9/20)	 鍾政緯	黃羽溱 (9/20)	 余瑞梅 (9/20)	 唐瑞檠 (9/20)	 黃禾玲 (9/20)	 林智涵 (9/19)
	 	 許傑翔 (9/15)	 楊竣森 (9/15)	 善心人士 (9/20)	 楊啟靖 (9/26)	 高文彬 (9/14)	 詹春花 (9/15)	 善心人士 (9/16)
	 	 沈詩芸 (9/26)	 林冠伶 (9/26)	 周昱翔 (9/26)	 魏志強 (9/26)	 康錦豐 (9/26)	 黃琦絜 (9/26)	 呂美珠 (9/26)	 林佑羚 (9/26)	 林柏穎 (9/26)
	 	 陳玉書 (9/26)	 吳駿彬 (9/14)	 樓雅萍 (9/14)	 楊靖怡 (9/14)	 徐陳淑春 (9/14)	 楊坤山 (9/14)	 許婷硯 (9/15)	 無名氏 (9/15)
	 	 善心人士 (9/13)	 吳晨儀 (9/18)	 鄧慶偉 (9/27)	 陳冠伶 (9/16)	 江銘潭 (9/16)	 吳淵源 (9/16)	 陳續元 (9/16)	 陳清棟 (9/16)
	 	 林莉媛 (9/22)	 陳冠宏 (9/16)	 許琬宜 (9/29)	 蔡佩樺 (9/27)	 余立萬 (9/19)	 簡大閎	簡大盛	簡伯育	簡唯霓	簡孝安 (9/19)	 吳聖財 (9/26)
	 	 許嘉峻 (9/26)	 曾敏智 (9/26)	 楊佳勝 (9/26)	 林秋彩 (9/16)	 陳忻言 (9/30)	 許淑慧 (9/19)	 劉春秀 (9/30)	 傅玉寶 (9/19)	 林定積 (9/19)
	 	 周畇奇 (9/30)	 鍾淑芳 (9/19)	 陳慧珊 (9/30)	 鄒宇松 (9/30)	 唐培恩	(9/30)	 陳品宏 (9/30)	 戴家琦 (9/30)	 黃莉彥 (9/30)	 陳珉 (9/30)
	 	 趙哲逸 (9/30)	 鄭楊金綢 (9/20)	 何彥霖 (9/20)	 曾啟鈞 (9/20)	 陳毓宣 (9/30)	 許日桂 (9/30)	 李百齡 (9/30)	 陳宥勳 (9/30)
	 	 張耀中 (9/30)	 林美智 (9/30)	 劉瑞珍 (9/30)	 王文雄 (9/30)	 呂姿瑩 (9/30)	 王銘珠 (9/20)	 王秀婷 (9/20)	 鄭翠琴 (9/20)	 李雲生 (9/20)
	 	 劉得喜 (9/20)	 盧廷煜 (9/30)	 潘怡安 (9/30)	 劉映廷 (9/20)	 劉映岑 (9/20)	 何宜鴻 (9/20)	 吳憲明 (9/20)	 李春雄	周碧惠 (9/21)
	 	 徐瑀華 (9/21)	 陳貴鳳 (9/21)	 彭婉婷 (9/21)	 黃雅琪 (9/22)	 張武雄 (9/22)	 張皓凱 (9/22)	 曾亮瑀 (9/22)	 劉素琴 (9/22)	 周麗珠 (9/23)
	 	 龍德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9/22)	 范安妮 (9/28)	 王東三 (9/26)	 李嘉展 (9/29)	 林雅婷 (9/28)	 胡秀萍 (9/28)	 蕭嘉甫 (9/28)	 許維晏 (9/22)
	 	 張雅涵 (9/22)	 周裕崴 (9/22)	 陳冠至	陳妏菱	林秀盈 (9/22)	 羅梓炎 (9/30)	 楊靖怡 (9/22)	 羅心愉 (9/30)	 羅偉育 (9/30)	 陳巧菁 (9/30)
	 	 無名氏 (9/30)	 無名氏 (9/30)	 張碧如 (9/22)	 石振輝 (9/22)	 莊秋美 (9/29)	 高菁敏 (9/26)	 吳櫻花 (9/26)	 謝舉泉 (9/26)	 周旭昇 (9/26)
	 	 戴豐田 (9/26)	 黃錦美 (9/29)	 蔡鶴立 (9/26)	 陳佳玲 (9/23)	 陳玟妤 (9/23)	 莊安妮 (9/28)	 歐淑申 (9/25)	 OKGO捐款 (9/17)
	 	 廖建智 (9/12)	 王瑋慈 (9/9)	 鍾孟儒 (9/18)	 王麗雅 (9/18)	 徐淑梅 (9/18)	 楊宛柔 (9/17)	 劉丹 (9/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8)
	 	 徐慧珍 (9/16)	 王國龍 (9/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8)	 劉蕙瑄 (9/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4)	 王怡章 . 王怡慈 (9/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9)	 黃健維 (9/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6)	 林雅莉 (9/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	 劉俊宏 (9/30)
	 	 吳汎真 (9/27)	 方順琳 (9/27)	 江青枝 (9/27)	 陳秉瑞 (9/26)	 張秋鴻 (9/26)	 吳鴻智 (9/25)	 魏豪廷 (9/25)	 梁文瑋 (9/25)	 王儒瑜 (9/24)
	 	 張慶安 (9/24)	 黃士倫 (9/24)	 陳震碩 (9/24)	 鄭秀娥 (9/24)	 王威閎 (9/24)	 藍素梅 (9/23)	 林建智 (9/23)	 呂惠燕 (9/23)	 江青枝 (9/23)
	 	 鬼木恩 (9/22)	 許博凱 (9/22)	 江昱熲 (9/22)	 吳嘉賓 (9/21)	 何英瑋 (9/21)	 劉彤羽 (9/21)	 張凱傑張詠淳 (9/20)	 謝孟勳 (9/19)
	 	 善心人士 (9/19)	 鄭倫伊 (9/18)	 陳郁彬 (9/18)	 林陳滿足 (9/18)	 簡頌祐 (9/15)	 簡塏恩 (9/15)	 謝孟勳 (9/9)
	 	 洪郁荏 (9/8)	 王君証 (9/8)	 蔡曾桂枝 (9/8)	 syuan(9/8)	 poff(9/8)	 brad(9/14)	 賴婉綾 (9/14)	 江青枝 (9/14)	 解竹青 (9/13)
	 	 莊淑惠 (9/13)	 黃明君 (9/12)	 unawang(9/12)	 黃伊翎 (9/12)	 mark(9/11)	 林春賀 (9/11)	 江青枝 (9/11)	 賴仁榤 (9/10)
	 	 王雪紛 (9/10)	 善熙頫熙藜珊 (9/10)	 善心人士 (9/9)	 劉家凱 (9/7)	 陳志維 (9/7)	 林慶忠 (9/7)	 黃勳 (9/7)	 楊怡臻 (9/6)
	 	 蛙家霸窟 (9/6)	 張羽君 (9/6)	 陳志杰 (9/5)	 黃宥晨 (9/5)	 顏玉春 (9/5)	 周峻暐 (9/4)	 江青枝 (9/3)	 龔麗華 (9/3)	 呂厚昆 (9/2)
	 	 涂正胤 (9/2)	 黃鄭惠卿 (9/2)	 張紹楨郭芳妙 (9/2)	 吳嘉和 (9/1)	 廖于善 (9/1)	 陳珍妮 (9/1)	 郭烟玉 (9/1)	 江青枝 (9/1)
	 	 陳凱勳 (9/29)	 陳凱勳 (9/7)	 郭明祥 (9/13)	 郭明祥 (9/5)	 陳炳源 (9/29)	 黃玉鳳 (9/29)	 陳信甫 (9/29)	 邱春南 (9/21)	 曲雪卿 (9/27)
	 	 歐慧蓮 (9/10)	 田家福 (9/10)	 詹嘉琪 (9/12)	 紀博欽 (9/10)	 林媛珍 (9/12)	 黃于芳 (9/1)	 周柏志 (9/17)	 陳靜慈 (9/16)	 毛婷卉 (9/7)
	 	 蔡榮木 (9/22)	 冠億冷凍家具行 (9/6)	 蘇黃珠 (9/17)	 陳佳慧 (9/28)	 莊繹璿 (9/5)	 李宜峰 (9/13)	 林姿吟 (9/5)	 黃映菁 (9/24)
	 	 陳世達 (9/5)	 張博齊 (9/26)	 莊登財 (9/10)	 張晏旎 (9/16)	 歐陽淑珠 (9/18)	 楊竣能 (9/9)	 巫坤浩 (9/6)	 莊雯潔 (9/8)
	 	 韓美芳 (9/11)	 林旻諭 (9/28)	 李訓誠 (9/30)	 邱怡菁 (9/22)	 鄒秉錡 (9/11)	 蔡佳雯 (9/1)	 李翊菱 (9/26)	 黃寶財 (9/3)	 羅惠伶 (9/10)
	 	 何曼慧 (9/21)	 黃宜惠 (9/30)	 闕唐薇 (9/8)	 吳睿塏 (9/8)	 黃家龍 (9/7)	 王士鳴 (9/29)	 陳宥任 (9/24)	 陳宏達 (9/9)	 潘品霓 (9/30)
	 	 溫華苓 (9/29)	 謝來香 (9/6)	 周煜庭 (9/10)	 簡彩年 (9/18)	 陳則瑜 (9/10)	 陳旺標 (9/21)	 曾淑屏 (9/17)	 陳怡潔 (9/2)	 蔡崴昊 (9/19)
	 	 蔡靜娟 (9/29)	 蘇瑩昌 (9/9)	 蔡嘉文 (9/11)	 許懿心 (9/13)	 周思化 (9/16)	 鄧琮璋 (9/22)	 陳麗華 (9/23)	 戴苡蕎 (9/17)	 賴宥澄 (9/6)
	 	 莊俞珍 (9/29)	 柯俞安 (9/8)	 陳淑姿 (9/6)	 黃陳雪昭 (9/27)	 黃威榮 (9/27)	 楊靖怡 (9/27)	 蔣秀蘭 (9/27)	 蕭金玉 (9/27)
	 	 茹毅紅 (9/27)	 陳玉慧 (9/27)	 王禹蓉	王榕萱	王仟鋒 (9/27)	 張靖晨 (9/27)	 黃孟聰 (9/28)	 孫郁淳 (9/28)	 高雄市私立甜甜圈幼兒園 (9/28)
	 	 劉恩甫 (9/28)	 張雅雯 (9/28)	 甘雲霞 (9/27)	 詹惠如 (9/28)	 張凱毓 (9/29)	 孫李愛瑛 (9/29)	 胡采翎 (9/29)	 黃幼湞 (9/30)
	 	 張凱晟	張純瑄 (9/30)	 黎心慈	蔡昆諺 (9/30)	 楊雅婷 (9/30)	 張鈞智 (9/30)	 蔡秉翰 (9/30)	 馬碧桃 (9/30)	 黃榮賢 (9/30)
	 	 張淑慧 (9/30)	 蔡景丞 (9/30)
	 990	 黃武永 (9/30)

72 73

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9/01~2022/09/30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9/01~2022/09/30

	 900	 趙齊昂 (9/7)	 蔡璇如 (9/26)	 洪麗玲 (9/30)	 洪志雄 (9/30)
	 888	 陳映涵 (9/15)	 林照貴 (9/23)
	 880	 李博偉 (9/5)
	 850	 OKGO捐款 (9/11)
	 800	 蘇政泓 (9/6)	 黃群凱 (9/6)	 陳哲憲 (9/6)	 魏楷矜 (9/1)	 高豪志 (9/14)	 鄭美如 (9/15)	 余富敏 (9/15)	 陳秋蘭 (9/15)	 黄琬妤 (9/15)
	 	 趙順強 (9/7)	 李維甯 (9/7)	 李國忠 (9/7)	 趙彤筠 (9/7)	 許芳男 (9/7)	 蔡淑真 (9/19)	 鄧玉梅 (9/7)	 趙貫廷 (9/7)	 許家弘 (9/7)
	 	 許蘇雪悅 (9/7)	 姚委武 (9/12)	 林保仁 (9/20)	 劉東慶 (9/26)	 徐靖祐 (9/20)	 孫蕙菁 (9/14)	 陳秋美 (9/26)	 孫張單 (9/14)	 馬吉購 (9/15)
	 	 李卉滎 (9/15)	 許維倫 (9/22)	 張怡清 (9/2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6)	 雷寧 (9/30)	 楊世宇 (9/13)	 謀魚蝦也蠔餐酒館 (9/29)
	 	 洪明甫 (9/5)	 柳宗成 (9/28)	 郭芊筠 (9/28)	 劉珵沅 (9/28)
	 750	 陳澄霞 (9/20)	 林宗模 (9/20)	 張雁婷 (9/3)
	 700	 張綉春 (9/2)	 善心人士 (9/4)	 江宜梅 (9/2)	 廖姻斐 (9/2)	 洪綺鴻 (9/15)	 石嘉憲 (9/15)	 廖津敏 (9/19)	 黃義盛 (9/13)	 陳君涵 (9/20)
	 	 張清泉	褚麗卿 (9/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8)	 liang88(9/12)	 小魚兒服飾	鄭雅芳 (9/29)
	 660	 周秉濂 (9/20)	 周承葦 (9/20)
	 600	 黃沛驊 (9/1)	 廖宸毅 (9/2)	 葉耿華 (9/2)	 鄭雅君 (9/6)	 張玉明	(9/6)	 李期陽 (9/6)	 陳梅雪 (9/6)	 儲玉媛 (9/6)	 楊淑媛 (9/6)
	 	 吳欣曈 (9/6)	 吳淑靜 (9/6)	 鄭棽如 (9/5)	 林宜君 (9/6)	 傅書賢 (9/8)	 陳俞妏 (9/1)	 周寶賢 (9/1)	 呂欣泰 (9/1)	 黃翊宸 (9/1)
	 	 張芷瑄 (9/1)	 曾嘉祥 (9/1)	 李慧敏 (9/14)	 林勳爵 (9/14)	 陳銀英 (9/14)	 曹馨心 (9/14)	 黃晨語 (9/2)	 黃筠恩 (9/2)	 謝明憲 (9/15)
	 	 卲仲平 (9/3)	 黃禹霏 (9/15)	 黃春景 (9/15)	 賴建行 (9/15)	 曾楷諭 (9/15)	 無名氏 (9/15)	 曾鈺倫 (9/15)	 顧英珍 (9/3)	 卲麒維 (9/3)
	 	 卲芝穎 (9/3)	 蔡博儒 (9/5)	 呂奕穎 (9/6)	 李書婷 (9/15)	 蔡淑敏 (9/6)	 蔡宜珊 (9/7)	 丁琳 (9/8)	 陳雅玲 (9/12)	 林佑聰 (9/13)
	 	 陳俞瑋 (9/12)	 陳澤愷 (9/23)	 蔡依雯 (9/26)	 吳禹潔 (9/26)	 陳瑞玉 (9/26)	 施夙芬	郭昱岑 (9/20)	 王淑靜 (9/20)	 黃國輝 (9/26)
	 	 許安其 (9/26)	 蘇國維 (9/26)	 善心人士 (9/21)	 李偉銘 (9/27)	 吳明獻 (9/16)	 劉欣潔 (9/30)	 陳奇聰 (9/30)	 曾秀珍 (9/20)
	 	 陳桂美 (9/30)	 黃瑞菊 (9/30)	 林敬凱	陳美玉 (9/21)	 林濬智 (9/21)	 溫麗華 (9/21)	 陳俞妏 (9/23)	 莊涵雯 (9/30)	 許庭維 (9/22)
	 	 邱柏皓 (9/22)	 郭家維 (9/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0)	 林廖秀珠 (9/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	 王俊憲 (9/30)	 蔣翌華 (9/26)
	 	 陳其森 (9/25)	 張恩閎 (9/25)	 侯玉聖 (9/22)	 蔡廷威 (9/19)	 馮美惠 (9/18)	 陳韋廷 (9/18)	 吳嘉賓 (9/16)	 吳嘉賓 (9/16)	 善心人士 (9/8)
	 	 善心人士 (9/15)	 廖亦勛 (9/14)	 劉子銓 (9/11)	 吳苡彤 (9/11)	 曾鴻鈞 (9/10)	 潘文雅 (9/9)	 陳瑞杰 (9/7)	 蔡文賢 (9/5)
	 	 鄭育嘉 (9/3)	 諶學儒 (9/6)	 林婷如 (9/29)	 謝昀汝 (9/2)	 謝佳軒 (9/2)	 莊千千 (9/9)	 葉維倫 (9/21)	 吳嘉賓 (9/14)	 高熊俊成 (9/7)
	 	 陳冠茵 (9/17)	 徐曉妃 (9/12)	 李博偉 (9/22)	 林柏文 (9/30)	 莊明麗 (9/9)	 劉敬豐全家福 (9/17)	 連證翔 (9/30)	 陳志杰 (9/13)
	 	 黃善韋 (9/3)	 王惠民 (9/27)	 黃麗華 (9/27)	 彭湘凌 (9/27)	 許文翰 (9/29)	 陳昱璉 (9/30)	 郭于涵 (9/30)	 張芷瑄 (9/30)
	 599	 張雅茹 (9/15)
	 560	 吳昱萱 (9/15)
	 555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9/26)	 廖家弘 (9/19)
	 550	 戴巴股份有限公司 (9/22)
	 528	 路宏平 (9/15)
	 521	 李宇雯 (9/21)
	 520	 簡苡釩 (9/2)	 洪子晴 (9/6)	 沈憶雯 (9/15)	 李沛晨 (9/13)
	 510	 施育憲 (9/29)
	 501	 陳俊廷 (9/6)
	 500	 劉育豪 (9/2)	 俞欣彤 (9/1)	 陳麒安 (9/1)	 蔡逢原 (9/1)	 廖婉喻 (9/1)	 呂允菲 (9/1)	 汪麗娟 (9/2)	 朱馮佑 (9/2)	 林子嘉 (9/2)
	 	 林駿典 (9/2)	 鄭幸宜 (9/2)	 鄭喬芳 (9/2)	 張軒瑋 (9/2)	 吳淑敏 (9/2)	 李麗玉 (9/2)	 楊文凱 (9/2)	 王得中 (9/2)	 王郁雯 (9/2)
	 	 王郁茜 (9/2)	 蔡儀勳 (9/2)	 蔡儀潔 (9/2)	 陳建志 (9/2)	 張歆苡 (9/2)	 楊菀甄 (9/2)	 劉美琪 (9/2)	 陳忠佑 (9/2)	 高健誠 (9/2)
	 	 顏志蕙 (9/2)	 李子晴 (9/2)	 吳譿軒 (9/2)	 李曼駖 (9/2)	 李曜廷 (9/2)	 陳逸君 (9/2)	 王俊凱 (9/2)	 莊璧霞 (9/2)	 黃莉玲 (9/2)
	 	 呂振榮 (9/2)	 陳淑薇 (9/2)	 盛子語 (9/2)	 蕭羽秀 (9/2)	 蕭亦汝 (9/2)	 葉艷屏 (9/1)	 林重義 (9/2)	 陳爾杰 (9/2)	 林艷秋 (9/2)
	 	 林心筠 (9/2)	 賴玟吟 (9/2)	 金玄宮 (9/2)	 王辛翠 (9/2)	 張惠敏 (9/3)	 魏聖洲 (9/6)	 郭又誠 (9/6)	 洪佳純 (9/6)	 林素瑱 (9/6)
	 	 李冠廷 (9/6)	 李冠德 (9/6)	 高亦萱	張耕輔	張語岑 (9/6)	 林心筠 (9/6)	 韓璧雲 (9/6)	 汪祐任 (9/6)	 黃翠芳 (9/6)	 黃昱仁 (9/6)
	 	 盧垠城 (9/6)	 林映君 (9/6)	 陳維中 (9/6)	 陳林澤 (9/6)	 楊思倫 (9/6)	 鄭雅文 (9/6)	 張瑞文 (9/6)	 無名氏 (9/2)	 陳宥任 (9/6)
	 	 戎佳璇 (9/5)	 無名氏 (9/5)	 無名氏 (9/4)	 李東哲 (9/6)	 楊淳米 (9/6)	 沈軒 (9/6)	 張秀娟 (9/6)	 簡華霖 (9/6)	 胡德寬 (9/6)
	 	 邱雅怡 (9/6)	 洪銘傳 (9/6)	 陳蕙珍 (9/6)	 游珍菁 (9/6)	 陳健字 (9/6)	 黃馨諄 (9/6)	 無名氏 (9/7)	 無名氏 (9/11)	 簡慈萱 (9/11)
	 	 周聖翔 (9/10)	 黃怡君 (9/9)	 李侑城 (9/9)	 無名氏 (9/8)	 彭立昀 (9/8)	 善心人士 (9/5)	 吳芳俞 (9/7)	 蕭湧麒 (9/1)	 蕭姿宸 (9/1)
	 	 蔡政廷 (9/1)	 蔡祥辰 (9/1)	 陳怡如 (9/1)	 蕭幃翰 (9/1)	 邱芳姿	郭家偉 (9/1)	 莊庭榛 (9/1)	 蔡玥旻 (9/1)	 黃坤招 (9/1)
	 	 葉啟斌 (9/1)	 君吉實業有限公司 (9/1)	 賴建銘 (9/8)	 蕭柔暄 (9/1)	 廖美玲 (9/1)	 陳冠宇 (9/1)	 胡素貞 (9/1)	 張家禎 (9/1)
	 	 藍若慈 (9/1)	 林秀燕 (9/1)	 張熒珊 (9/1)	 張永萱 (9/1)	 蔡金國 (9/1)	 林亞築 (9/1)	 高詩惟 (9/14)	 陳佳彥 (9/14)	 高振傑 (9/14)
	 	 高詩雅 (9/14)	 陳佳綺 (9/14)	 林小玉 (9/14)	 愛心人士 (9/1)	 莊孟育 (9/1)	 紀美踧 (9/1)	 紀翠華 (9/1)	 羅建華 (9/1)	 羅貞玲 (9/14)
	 	 吳劍進 (9/1)	 潘麗雅 (9/14)	 黃翠萍 (9/14)	 李秋冬 (9/14)	 李依玲 (9/14)	 蘇麗珍 (9/14)	 無名氏 (9/1)	 吳淑玉 (9/14)	 柯宏偉 (9/1)
	 	 郎亞玲 (9/14)	 林佑寯 (9/14)	 黃宏達 (9/14)	 鄭莉芸 (9/14)	 林懿真 (9/1)	 紀耀宗 (9/1)	 蔡馨儀 (9/14)	 陳勁宇 (9/14)	 陳博元 (9/14)
	 	 高琦姝 (9/1)	 梁皓婷 (9/1)	 陳子騰 (9/14)	 林睿勝 (9/14)	 賴玉婷 (9/14)	 楊銘昭	(9/14)	 李品琪 (9/14)	 黃麗雲 (9/2)	 顏朝發 (9/2)
	 	 黃松柏 (9/2)	 陳軍翰 (9/2)	 鄧皚蓮 (9/2)	 賴漢聲 (9/2)	 巫穎翰 (9/2)	 潘國柱 (9/14)	 周宥慧 (9/14)	 許堯卿 (9/2)	 鄭婕妤 (9/2)
	 	 陳金精	蕭國賀	蕭宏宇	蕭加珈	蕭瑩螢	許倍瑜	蕭愃樂	蕭可璇	李宸豪 (9/2)	 林書億 (9/2)	 邱于芾	邱瀚逸 (9/2)	 無名氏 (9/12)
	 	 黃淑惠 (9/14)	 高筱媛 (9/15)	 廖禾豐 (9/15)	 張進益 (9/2)	 王清棋 (9/2)	 傅丰筠 (9/15)	 吳慶隆 (9/15)	 慧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9/14)
	 	 陳奎彰 (9/14)	 陳宥蓁 (9/14)	 郭育秀 (9/14)	 郭以婷 (9/14)	 黃韋嘉 (9/14)	 李牽治 (9/2)	 鄭安妤 (9/2)	 鄭財華 (9/2)	 王慶財 (9/2)
	 	 陳世文 (9/2)	 昱銓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9/2)	 林彩翎 (9/2)	 周永清 (9/2)	 林欣妤 (9/15)	 無名氏 (9/15)	 梅元光 (9/15)	 葉人瑋 (9/5)
	 	 黃俊穎 (9/5)	 吳宗翰 (9/5)	 曾仁志	曾紹哲	曾韋皓	曾晟安	林玫英 (9/5)	 林秀絹 (9/5)	 張淑惠 (9/3)	 李文華 (9/5)	 周佾廷 (9/5)
	 	 洪慧敏 (9/5)	 陸萱 (9/5)	 楊逸飛 (9/15)	 黃芯珮	黃芯薇 (9/5)	 黃凱靖	黃凱羚 (9/5)	 王鈴晴 (9/15)	 張雅粢 (9/15)
	 	 陳宥帆 (9/3)	 葉人豪 (9/5)	 張詠棠 (9/5)	 林峻寬 (9/5)	 倪金蓁 (9/15)	 李裕卿 (9/15)	 黃雅祺 (9/15)	 林俊宏 (9/15)	 陳祈儒 (9/15)
	 	 吳素寬 (9/15)	 吳建彤 (9/15)	 陳秉沅 (9/3)	 關中穎 (9/5)	 黃韋碩 (9/5)	 楊錦喜 (9/5)	 蔡櫻桃 (9/5)	 翁彩琴 (9/5)	 陳一仁 (9/5)
	 	 王怡然 (9/3)	 紀彣欣 (9/5)	 劉士加 (9/5)	 黃嘉國全家(9/5)	楊于嫺 (9/15)	 陳晴惠 (9/15)	 林伊蘋張名廣 (9/15)	 許壽文 (9/15)
	 	 簡君倫 (9/15)	 林啟祥 (9/15)	 無名氏 (9/15)	 洪瑱齋 (9/15)	 陳志宏 (9/15)	 林筱臻 (9/15)	 蘇敏慧 (9/15)	 李采蓁 (9/15)	 曾敏智 (9/15)
	 	 洪瑋蔆 (9/15)	 王柏霖	王博勳 (9/15)	 蔡孟娟 (9/15)	 高淵清 (9/15)	 吳媽曾麗美 (9/15)	 陳金英 (9/15)	 林峻興 (9/15)
	 	 吳姿穎 (9/15)	 鄭美惠 (9/15)	 立欣企業有限公司 (9/15)	 曾千芬 (9/15)	 徐思穎 (9/15)	 陳瓊華 (9/15)	 林科瑋 (9/15)	 官伯釗 (9/15)
	 	 林志奇 (9/15)	 許淑綺 (9/15)	 黃國慶 (9/15)	 郭智軒 (9/15)	 郭智軒 (9/15)	 陳昀姍 (9/15)	 陳若蘋 (9/15)	 郭喬柔 (9/15)	 邱文沖 (9/15)
	 	 林劉來葉 (9/15)	 曾芷柔 (9/15)	 王政惟 (9/15)	 王秀芬 (9/15)	 郭秀玲 (9/15)	 陳安妤 (9/15)	 李怡瑄 (9/15)	 洪筱婷 (9/15)
	 	 蔡宗明 (9/15)	 倪庭恩 (9/15)	 黃惠雯 (9/15)	 連臻一 (9/15)	 楊淑珍 (9/15)	 廖翌辰 (9/15)	 楊嘉齊 (9/15)	 曾姿玉 (9/15)	 楊惟智 (9/15)

	 	 張雅鳳 (9/15)	 温郁卿 (9/15)	 林佑銓 (9/15)	 無名氏 (9/15)	 許文星 (9/15)	 陳意文 (9/15)	 林福海 (9/15)	 林志學 (9/15)	 林志鴻 (9/15)
	 	 林雅玲 (9/15)	 陳寶美 (9/15)	 張錫卿 (9/15)	 游秀玲 (9/15)	 侯雅燕 (9/15)	 陳亦婷 (9/15)	 王凌容 (9/15)	 薛詒菁 (9/15)	 李曉婷 (9/15)
	 	 陳億芬 (9/15)	 錡邑生技有限公司 (9/15)	 温靜如 (9/15)	 朱國良 (9/15)	 孫淑蓉 (9/15)	 黃進興 (9/15)	 葉立瑤 (9/15)	 沈秉郁 (9/15)
	 	 葉泰宏 (9/15)	 陳俊伊 (9/15)	 彭天榮 (9/15)	 張維真 (9/15)	 陳志勇 (9/15)	 康彰巽 (9/15)	 左煒憶 (9/15)	 莊凱茵 (9/15)	 陳保穎 (9/15)
	 	 柯虹伶 (9/15)	 朱孟涵 (9/15)	 湯儒彥 (9/15)	 林彥辰 (9/15)	 古恬禎 (9/15)	 黃幸萍 (9/15)	 劉雪琦 (9/15)	 無名氏 (9/15)	 柳季吟 (9/15)
	 	 蔡瑋 (9/15)	 葉芷均 (9/15)	 賴韋杏 (9/15)	 林庭羽 (9/15)	 黃鈺高 (9/15)	 陳昶仲 (9/15)	 江宜靜 (9/15)	 游福英 (9/15)	 黃裕昇 (9/15)
	 	 王上綸 (9/15)	 謝政育 (9/15)	 劉珍蘭 (9/15)	 李襄綾 (9/15)	 王文助 (9/15)	 曾盛桐 (9/15)	 李淑韻 /李淑瀛 (9/15)	 曹毓苓 (9/15)
	 	 高群報關有限公司 (9/15)	 李宜珠 (9/15)	 曾婉慈 (9/15)	 莊育聖 (9/15)	 廖麗華 (9/15)	 張如億 (9/15)	 張稟旭 (9/15)	 廖滋鐶 (9/15)
	 	 蔡沛恩 (9/15)	 莊懷雲 (9/15)	 林榮良 (9/15)	 林財旺 (9/15)	 陳子卉 (9/15)	 林素炫 (9/15)	 林家慶 (9/15)	 林巧敏 (9/15)	 謝志偉 (9/15)
	 	 陳美瑛 (9/15)	 汪嘉琪 (9/15)	 浠泊淶有限公司 (9/15)	 朱玉禎 (9/15)	 陳幸足 (9/15)	 詹先章 (9/15)	 謝依伶 (9/15)	 無名氏 (9/15)
	 	 周盈君 (9/15)	 吳季隆	(9/15)	 曾敏瑄 (9/15)	 炘銳室內裝修設計 (9/15)	 黃鈺茹 (9/15)	 陳聖文 (9/3)	 江柏翰 (9/12)	 鄧東杰 (9/6)
	 	 無名氏 (9/15)	 楊又諠 (9/14)	 張維聖 (9/14)	 陳靜敏 (9/13)	 張軒荻 (9/13)	 無名氏 (9/13)	 無名氏 (9/12)	 吳明澤 (9/5)	 梁容禎 (9/5)
	 	 黃添修	魏曉梅 (9/5)	 李子成 (9/5)	 曾敏涵 (9/5)	 蔡麗蘭 (9/5)	 許瑞文 (9/5)	 曲妍璇 (9/5)	 陳玉珍 (9/5)	 楊小唯 (9/5)
	 	 張家齊 (9/5)	 吳素珍 (9/6)	 鄭金婷 (9/6)	 任君勝企業有限公司 (9/6)	 蔡英玟 (9/7)	 何雪珍 (9/7)	 郭羽庭 (9/7)	 陳玟伶 (9/7)
	 	 黃崑恭 (9/7)	 彭婷筠 (9/19)	 無名氏 (9/19)	 無名氏 (9/18)	 吳耘澄 (9/18)	 陳棟樑建築師事務所 (9/18)	 林陳美惠 (9/17)
	 	 Yu	Chih	Wu(9/17)	 無名氏 (9/17)	 陳雋安 (9/16)	 陳宗銓 (9/16)	 紀昱任 (9/15)	 陳碧霞 (9/6)	 林祐民 (9/6)	 沈莉媛 (9/6)
	 	 方藝燕 (9/6)	 曾馨儀 (9/6)	 吳華宗 (9/6)	 謝正忠 (9/6)	 鍾治蘇 (9/6)	 游銘棟 (9/6)	 楊玉華 (9/6)	 林說花 (9/6)	 薛富騰 (9/6)
	 	 郭俊宏 (9/7)	 林佳慧 (9/7)	 林憶恬 (9/7)	 吳方順	林凌閠	林宛蓁	吳紀潔	吳宥燊	吳妍霖	張維玲	吳蕓安	吳翊綸 (9/8)	 林欽泉 (9/8)
	 	 郭書鎰 (9/22)	 孫婷婷 (9/8)	 孫娉娉 (9/8)	 林猷盛 (9/7)	 蔡嘉慧 (9/22)	 沈文堅 (9/7)	 倪崧恩 (9/8)	 李佳蓉 (9/8)	 陳淑敏 (9/8)
	 	 張錦梅 (9/8)	 李文富 (9/8)	 劉子豪 (9/8)	 劉俊民 (9/8)	 黃琪沁 (9/8)	 林洧谹 (9/8)	 林翌恩 (9/8)	 郭睿緁 (9/22)	 楊劉美鳳 (9/12)
	 	 莊順程 (9/8)	 張莉筠 (9/8)	 王偉禎 (9/8)	 劉麗美	陳錦祥	劉蔡淑女	陳宣志	陳葦芸 (9/12)	 蕭郁帆 (9/12)	 倪睿妤 (9/8)	 莊瑞賓 (9/8)
	 	 林如川 (9/8)	 王懷慶 (9/12)	 蕭立苹	徐語彤 (9/12)	 黃麗蕙 (9/12)	 蔡惠芬 (9/8)	 高庚鑽	徐怡玲 (9/12)	 蕭雪如 (9/12)
	 	 廖家妙 (9/12)	 涂莉婷 (9/13)	 徐銘澤 (9/13)	 許偉儀 (9/13)	 謝有貴 (9/13)	 林于恭	林于絹	林于敬	陳萮芯 (9/13)	 陳天祐 (9/13)
	 	 邱益桐	白靜麗 (9/13)	 沈子合 (9/13)	 楊順賀 (9/12)	 蕭岳聰 (9/13)	 趙素娟 (9/20)	 楊益銓 (9/12)	 黃廷緯 (9/13)	 翁禎言 (9/20)
	 	 莊仁政 (9/20)	 黃秉豐 (9/13)	 林宏遠 (9/26)	 林怡君 (9/25)	 黃淑雯 (9/25)	 俞孟潔 (9/25)	 黃珮綾 (9/25)	 楊淑珍 (9/23)	 楊美珍 (9/23)
	 	 何書瑜 (9/22)	 蔡欣怡 (9/21)	 葉佩鑫 (9/20)	 楊凱閔 (9/13)	 黃汶霞 (9/20)	 王咏雪 (9/20)	 蔡昇勳 (9/20)	 邱宗瑋 (9/20)	 徐毅宸 (9/20)
	 	 陳秋香 (9/20)	 張君亦 (9/20)	 楊友香 (9/20)	 張志安	黃意惠	張郁慈	張筠汝	張佑民 (9/20)	 林銘宏 (9/20)	 陳澎璇 (9/26)	 陳信威 (9/26)
	 	 張倫戩 (9/26)	 王永哉 (9/26)	 林妍姿 (9/26)	 張新龍 (9/26)	 陳祐祥 (9/20)	 張維蓁 (9/20)	 林郭月 (9/20)	 楊蕎伊 (9/20)	 楊淑安 (9/20)
	 	 周宗頡 (9/20)	 方華生 (9/20)	 李宥蓁 (9/20)	 張晁阜 (9/20)	 蔡雅琳 (9/20)	 葉建邦 (9/26)	 吳美金 (9/26)	 宋浩淵 (9/26)	 張柏松 (9/26)
	 	 施欽閔 (9/26)	 陳帟綸 (9/26)	 陳和慶 (9/26)	 王麒祐 (9/26)	 劉孟杰 (9/20)	 陳品臻 (9/20)	 曾聖媛 (9/20)	 李政哲 (9/20)	 何智瑋 (9/20)
	 	 中翊科技有限公司 (9/20)	 陳豐琳 (9/20)	 黃珮菱 (9/20)	 簡沁睿 (9/15)	 莊文忠 (9/20)	 黃建鈞 (9/20)	 陳宛妤 (9/20)	 張寶珠 (9/20)
	 	 邱理甄 (9/20)	 莊惠雯 (9/20)	 林盈媺 (9/20)	 林毅誠 (9/20)	 陳廷寬 (9/14)	 侯凱騰 (9/14)	 楊碧玉 (9/15)	 高紀芬	謝傢璘	謝傢政 (9/15)
	 	 陳昭宜 (9/15)	 陳秋梅 (9/15)	 蕭潤祺 (9/20)	 黃姸心 (9/20)	 洪祖喨 (9/20)	 李佩珊 (9/20)	 施金賢 (9/20)	 翁慧鈴 (9/20)	 林麗芬 (9/20)
	 	 蘇珮君 (9/20)	 楊菫華 (9/20)	 洪嘉苡 (9/20)	 錢彥蓁 (9/20)	 林旂賢 (9/20)	 郭沐桓 (9/20)	 李欣怡 (9/20)	 李皓鈞 (9/20)	 廖紫婷 (9/20)
	 	 梁彩燕 (9/20)	 戴淑惠 (9/20)	 鄭朱惠文 (9/20)	 王筱涵 (9/20)	 蕭亦翔 (9/20)	 賴予晴 (9/15)	 李芝芸 (9/26)	 簡永昇 (9/15)
	 	 陳瀚元 (9/26)	 張明霞 (9/18)	 張庭宇 (9/15)	 謝昀潔 (9/14)	 游煥霓 (9/26)	 黃哲錦 (9/26)	 蔡玲娟	(9/26)	 蔡立言 (9/26)	 許智涵 (9/26)
	 	 麥凱傑 (9/26)	 莊惠如 (9/26)	 陳品靜 (9/26)	 黎惠玲	(9/26)	 湯泰山 (9/26)	 湯懿庭 (9/26)	 湯懿安 (9/26)	 楊雅茜 (9/26)	 王秀禎 (9/14)
	 	 顏子傑 (9/14)	 陳貴英 (9/26)	 葉明珠 (9/26)	 詹景惠 (9/26)	 蕭建華 (9/14)	 徐實 (9/14)	 林伶 (9/14)	 李彩玉 (9/15)	 簡家豪 (9/15)
	 	 政昌汽修廠	葉奕甫 (9/15)	 黃士權 (9/19)	 顏麗敏 (9/26)	 張庭瑋 (9/15)	 善心人士 (9/19)	 蘇振祥	(9/26)	 盧彥宏 (9/15)
	 	 紀明和 (9/16)	 周金德 (9/16)	 郭素貞 (9/15)	 郭世崇 (9/16)	 蕭柏凱 (9/16)	 朱瑞月 (9/16)	 無名氏 (9/16)	 陳旭佑 (9/16)	 黃名瑞 (9/16)
	 	 宋鳳珍 (9/16)	 王羽瑄 (9/16)	 徐達順	徐田秀英	徐鳳珠	廖傑安	徐其運 (9/17)	 顏志仲 (9/17)	 吳書綺 (9/16)	 柯孟妏 (9/16)	 柯文茜 (9/27)
	 	 無名氏 (9/27)	 曹茗瀚 (9/26)	 吳進財	吳俊德 (9/16)	 蕭慧君 (9/16)	 林忠信 (9/19)	 林冠亨 (9/19)	 林芳瑜 (9/16)	 林哲綸 (9/16)
	 	 李奕其 (9/19)	 唐宜鉅 (9/19)	 吳義南 (9/19)	 林雅敏	蔡克培	蔡克梵 (9/30)	 李焌瑛 (9/30)	 王妙真 (9/30)	 李依潔 (9/30)	 劉國偉 (9/30)
	 	 王智勇	王柏翔 (9/30)	 朱杏花 (9/30)	 魏玉宏 (9/30)	 徐筱涵 (9/30)	 黃琮勝 (9/30)	 周碧霞 (9/30)	 柯瑋宸 (9/30)	 林靜怡 (9/30)
	 	 呂欣	呂佳 (9/19)	 顏秀蓉 (9/30)	 趙永崴 (9/30)	 吳泓治 (9/30)	 葉姿君 (9/30)	 王修筠	王修珩 (9/20)	 吳文平 (9/30)
	 	 李書丞 (9/30)	 陳琡云 (9/30)	 廖昱叡 (9/30)	 周敏華 (9/30)	 廖英智 (9/20)	 吳柏陞 (9/21)	 葉峻安 (9/21)	 李有連 (9/21)	 劉千翡 (9/21)
	 	 吳姵葳 (9/21)	 陳忠桂	張簡秀月 (9/21)	 簡玉屏 (9/21)	 吳佳穎 (9/21)	 甘濠緯 (9/21)	 游亞詩 (9/23)	 游凌軒 (9/23)	 無名氏 (9/29)
	 	 無名氏 (9/28)	 劉育珍 (9/23)	 朱虔儀 (9/22)	 陳敬德 (9/22)	 卓瓊慧 (9/22)	 夏雲霞 (9/26)	 王郁玟 (9/22)	 周昆宜 (9/22)	 游興隆 (9/23)
	 	 許素香 (9/23)	 游雅芳 (9/23)	 游竣逵 (9/23)	 游博丞 (9/23)	 江豐鈦 (9/23)	 王映方 (9/26)	 邱碧東 (9/23)	 趙瑩 (9/23)	 江華瀧 (9/23)
	 	 江翊榕 (9/23)	 健康養生館 (9/23)	 許雅甄 (9/23)	 李晉明 (9/23)	 李芮秦 (9/23)	 李佳家 (9/23)	 吳宜錂 (9/23)	 江懿庭 (9/23)
	 	 曾美蓮	呂慶安 (9/23)	 賴建銘 (9/28)	 邱靖富 (9/26)	 王思云 (9/26)	 胡宗宏 (9/26)	 蕭郁帆 (9/23)	 黃正良	呂曉芬 (9/23)
	 	 陳月嬌 (9/23)	 王玉萍	曹培筠 (9/29)	 OKGO捐款 (9/4)	 OKGO捐款 (9/13)	 OKGO捐款 (9/19)
	 	 OKGO捐款 (9/22)	 OKGO捐款 (9/24)	 蘇家儀 (9/16)	 周玉淇 (9/16)	 周志展 (9/16)	 王湘瑛 (9/17)	 洪兆威 (9/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6)	 李國榕 (9/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7)	 李佳芬 (9/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7)	 陳宏欣 (9/27)	 吳育瑄 (9/1)	 陳廷敬 (9/1)	 陳金石 (9/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7)	 張軒 (9/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	 黃兆立 (9/28)	 陳慧嫺 (9/26)	 程裕權 (9/26)	 簡忠勳 (9/26)	 鄭媛尹 (9/26)
	 	 黃先生 (9/25)	 洪秀玉 (9/24)	 林淑珍 (9/24)	 劉鎮華 (9/24)	 李怡臻 (9/22)	 陳羿樺 (9/21)	 李昀叡 (9/21)	 廖文志 (9/20)	 關光輝 (9/20)
	 	 林加晢 (9/19)	 霹靂顓 (9/19)	 陳慧嫺 (9/19)	 程裕權 (9/19)	 黃宇榛 (9/18)	 張廖沛瀠 (9/16)	 許心浚 (9/16)	 陳盈方 (9/16)
	 	 文評 (9/16)	 吳季東 (9/15)	 劉姿怡 (9/15)	 陳延彰 (9/8)	 馬國賓 (9/8)	 黃禹瑄 (9/15)	 李敏卿 (9/8)	 許文鏵 (9/8)	 吳瑞展 (9/8)
	 	 陳宇凡 (9/7)	 趙詡緁 (9/14)	 吳潔瑩 (9/14)	 周佳瑩 (9/13)	 潘靜芳 (9/13)	 邱宇霆 (9/13)	 許雅芬 (9/12)	 陳慧嫺 (9/12)	 程裕權 (9/12)
	 	 王詠傑 (9/12)	 傅雅嵐 (9/11)	 許鎧琳 (9/11)	 江騏禎 (9/11)	 善心人士 (9/11)	 蔡思婷 (9/10)	 winnie(9/9)	 楊明雄 (9/9)
	 	 李國榕 (9/7)	 鍾兆炎 (9/7)	 李昱嫻 (9/7)	 陳冠華 (9/7)	 鄧琬卉 ( 慈恩 )(9/7)	 曾韋凱 (9/7)	 呂俊賢 (9/7)	 胡祐昌 (9/6)
	 	 陳秀惠 (9/6)	 花素蓮 (9/5)	 李柔蒂 (9/5)	 陳慧嫺 (9/5)	 程裕權 (9/5)	 陳宏昇 (9/5)	 施玫君 (9/4)	 許心怡 (9/3)	 唐兆齊 (9/3)
	 	 戴子勛 (9/3)	 廖育萱 (9/3)	 徐維良 (9/3)	 張敬暐 (9/3)	 趙允晨 (9/2)	 善心人士 (9/1)	 潘莉珺 (9/1)	 莊佳綺 (9/9)	 莊炯森 (9/9)
	 	 黃子瑄 (9/23)	 賴奕廷 (9/29)	 鄭名均 (9/23)	 陳羅彩雲	陳靜文	陳炏明	陳逸樺	陳星儀 (9/29)	 趙名慧 (9/29)	 楊和基 (9/29)	 林文雄 (9/29)
	 	 陳春津	陳盈君	陳宏傑	陳維婷 (9/29)	 謝佑芳 (9/24)	 謝佑芳廖春銘 (9/9)	 杜宜靜 (9/16)	 石妍湘 (9/23)	 温俐婷 (9/23)
	 	 簡苑倩 (9/16)	 呂神柱 (9/4)	 林芮安 (9/21)	 周柏宥 (9/3)	 王維靖 (9/11)	 夏雯娣 (9/2)	 碩霖廣告行銷有限公司 (9/19)	 蔡名蕙 (9/12)
	 	 莊紫絢 (9/10)	 林亭君 (9/25)	 林玉蓮 (9/3)	 傅益通 (9/23)	 呂振嘉 (9/30)	 張翠玉 (9/2)	 邁卿允	Anna	Meyer(9/2)	 梁芷苓 (9/8)
	 	 庸鳳 (9/23)	 謝岳龍 (9/20)	 陳聿崴 (9/26)	 WeTrip(9/21)	 陳永勝 (9/20)	 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6)	 張均亦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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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9/01~2022/09/30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9/01~2022/09/30

	 	 陳碧子 (9/8)	 許志豪 -嚴艾宸 (9/6)	 萌萌 (9/5)	 廖御辰 (9/9)	 張綵恩 (9/4)	 胡自誠 (9/4)	 羅伊茜 (9/1)	 王字凡 (9/9)
	 	 品諺工程有限公司 (9/25)	 邱顯祥 (9/11)	 冒沛晴 (9/16)	 升婕商行 (9/27)	 吳渃馨 (9/20)	 王聰銘 (9/25)	 王文桀 (9/21)
	 	 廖惠如 (9/8)	 楊富穎 (9/12)	 楊彩緹 (9/15)	 曾靜盈 (9/21)	 張樂樂 (9/27)	 皮蛋 (9/14)	 陳琮祺 (9/6)	 林意如 (9/6)	 胡文義 (9/27)
	 	 尤立文 (9/14)	 郭柏成 (9/29)	 何家維 (9/7)	 林晏珊 (9/2)	 謝嘉睿 (9/6)	 蕭妤婕 (9/19)	 李郡庭 (9/24)	 林顥書 (9/9)	 邱郁婷 (9/28)
	 	 林子茵 (9/21)	 陳竑穎 (9/24)	 戴嘉雯 (9/6)	 范宜茹 (9/11)	 李柏憲 (9/13)	 王佳慧 (9/28)	 陳莊碧 (9/20)	 蔡佳翰 (9/17)	 林佑隆 (9/8)
	 	 陳柏傑 (9/25)	 曾月如 (9/27)	 雷昕樺 (9/27)	 張安汯	林秀桃 (9/27)	 盧朝傳 (9/27)	 吳芳珠 (9/27)	 陳立翰 (9/28)	 陳佳雯 (9/28)
	 	 侯宗熙 (9/28)	 侯凱騰 (9/28)	 林錦煌	陳秋蘭 (9/27)	 林品妤 (9/27)	 林孟嫻 (9/27)	 余謝輝 (9/29)	 葉王愛 (9/28)	 楊子乂 (9/29)
	 	 陳桂子 (9/29)	 余毓敏 (9/29)	 張永萱 (9/29)	 盧泳瑞	盧銀田	盧林翠媛	盧宜利 (9/30)	 黃昌川 (9/30)	 梁儀萱 (9/30)	 王偉禎 (9/30)
	 	 陳坤源 (9/30)	 郭寬福 (9/30)	 龔金顧 (9/30)	 邱于芾	邱瀚逸 (9/30)	 柳冠羽 (9/30)	 黃柏綱 (9/30)	 王璿瑋 (9/30)	 黎高興 (9/30)
	 	 徐文曾 (9/30)	 莊孟育 (9/30)	 楊瓊雅 (9/30)
	 450	 陳俞臻 (9/15)	 張文承 (9/15)	 張力文 (9/15)	 郭承鑫 (9/9)
	 416	 高宥縈 (9/15)
	 412	 鄔一凡 (9/19)
	 400	 黃麗燕 (9/2)	 劉振貴	孫月桃	劉家穎	劉睿豐 (9/2)	 張維真 (9/2)	 楊世民	楊承翰	楊采于	鄭夙玲 (9/2)	 紀龍年 (9/1)
	 	 紀佩汾 (9/1)	 紀良育 (9/1)	 林立軒 (9/1)	 潘樹凰 (9/1)	 李鈺仁 (9/1)	 陳怡臻 (9/1)	 李鈺泉 (9/1)	 戴智子	林瑞哲 (9/5)
	 	 李子安	李健治 (9/5)	 吳承徽 (9/15)	 林鈺玶 (9/15)	 許敬忠 (9/15)	 吳品樺 (9/15)	 周曉藝 (9/15)	 周玉雲 (9/6)	 黃俊盛 (9/26)
	 	 張國鐘 (9/20)	 蕭淑薇 (9/20)	 鄧學梅	林瑄珮	周塏庭	周麟瑋 (9/15)	 王瑜 (9/26)	 陳明宗 (9/16)	 蔡伯鴻	蔡伯隴 (9/19)
	 	 李鈺仁 (9/20)	 李鈺泉 (9/20)	 黃露億 (9/20)	 翁霈琪 (9/21)	 翁瑋婷 (9/21)	 翁霈蓉 (9/21)	 沈秀連 (9/21)	 鐘朝鵬 (9/23)	 鐘梁榴 (9/23)
	 	 林怡君 (9/24)	 林世昌 (9/24)	 林品亦 (9/24)	 林宸漢 (9/24)	 OKGO捐款 (9/9)	 丁書齡 (9/17)	 石崇佑 (9/16)	 王淑慧 (9/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	 林玉青 (9/20)	 張爗 (9/14)	 李美紅 (9/29)	 邱春南 (9/20)	 謝佑芳 (9/17)	 陳國元 (9/30)	 黃彥喬 (9/13)
	 	 黃俊凱 (9/3)	 邱健桓 (9/27)	 陳瑞宗 (9/27)	 黃鼎中 (9/28)	 黃志誠 (9/28)	 張貴雅 (9/28)	 潘樹凰 (9/30)
	 380	 林宥竹 (9/6)
	 360	 陳秀琳 (9/14)	 翁晧原 (9/15)
	 350	 楊美棻 (9/2)	 陳俞瑾 (9/1)	 溫惠燕 (9/1)	 陳奕霏 (9/1)	 陳玨瑞 (9/1)	 林宸如 (9/15)	 溫惠燕 (9/23)	 陳奕霏 (9/23)	 陳俞瑾 (9/23)
	 	 陳玨瑞 (9/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3)	 楊珮瑩 (9/24)
	 345	 陸軍專科學校 (9/7)
	 333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9/26)
	 321	 劉馥嘉 (9/15)
	 315	 游秋敏 (9/1)	 蘇冠臻 (9/6)	 張辰全 (9/6)
	 300	 蔡睿璟 (9/2)	 陳又菱 (9/2)	 孫旻穗 (9/2)	 陳怡如 (9/1)	 趙俞芳 (9/2)	 謝禾軒 (9/2)	 施宥歆 (9/2)	 蕭羽珊	蕭偉倫 (9/1)
	 	 陳禹潔 (9/4)	 兒童癌症 (9/4)	 陳世欽 (9/2)	 王重明 (9/6)	 鍾家貽 (9/6)	 温灝騰 (9/6)	 張可妡 (9/6)	 詹鳳美 (9/6)	 古文進 (9/6)
	 	 王怡婷 (9/6)	 王如婷 (9/6)	 黃冠哲 (9/6)	 吳華銳 (9/6)	 胡嘉俊 (9/6)	 張弘毅 (9/3)	 善心人士 (9/10)	 林宇彤 (9/11)
	 	 陳惠真	邱冠芳	邱姝軒 (9/1)	 林翠華 (9/1)	 姜麗幸 (9/14)	 徐婕麗 (9/14)	 徐子晴 (9/14)	 徐丞皜 (9/14)	 李國銘 (9/1)	 王春桃 (9/14)
	 	 梁傢鳳 (9/1)	 曲妤庭 (9/1)	 孫益僑 (9/1)	 陳志松 (9/1)	 余昌勳 (9/14)	 吳基全 (9/14)	 林謙佑 (9/14)	 李緯吟 (9/14)	 温誌群 (9/14)
	 	 林鈺庭 (9/2)	 蔡信錐 (9/2)	 袁三梅 (9/1)	 郭美英 (9/14)	 鄭宥熏 (9/14)	 劉建文 (9/2)	 王巒騰 (9/15)	 鄭雅文 (9/14)	 簡麗鳳 (9/14)
	 	 鄭琇霞 (9/14)	 曾敏瑄 (9/14)	 呂坤城	呂佩玲	楊瑤玲 (9/2)	 韓錫民 (9/2)	 陳美雪 (9/2)	 侯秉科 (9/5)	 陳鋒蒔 (9/5)	 郭金蓮 (9/5)
	 	 宋泉叡 (9/5)	 陳顏腰 (9/5)	 陳保林 (9/5)	 蕭信良 (9/5)	 無名氏 (9/15)	 柯文茜 (9/15)	 柯玉如 (9/15)	 唐筱雯 (9/15)	 章玲琪 (9/15)
	 	 邱于庭 (9/5)	 倪惠軒 (9/5)	 李怡婷 (9/15)	 廖惠萱 (9/15)	 無名氏 (9/15)	 陳美華 (9/15)	 方龍偉 (9/15)	 王端勇 (9/15)	 菰玉雲 (9/15)
	 	 周定澤 (9/15)	 梁斐伊 (9/15)	 陳佳君 (9/15)	 張庭甄 (9/15)	 林廷熹 (9/15)	 許皎慧 (9/15)	 何撒拉 (9/15)	 無名氏 (9/15)	 張世墩 (9/15)
	 	 何家賢 (9/15)	 何恩 (9/15)	 何戎 (9/15)	 陳洪美珍 (9/15)	 董芝妤 (9/15)	 蕭伊夆 (9/15)	 李淑雯 (9/15)	 金煜恩	(9/15)
	 	 黃世昌 (9/15)	 周芃萱 (9/15)	 黃羿惠 (9/15)	 朱亭語 (9/15)	 鄭淑蕙 (9/15)	 劉子瑄 (9/15)	 曾怡欣 (9/15)	 安後得 (9/15)	 賴品妍 (9/15)
	 	 無名氏 (9/15)	 許盈盈 (9/15)	 王之承 (9/15)	 無名氏 (9/15)	 陳云媗 (9/15)	 謝靜芬 (9/15)	 無名氏 (9/15)	 林恆宇 (9/15)	 黃綉雯 (9/15)
	 	 李佳潔 (9/15)	 張偉哲 (9/15)	 無名氏 (9/15)	 顏文華 (9/15)	 歐陽雅鈴 (9/15)	 黃裕家 (9/15)	 陳宏銘 (9/15)	 黃梓晴 (9/15)
	 	 黃建達 (9/15)	 葉歐綉琴 (9/8)	 葉文秀 (9/8)	 葉榮宗 (9/7)	 李佳玲 (9/15)	 劉知言 (9/13)	 陳慧菁 (9/6)	 陳宏慈 (9/6)	 林重佑 (9/6)
	 	 林彥廷 (9/6)	 蘇鈺祐	蘇千惠	連家華	蘇正竹 (9/6)	 唐文斌 (9/7)	 吳紀潔 (9/8)	 吳妍霖 (9/8)	 吳蕓安 (9/8)	 劉亦瑄 (9/7)
	 	 吳永舒 (9/7)	 黃楷傑 (9/19)	 無名氏 (9/5)	 廖麗玉 (9/5)	 郭芳伶 (9/19)	 黃章溢 (9/19)	 陳勇志 (9/19)	 何彥勳 (9/5)	 楊惠婷 (9/5)
	 	 廖英汝 (9/6)	 楊碧芬 (9/6)	 鄒佾恩 (9/6)	 育大林工坊 (9/6)	 汪敬鈞 (9/7)	 吳宥燊 (9/8)	 林宛蓁 (9/8)	 李佳澐 (9/8)
	 	 李淯紘 (9/8)	 李淯安 (9/8)	 俞雲 (9/8)	 江偉菖 (9/8)	 王怡芳 (9/8)	 吳翊綸 (9/8)	 張維玲 (9/8)	 林聖富 (9/8)	 顏志誠 (9/8)
	 	 李佩儒 (9/8)	 連倚瀅 (9/8)	 李鎮福 (9/8)	 林凌閏 (9/8)	 李瑋宸 (9/8)	 杜姸蓁 (9/8)	 鍾秋美 (9/8)	 張子宸 (9/12)	 李鎮福 (9/8)
	 	 周春美	王紹維	王姿云 (9/12)	 蕭長沛 (9/12)	 施阿淑 (9/13)	 簡石庚 (9/20)	 馬星妤 (9/20)	 林淑華 (9/20)	 劉知言 (9/24)	 林亮吟 (9/13)
	 	 謝欣炘 (9/13)	 楊舒媛 (9/20)	 尤雅玲 (9/26)	 鄭惟庭 (9/26)	 徐振唐 (9/20)	 徐崇凱 (9/20)	 周忠富 (9/20)	 周椿騰 (9/20)	 陳慧頤 (9/20)
	 	 吳亮吟 (9/26)	 鄭玉琦 (9/26)	 林順 (9/26)	 陳良演 (9/26)	 邱美雪 (9/20)	 劉莉莉 (9/26)	 郭奕瓊	宋沛帆 (9/26)	 謝丞皓 (9/20)
	 	 林燦宇 (9/20)	 黎秀妍 (9/20)	 王婷柔 (9/20)	 吳慧美 (9/20)	 劉家潔 (9/20)	 蕭仲庭 (9/20)	 蕭仲庭 (9/20)	 柯文朱 (9/20)	 蕭靖澂 (9/20)
	 	 馮惠娩 (9/20)	 楊承翰 (9/14)	 馬萬青 (9/20)	 顏秀芬 (9/20)	 陳柏蓉 (9/20)	 楊祺生 (9/20)	 楊采婕 (9/20)	 楊莞筠 (9/20)	 許家逢 (9/20)
	 	 許詠程 (9/20)	 曾玉雯 (9/20)	 梁聖亞 (9/20)	 吳麗芬 (9/23)	 蘇冠丞 (9/26)	 楊信桂 (9/26)	 施淑芬 (9/26)	 黃芃甄 (9/26)	 李澤翔 (9/26)
	 	 黃柏淯 (9/14)	 張騰元 (9/14)	 李美玉 (9/26)	 余秉芮 (9/26)	 葉春美 (9/26)	 劉和綸 (9/26)	 李美琴 (9/14)	 鄭乃瑜 (9/14)	 莊 BABY(9/14)
	 	 張家華	張家甄	張家郡 (9/14)	 王鑫泉 (9/14)	 陳彥白 (9/14)	 楊淑仙	楊官智	黃鼎傑 (9/14)	 蘇姿卉 (9/26)	 林泓志	陳宛玲	林晨宇 (9/15)
	 	 葉昱婷 (9/15)	 吳沛璇 (9/16)	 陳秀琴 (9/27)	 葉軒甫	葉晏廷 (9/19)	 陳威州 (9/19)	 羅鄭旭芳 (9/19)	 張喬茵 (9/30)
	 	 崔立潔 (9/30)	 鄭淇庭 (9/30)	 陳萱倚 (9/30)	 陳柏融 (9/30)	 林柏清 (9/20)	 林蘇秋蘭 (9/20)	 吳政翰 (9/30)	 曾碧姿 (9/30)
	 	 黃珮雯 (9/30)	 翁書傑 (9/30)	 郭江月娥 (9/30)	 蘇桂滿 (9/20)	 鐘月香 (9/21)	 陳和源 (9/21)	 鄭秀美 (9/21)	 陳輝 (9/21)
	 	 高育筑 (9/21)	 葉財源	葉蘇麗霞 (9/21)	 無名氏 (9/28)	 林湘昀 (9/30)	 陳之蓮	陳敬文 (9/23)	 周毓滿 (9/23)	 江宓怡 (9/23)
	 	 鍾芯誼 (9/26)	 謝政倫 (9/26)	 黃德馨 (9/26)	 陳麗淑 (9/26)	 韓德瑋 (9/26)	 徐玥禛 (9/26)	 OKGO捐款 (9/5)	 廖建智 (9/18)
	 	 廖建智 (9/10)	 王蕙珍 (9/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3)	 陳至辰 (9/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9)	 林廖秀珠 (9/24)	 林廖秀珠 (9/29)	 廖建智 (9/2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
	 	 呂威德 (9/29)	 呂威德 (9/29)	 蘇鈺凱 (9/29)	 黃建榮 (9/28)	 彭鴻文 (9/27)	 yumi(9/25)	 曾子瑄 (9/25)	 林群皓 (9/24)	 周佳瑩 (9/23)
	 	 善心人士 (9/23)	 卓其賢 (9/23)	 黃信維 (9/23)	 蘇小姐 (9/19)	 張詠隆 (9/18)	 楊世丞 (9/18)	 善心人士 (9/16)
	 	 周佳瑩 (9/15)	 林洛希 (9/9)	 黃孟雄 (9/8)	 陳榮華 (9/7)	 王耀逸 (9/15)	 翁珮瑜 (9/14)	 劉家凱 (9/12)	 王李文馨 (9/12)
	 	 王天龍 (9/12)	 王淑妃 (9/11)	 王宇彰 (9/10)	 黃淑如 (9/10)	 黃茜郁陳秀花黃韋巖黃岑珮 (9/9)	 杜亦翔 (9/7)	 沈忠祈 (9/6)
	 	 張景星 (9/6)	 翁昀陞 (9/6)	 陳勇雄 (9/6)	 蔡佩儒 (9/5)	 王婉玲 (9/5)	 彭秀珠 (9/5)	 鄭凱澤 (9/5)	 施宥榛 (9/5)	 李慧涓 (9/4)
	 	 張錦源 (9/3)	 廖詠宸 (9/3)	 黃曾秀足 (9/2)	 楊先弘 (9/2)	 黃佳莉 (9/1)	 劉郁瑄 (9/1)	 許紹信 (9/1)	 黃義宏 (9/28)	 陳慧菁 (9/29)

	 	 邱春南 (9/3)	 駱羿萱 (9/9)	 黃品謙 (9/16)	 張何菊珠 (9/2)	 立仁國小六年丁班 (9/26)	 立仁國小六丁年班 (9/1)	 洪采婕 (9/13)
	 	 蔡兆偉 (9/6)	 洪玉萍 (9/21)	 杜耀楠 (9/27)	 柯良玉 (9/1)	 林昶安 (9/30)	 黃子珍 (9/22)	 楊澔昕 (9/26)	 柯俊河 (9/11)	 邱婷婷 (9/29)
	 	 張振南 (9/4)	 林啟鎮 (9/5)	 高菁雲 (9/5)	 賴郁璇 (9/15)	 曾清海 (9/23)	 劉進誠 (9/23)	 劉愛卿 (9/15)	 朱紫瑜 (9/10)	 彭俊航 (9/23)
	 	 羅桂媚媚 (9/12)	 陳宜蓁 (9/4)	 何東昇 (9/15)	 陳若瑜 (9/7)	 陳宥任 (9/7)	 王怡婷 (9/27)	 周郁蕙 (9/18)	 沈裕政 (9/15)
	 	 李婉瑄 (9/9)	 鄧秉誠 (9/21)	 吳佑賢 (9/26)	 張均宇 (9/18)	 李俞蓁 (9/22)	 饒可俞 (9/4)	 sanchie(9/25)	 黃舒琳 (9/9)	 梁友蓉 (9/20)
	 	 梁技龍 (9/12)	 陳鋒蒔 (9/27)	 劉月鳳 (9/27)	 蔡明宏 (9/27)	 鄭乃瑜 (9/28)	 張翁珠 (9/28)	 洪苙哲 (9/28)	 閻秋燕 (9/29)	 周玉梅 (9/29)
	 	 育大林工坊 (9/29)	 陳聖鑫 (9/30)	 蔡宗杰 (9/30)	 葉靜瑜 (9/30)	 賴錦華 (9/30)	 袁三梅 (9/30)	 蔡鋌鏵 (9/30)	 蔡添貴 (9/30)
	 	 陳源榮 (9/30)
	 280	 陳威州 (9/8)	 洪中 (9/13)
	 26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3)
	 258	 林淑貞 (9/14)	 葉峻豪 (9/15)
	 250	 楊嬿鈴 (9/6)	 王孝瑀 (9/1)	 張美蘭 (9/1)	 李美杏 (9/1)	 陳隆佑 (9/1)	 蔡錫坤 (9/1)	 呂浩維 (9/14)	 蔡宗旻 (9/15)	 涂良憲 (9/3)
	 	 黃品恩 (9/15)	 無名氏 (9/15)	 陳柏憲 (9/6)	 陳子祥 (9/6)	 鄭維雄 (9/12)	 林敬傑 (9/20)	 陳嘉樂 (9/15)	 李豐昌 (9/26)	 陳韋翰 (9/15)
	 	 陳盈君 (9/15)	 陳慶鴻 (9/15)	 林家歆 (9/16)	 林金玲 (9/16)	 李靆鎂 (9/21)	 陳相伊 (9/26)	 郭家碧 (9/22)	 張景鈜 (9/23)	 陳芃樺 (9/5)
	 	 找餐店林森店 (9/20)	 官毅弘 (9/26)	 李濠副 (9/14)	 王柏元 (9/22)	 劉瑞祥 (9/18)
	 248	 施育憲 (9/12)
	 222	 蘇文芊 (9/14)	 無名氏 (9/15)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9/26)	 黃萬益	黃富翔	黃禾崴	楊瓊琳	黃禾媗	陳婉貞 (9/26)
	 220	 陳威州 (9/1)
	 218	 高天輝 (9/5)
	 216	 高瑜君 (9/5)	 高于凱 (9/5)	 黃檍璿 (9/5)
	 200	 無名氏 (9/1)	 盧亮妤 (9/1)	 吳慧燕 (9/2)	 何榮賜 (9/2)	 陳沛涔 (9/2)	 李淑玲 (9/2)	 張靜智 (9/2)	 幫助低收入者 (9/5)
	 	 許雅華 (9/2)	 蔡宜秀 (9/2)	 郭莉庭 (9/2)	 鄧宇皓 (9/2)	 鄧宇軒 (9/2)	 王梓丞 (9/5)	 蔡卓錚 (9/6)	 卓浩瑋 (9/6)	 陳秀限 (9/6)
	 	 張益旗 (9/4)	 蕭燕琳 (9/1)	 溫雅茹 (9/5)	 陳俊樺 (9/5)	 阮筱蓉 (9/6)	 蔡鎮謙 (9/6)	 無名氏 (9/6)	 吳凱菁 (9/12)	 蔡淑評 (9/7)
	 	 陳品蓁 (9/11)	 無名氏 (9/9)	 蔡詩穎 (9/3)	 陳品伃 (9/1)	 林中仁 (9/1)	 劉貞伶 (9/1)	 林家萱 (9/1)	 曾俊冠 (9/14)	 林貽仁 (9/1)
	 	 楊佳鳳 (9/1)	 許志瑋	吳亭儀 (9/1)	 楊關安 (9/1)	 黃博榮 (9/1)	 謝昀諺 (9/14)	 曲許秋引 (9/1)	 蕭少宏 (9/14)	 湯湘華 (9/14)
	 	 劉威廷 (9/2)	 曲大中 (9/1)	 呂嬋娟 (9/1)	 陳裕承 (9/1)	 莊宜璇 (9/15)	 陳宥伊 (9/15)	 謝佳蓉 (9/15)	 周葦綺 (9/15)	 賴秀禎 (9/15)
	 	 欒芊寶 (9/14)	 徐秋如 (9/14)	 賴靜瑜	林志南 (9/14)	 林翰呈 (9/14)	 戚鼎榮 (9/2)	 徐雅莉 (9/5)	 林美娟 (9/5)	 楊蕙瑀 (9/15)
	 	 黃晶皓	黃清霞 (9/5)	 無名氏 (9/15)	 許智傑 (9/5)	 余瑞金 (9/5)	 李品妤 (9/5)	 胡天旗 (9/5)	 陳羽潔 (9/15)	 無名氏 (9/15)
	 	 何遂裕 (9/15)	 陳右珊 (9/15)	 許小薇 (9/15)	 李語璇 (9/5)	 王盈斌 (9/3)	 許民瑄 (9/5)	 陳威霖 (9/15)	 吳柏燁 (9/15)	 楊晏萍 (9/15)
	 	 傅馨怡 (9/15)	 詹唐威 (9/15)	 郭嘉欣 (9/15)	 江雨珊	陳舒婷 (9/15)	 連少紋 (9/15)	 洪油山 (9/15)	 無名氏 (9/15)	 沈紋如 (9/15)
	 	 無名氏 (9/15)	 萬美媛 (9/15)	 賴姵璇 (9/15)	 陳芊羽 (9/15)	 濮亞莉 (9/15)	 黃馨誼 (9/15)	 黃建豪 (9/15)	 無名氏 (9/15)	 邱慧娟 (9/15)
	 	 李雅微 (9/15)	 馮琪茵 (9/15)	 蔡佳芳 (9/15)	 許允霏 (9/15)	 陳雪愉 (9/15)	 傅丹謙 (9/15)	 高瑞霞 (9/15)	 林佩潔 (9/15)	 邱玉萍 (9/15)
	 	 蔡丞勛 (9/15)	 郭金玉 (9/15)	 彭伊筠 (9/15)	 柯秀娟 (9/15)	 黃重輝 (9/15)	 無名氏 (9/15)	 蘇宥楨 (9/15)	 莊雅淇 (9/15)	 陳美碧 (9/15)
	 	 顏守駿 (9/15)	 李湘蓉 (9/15)	 張國榮 (9/15)	 陳育澍 (9/15)	 林蕙君 (9/15)	 吳沛穎 (9/15)	 李靜怡 (9/15)	 陳于毅 (9/15)	 陳彥儒 (9/15)
	 	 侯施帆 (9/15)	 吳睿澤 (9/15)	 林美伶 (9/15)	 劉桂苓 (9/15)	 許慈玲 (9/15)	 洪子翔 (9/15)	 顏名妤 (9/15)	 黃淑鈴 (9/15)	 李伊琁 (9/15)
	 	 潘美鳳 (9/15)	 黃貞寶 (9/15)	 張書瑜 (9/15)	 吳敬揚 (9/15)	 陳乙晴 (9/15)	 高睿晨 (9/15)	 陳怡安 (9/15)	 孫錦堂	黃鈺婷	邱奕祺 (9/15)
	 	 邱伊辰 (9/15)	 鄭雅玫 (9/15)	 劉俞君 (9/15)	 張家鳳 (9/15)	 王姿文 (9/15)	 王怡瑾 (9/15)	 蔡淑茹 (9/15)	 陳彥州 (9/15)	 黃漢武 (9/15)
	 	 徐梓洋 (9/15)	 黃慧瑜 (9/15)	 呂西村 (9/15)	 楊秀昱 (9/15)	 無名氏 (9/15)	 無名氏 (9/15)	 李一玄 (9/15)	 賴怡璇 (9/15)	 邵郁婷 (9/15)
	 	 簡宏峻 (9/15)	 呂宥澄 (9/15)	 林泓毅 (9/15)	 方羚 (9/15)	 林昇諒 (9/15)	 (9/15)	 許慧萍 (9/15)	 李詩芸 (9/15)	 無名氏 (9/15)
	 	 鄭珈圩 (9/15)	 顧啟輝 (9/3)	 林德勝 (9/6)	 林宥廷 (9/15)	 林煌期 (9/15)	 陳宥綸 (9/15)	 無名氏 (9/15)	 許馨云 (9/13)	 許恆碩 (9/13)
	 	 許丰蘅 (9/5)	 李羿萱	李柏翰 (9/5)	 廖韋綸 (9/5)	 鄭明勝 (9/5)	 李皓仟	小朋友 (9/6)	 顏灼巧 (9/6)	 蔡秀琴 (9/6)
	 	 林守民 (9/6)	 林祐進 (9/6)	 顏民恩 (9/6)	 善心人士 (9/6)	 賴佑承 (9/7)	 賴佩佳 (9/7)	 賴佩君 (9/7)	 陳昱澍 (9/7)	 陳紀諳 (9/7)
	 	 黃呈豪 (9/6)	 江科論 (9/6)	 陳一誠 (9/6)	 余建良 (9/6)	 無名氏 (9/20)	 李文忠	邱蕙萍 (9/5)	 曲淑君 (9/5)	 張玉薇 (9/19)
	 	 高瑞霞 (9/19)	 李惠禎 (9/19)	 顧恬安 (9/18)	 無名氏 (9/16)	 林其莉 (9/6)	 吳佩蓮 (9/6)	 林其煜 (9/6)	 程芳芝 (9/6)	 黃禹碩 (9/6)
	 	 江冠勛 (9/6)	 賴佩怡 (9/7)	 陳柔安 (9/6)	 李炘諺 (9/7)	 李釩溱 (9/8)	 林佩穎 (9/8)	 陳得君 (9/8)	 邱王寶月 (9/8)	 陳謙祐 (9/8)
	 	 林亮均 (9/8)	 洪素珠 (9/12)	 黃璿霖 (9/12)	 姚永地 (9/12)	 江世豪 (9/12)	 魏秀玲 (9/8)	 候沛玲 (9/8)	 周秀蓁 (9/8)	 林品宏 (9/8)
	 	 林浩正 (9/8)	 林亮宇 (9/8)	 邱王寶月 (9/8)	 魏秀芬 (9/8)	 盧少謙 (9/8)	 張晏寧 (9/8)	 周佳樺 (9/13)	 林宛靜 (9/13)	 王美娟 (9/13)
	 	 張兆傑	張兆翔	張秀葉	賴淑芬 (9/13)	 張逸夫 (9/13)	 靳文華 (9/12)	 簡建忠	楊素蘭 (9/12)	 利聖輝 (9/20)	 陳靜美 (9/12)
	 	 方琮彬 (9/12)	 徐玟庭 (9/20)	 鍾牡丹 (9/13)	 李佳蓮 (9/13)	 黃筱雯 (9/26)	 李玉環 (9/13)	 劉霽穎 (9/13)	 蔡淑茹 (9/23)	 陳彥州 (9/23)
	 	 陳彥霖 (9/23)	 許峯瑞 (9/20)	 邱淑菡 (9/20)	 林莉莎 (9/20)	 周宇祥 (9/20)	 黃建樺	蕭愛務 (9/20)	 游明祥 (9/26)	 王蓁儀 (9/20)
	 	 江怡慧 (9/26)	 李美瑤 (9/20)	 陳台彬 (9/20)	 唐美雲 (9/20)	 廖羿囷 (9/20)	 周芷菥 (9/20)	 周如婉 (9/20)	 周俐妘 (9/26)	 吳雅惠 (9/26)
	 	 田麗霞 (9/26)	 郭奕瓊	宋沛帆 (9/26)	 賴伊屏 (9/20)	 周雅鈴 (9/20)	 周琴鶯 (9/20)	 蕭凱駿 (9/15)	 蕭睿辰 (9/15)	 蔡啟聰 (9/20)
	 	 吳俊杰 (9/20)	 郭孟君 (9/20)	 郭孟真 (9/20)	 蔡永晟 (9/20)	 林燕 (9/20)	 黃楷元 (9/20)	 王郁芬 (9/20)	 張聖明 (9/20)	 許芊莎 (9/20)
	 	 曾云柔 (9/20)	 洪宥稜 (9/20)	 林美惠 (9/15)	 蕭博豪 (9/15)	 張少宏 (9/20)	 林玉茹 (9/20)	 郭長盛 (9/20)	 陳美蓮 (9/20)	 許淵宏 (9/20)
	 	 陳宥程 (9/20)	 涂英惠 (9/20)	 張凱崴 (9/20)	 侯燕昭 (9/20)	 侯品菁 (9/20)	 林瓊紅 (9/20)	 呂嘉益 (9/15)	 善心人士 (9/25)
	 	 侯冠佑 (9/15)	 李俞蓁 (9/14)	 陳玉真 (9/26)	 宋回祐 (9/14)	 張有筌 (9/14)	 洪啟倫 (9/26)	 郭芊筠 (9/26)	 林錦坤 (9/14)	 簡靖晏 (9/14)
	 	 張智泓 (9/14)	 吳明璋 (9/14)	 廖柏豪 (9/14)	 蕭木榮 (9/15)	 吳宇君 (9/15)	 蕭睿廷 (9/15)	 侯志賢 (9/15)	 蕭毓玲 (9/15)	 侯宜彤 (9/15)
	 	 陳國偉 (9/16)	 陳順茂 (9/16)	 陳柯秀美 (9/16)	 蘇美珍 (9/16)	 杜天財	杜林美娥 (9/16)	 梁菽茹 (9/16)	 陳治國 (9/17)
	 	 利念玲 (9/27)	 李賢德 (9/19)	 陳禹穎 (9/16)	 陳玟晴 (9/16)	 張進慧 (9/19)	 李欣融 (9/19)	 李崨瑞 (9/19)	 李幸霖 (9/19)	 吳育耆 (9/19)
	 	 吳承軒 (9/19)	 吳佳瑼 (9/19)	 簡佳誼 (9/19)	 韓有綱 (9/19)	 吳育儒 (9/19)	 史濟能 (9/30)	 魏永吉 (9/16)	 蔡向懿 (9/30)	 洪佩珊 (9/30)
	 	 黃美媛 (9/30)	 劉杏枝 (9/30)	 林佑聰 (9/20)	 卜建威 (9/30)	 張嘉霖 (9/30)	 黃淳意 (9/30)	 劉佩儒 (9/30)	 李盈庭 (9/30)	 林恩宇 (9/20)
	 	 張瓈尹 (9/20)	 黃樂樂	福星小樂樂 (9/20)	 顏富美 (9/20)	 李淑煖 (9/30)	 林韋彤 (9/20)	 周佳樺 (9/20)	 林宛靜 (9/20)	 顏忠義 (9/20)
	 	 黃楨琇 (9/21)	 林順意 (9/21)	 林倩儀 (9/21)	 翁進添 (9/21)	 翁玉樺 (9/21)	 翁玉靜 (9/21)	 江美春 (9/21)	 王湘涵 (9/21)	 林哲勤 (9/21)
	 	 劉龍珠 (9/21)	 吳素赺 (9/22)	 劉玉華 (9/22)	 陳建洲 (9/22)	 陳建洲 (9/22)	 林玟廷 (9/22)	 曹蕙蓁 (9/26)	 曾紀孜 (9/22)	 陳麗文 (9/22)
	 	 蔡佩蓁 (9/22)	 陳禹豪 (9/22)	 陳俊宏 (9/22)	 陳崴煬 (9/22)	 陳威誌 (9/22)	 陳雅淑 (9/22)	 張瑜軒 (9/22)	 林玟圻 (9/22)	 陳耀嘉 (9/23)
	 	 呂明秀 (9/23)	 蘇品瑄 (9/26)	 林靜美 (9/26)	 蘇裕勝 (9/26)	 林文一 (9/26)	 方世惠 (9/26)	 林函怡 (9/23)	 林晉維 (9/26)	 鄭淑貞 (9/26)
	 	 林晉豪 (9/26)	 王凱翔 (9/29)	 歐清富 (9/25)	 OKGO捐款 (9/8)	 OKGO捐款 (9/12)	 OKGO捐款 (9/23)
	 	 OKGO捐款 (9/28)	 陳偉玲 (9/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30)	 王明群 (9/17)	 甘子慶 (9/17)	 姚姓人士 (9/17)
	 	 陳聖龍 (9/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7)
	 	 陳綵希 (9/17)	 張韡鏻 (9/16)	 甘子慶 (9/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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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9/01~2022/09/30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日期：2022/09/01~2022/09/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7)	 賴文蕙 (9/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3)	 潘松緯 (9/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1)	 潘正偉 (9/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0)	 andy(9/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6)	 呂威德 (9/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5)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3)	 呂威德 (9/30)
	 	 吳寓勝 (9/28)	 鄭思妍 (9/27)	 彭彬書 (9/27)	 楊錦龍 (9/27)	 楊秀珍 (9/26)	 王思蘋 (9/26)	 張景原	. 吳英華 (9/26)	 王怡蘋 (9/26)
	 	 林家輝 (9/26)	 甘子慶 (9/25)	 游文慧 (9/23)	 魏逸錤 (9/21)	 劉宜蓁 (9/21)	 黃治中 (9/21)	 邱侑澤 (9/21)	 葉碧玲 (9/21)	 潘正偉 (9/20)
	 	 吳峻寬 (9/20)	 黃先生 (9/19)	 楊秀珍 (9/19)	 蘇家慧 (9/19)	 王怡蘋 (9/19)	 吳珮誼 (9/19)	 倪振東 (9/19)	 蔡宜庭 (9/18)	 潘正偉 (9/16)
	 	 鄭宜郡 (9/15)	 蔡秋鳳 (9/15)	 朱敏之 (9/15)	 chris(9/8)	 盧畇臻 (9/8)	 王秀珠 (9/8)	 徐梓淯 (9/8)	 廖詠宸 (9/15)	 張容菲 (9/14)
	 	 古芳榆 (9/14)	 楊錦龍 (9/14)	 潘正偉 (9/14)	 許顥嚴 (9/14)	 許湘翎 (9/14)	 邱侑澤 (9/13)	 王怡蘋 (9/13)	 王昊緒 (9/13)	 陳映彤 (9/13)
	 	 程健成	陳美余 (9/11)	 楊秀珍 (9/11)	 陳卉榛 (9/11)	 劉秀敏 (9/11)	 楊自凱 (9/11)	 東勢賜安宮 (9/10)	 顏若帆 (9/10)
	 	 許廷甫 (9/10)	 李ㄖ偉 (9/10)	 嚴永坤 (9/10)	 張愛明 (9/10)	 楊錦龍 (9/7)	 陳雅惠 (9/7)	 江貞瑩 (9/6)	 余家豪 (9/6)	 王怡蘋 (9/6)
	 	 洪偉倫 (9/6)	 陳柏瑞 (9/6)	 林意恩 (9/6)	 善心人士 (9/6)	 潘正偉 (9/6)	 沈錞鍚 (9/6)	 曾慶民 (9/6)	 池嘉恩 (9/5)	 許惠婷 (9/5)
	 	 許惠婷 (9/5)	 羅巧蓁 (9/5)	 劉華山 (9/5)	 吳佳珍 (9/5)	 許立志 (9/5)	 朱宗敏 (9/5)	 楊秀珍 (9/4)	 李紫晴 (9/4)	 周雅鳳 (9/4)
	 	 黃慧甄 (9/4)	 蘇羿誠 (9/4)	 善心人士 (9/4)	 鄭美華 (9/3)	 王志煜 (9/3)	 吳敏莉 (9/3)	 廖碧燕 (9/3)	 莊明麗 (9/2)	 陳可音 (9/2)
	 	 陳福寶 (9/2)	 呂浩愽 (9/1)	 楊雨縈 (9/1)	 唐家宏 (9/1)	 陳逸榛 (9/1)	 唐芷葳 (9/1)	 余儒滄 (9/27)	 蔡佳憓 (9/27)	 蘇勇豪 (9/27)
	 	 許秀蘭 (9/28)	 林俊廷	林文琳 (9/27)	 蔡佳燕 (9/27)	 江阿寶 (9/29)	 鄭淑菁 (9/29)	 何志遠 (9/30)	 何志遠 (9/29)	 何志遠 (9/18)
	 	 何志遠 (9/17)	 何志遠 (9/16)	 何志遠 (9/15)	 何志遠 (9/14)	 何志遠 (9/13)	 何志遠 (9/12)	 何志遠 (9/11)	 何志遠 (9/8)	 何志遠 (9/8)
	 	 何志遠 (9/7)	 何志遠 (9/6)	 何志遠 (9/5)	 何志遠 (9/4)	 何志遠 (9/3)	 何志遠 (9/2)	 何志遠 (9/1)	 陳清發 (9/10)	 蔡琴 (9/10)
	 	 黃品謙 (9/3)	 簡振榮 (9/11)	 簡振榮 (9/29)	 簡振榮 (9/26)	 張何菊珠 (9/22)	 黃智隆 (9/4)	 黃智隆 (9/14)	 楊謦豪 (9/19)
	 	 黃美嘉 (9/16)	 齊美善 (9/16)	 楊耀德 (9/2)	 林育民 (9/11)	 陳薏如 (9/14)	 謝譯萱 (9/25)	 劉育慈 (9/1)	 朱啓銘 (9/17)	 呂敏琪 (9/30)
	 	 紀筱薇 (9/25)	 游佳諭 (9/5)	 蔡宜秀 (9/20)	 呂翊瑒 (9/6)	 劉亞薇	何唯新 (9/10)	 陳旭佑 (9/28)	 陳昭仁 (9/3)	 劉家瑋 (9/30)
	 	 張慧珠 (9/23)	 梁智評 (9/17)	 貓下去 (9/22)	 謝蕎安 (9/16)	 蔡佳君 (9/27)	 羅琪 (9/27)	 陳瑜宣 (9/15)	 葉書誠 (9/15)	 王俊凱 (9/18)
	 	 王煜翔 (9/16)	 鍾佳宏 (9/12)	 黃玉玲 (9/16)	 陳立泓 (9/27)	 陳梓楠 (9/20)	 邱淑萍 (9/10)	 黃培維 (9/20)	 李佳甄 (9/23)	 呂寶玲 (9/6)
	 	 黃小勳 (9/30)	 許心怡 (9/17)	 姜凱勛 (9/7)	 彭紹瑜 (9/20)	 呂嘉傑 (9/5)	 趙台蘭 (9/5)	 楊子謙 (9/1)	 胡峰華 (9/19)	 蘇郁雯 (9/15)
	 	 陳祺霖 (9/2)	 陳品蓉 (9/12)	 蘇英菊 (9/26)	 董美妙 (9/7)	 黃伯穎 (9/26)	 王俊仁 (9/23)	 曾麒祐 (9/6)	 謝至珍 (9/4)	 邱建華 (9/1)
	 	 李宗欽 (9/9)	 胡鳳心 (9/22)	 李志鵬全家善 (9/7)	 張堃胤 (9/7)	 張毅祺 (9/16)	 鄭嘉輝 (9/10)	 吳宛霖 (9/9)	 鄭志平 (9/3)
	 	 張葳凱 (9/21)	 陳怡如 (9/15)	 沈義翔 (9/30)	 徐育堂 (9/7)	 林宸緯 (9/30)	 豐余有限公司 (9/14)	 陳淑婉 (9/20)	 陳柏愷 (9/28)
	 	 蘇倉南 (9/20)	 技術永固美髮 (9/1)	 張智惠 (9/30)	 施嘉韋 (9/22)	 蔡耀堂 (9/27)	 呂雯玲 (9/27)	 周峯毅 (9/27)	 方包 (9/28)
	 	 謝炎農	謝茹涵 (9/28)	 葉安琦 (9/28)	 高月霞 (9/28)	 巫碧珠 (9/28)	 程芳芝 (9/28)	 古琇文 (9/27)	 陳美如 (9/27)	 李佳諭 (9/29)
	 	 楊舒瑜 (9/29)	 謝鈞翔	羅麗珠 (9/28)	 王湘涵 (9/28)	 葉楚涵 (9/28)	 閻秋月 (9/29)	 楊雅筑 (9/29)	 邱王寶月 (9/30)
	 	 邱王寶月 (9/30)	 彭新麟 (9/30)	 楊琍婷 (9/30)
	 197	 宋永萱 (9/29)
	 180	 何美玲 (9/30)	 何美玲 (9/29)	 何美玲 (9/28)	 何美玲 (9/27)	 何美玲 (9/26)	 何美玲 (9/25)	 何美玲 (9/24)	 何美玲 (9/23)	 何美玲 (9/22)
	 	 何美玲 (9/21)	 何美玲 (9/20)	 何美玲 (9/19)	 何美玲 (9/18)	 何美玲 (9/17)	 何美玲 (9/16)	 何美玲 (9/15)	 何美玲 (9/14)	 何美玲 (9/12)
	 	 何美玲 (9/11)	 何美玲 (9/10)	 何美玲 (9/9)	 何美玲 (9/8)	 何美玲 (9/7)	 何美玲 (9/6)	 何美玲 (9/5)	 何美玲 (9/4)	 何美玲 (9/3)
	 	 何美玲 (9/2)	 何美玲 (9/1)
	 168	 陳福昌 (9/6)
	 155	 陳建學 (9/2)
	 150	 戴軒丞 (9/1)	 戴昱欽 (9/1)	 戴浚洺 (9/1)	 蕭慶龍	黃雅真	吳巧雯 (9/5)	 張永尚 (9/5)	 吳孟蓁	蕭筑云	蕭晨卉 (9/5)	 陳宥霖 (9/15)
	 	 張睿宸 (9/15)	 張郁柏 (9/15)	 簡彗如 (9/10)	 林思妤 (9/26)	 林恩瑝 (9/26)	 黃燕源	黃顗達	黃勝玉 (9/14)	 張維庭 (9/23)	 張恩睿 (9/23)
	 	 蘇家寧 (9/1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9)	 陳韋伶 (9/26)	 陳大頭 (9/6)	 陳足馥 (9/4)	 陳思瑋 (9/30)	 陳思瑋 (9/28)	 陳思瑋 (9/27)
	 	 陳思瑋 (9/26)	 陳思瑋 (9/25)	 陳思瑋 (9/24)	 陳思瑋 (9/23)	 陳思瑋 (9/22)	 陳思瑋 (9/21)	 陳思瑋 (9/20)	 陳思瑋 (9/18)	 陳思瑋 (9/17)
	 	 陳思瑋 (9/16)	 陳思瑋 (9/15)	 陳思瑋 (9/14)	 陳思瑋 (9/13)	 陳思瑋 (9/11)	 陳思瑋 (9/10)	 陳思瑋 (9/9)	 陳思瑋 (9/8)	 陳思瑋 (9/7)
	 	 陳思瑋 (9/6)	 陳思瑋 (9/5)	 陳思瑋 (9/4)	 陳思瑋 (9/3)	 陳思瑋 (9/2)	 陳思瑋 (9/1)	 張勻碩 (9/26)	 黃子涵 (9/17)	 范燕燕 (9/22)
	 	 無名氏 (9/30)
	 130	 OKGO捐款 (9/16)	 林美慧 (9/6)
	 125	 錢惟忠 (9/15)	 錢樂蓉 (9/15)	 錢萱蓉 (9/15)	 徐秀娥 (9/15)
	 124	 李至偉 (9/21)
	 120	 沈明興 (9/5)
	 110	 黃欣瑩 (9/10)	 劉宜蓁 (9/7)
	 109	 吳建生 (9/14)	 吳堉帆 (9/15)	 簡恬馨 (9/30)	 吳禹申 (9/30)
	 101	 劉容竹 (9/12)
	 100	 范姜心妤 (9/1)	 汪子淇 (9/2)	 邱麗安 (9/2)	 邱政雄 (9/2)	 黃阿月 (9/2)	 陳又禎 (9/2)	 陳元皓 (9/2)	 張籽和 (9/2)	 善心人士 (9/5)
	 	 陳玉姿 (9/2)	 鄭國慶 (9/2)	 呂梓瑄 (9/2)	 柯威誌 (9/2)	 柯家蓁 (9/2)	 柯睿承 (9/2)	 楊莉羚 (9/2)	 李幸真 (9/2)	 莊莉萍 (9/2)
	 	 黃昱翔 (9/2)	 劉佩欣 (9/6)	 鄭妤萱 (9/6)	 郭佑訓 (9/6)	 謝佳妤 (9/6)	 林素櫻 (9/6)	 方鳳祺 (9/6)	 曾泳芸 (9/6)	 江濤 (9/1)
	 	 王瑞芬 (9/6)	 鍾芳怡 (9/6)	 鄭文昇 (9/6)	 戴春蘭 (9/6)	 無名氏 (9/2)	 無名氏 (9/7)	 王靜寧 (9/6)	 善心人士 (9/6)	 善心人士 (9/11)
	 	 劉文良 (9/14)	 張芷榕 (9/14)	 賴開方 (9/14)	 許博洋 (9/14)	 林軒妤 (9/14)	 許洧銘 (9/14)	 許庭銨 (9/14)	 楊主勝 (9/2)	 陳建明 (9/2)
	 	 孫湧竣 (9/1)	 林智慧 (9/1)	 余進隆 (9/1)	 葉家宏 (9/1)	 無名氏 (9/15)	 林佳玉 (9/15)	 無名氏 (9/15)	 無名氏 (9/15)	 陳錦蓉 (9/15)
	 	 謝鈺苓 (9/14)	 余泓寬 (9/1)	 余宥駐 (9/1)	 彭淑美 (9/2)	 倪慶豐	倪弘矅	倪萬宥 (9/2)	 潘柏恩 (9/2)	 吳玟靜 (9/15)	 顧家維 (9/3)
	 	 毛璿輝 (9/15)	 張定沂 (9/5)	 顧維恩 (9/3)	 陳靜慧 (9/15)	 祁淑芳 (9/15)	 無名氏 (9/15)	 張瑛珍 (9/5)	 陳轀才 (9/5)	 魏國輝 (9/5)
	 	 張立蓁 (9/5)	 李誌育 (9/15)	 林雯雯 (9/15)	 楊采苓 (9/15)	 羅家永 (9/15)	 田曜瑆 (9/15)	 黃香齊 (9/15)	 翁韶榕 (9/15)	 王震瑜 (9/15)
	 	 王學洧 (9/15)	 陳季盈 (9/15)	 王照蘋 (9/15)	 無名氏 (9/15)	 嚴智馨 (9/15)	 黃健銘 (9/15)	 無名氏 (9/15)	 洪啟景 (9/15)	 吳欣樺 (9/15)
	 	 王識涵 (9/15)	 賴枚儀 (9/15)	 邱榆鈞 (9/15)	 林登源 (9/15)	 張雅筑 (9/15)	 唐紜晴	吳春蘭 (9/15)	 馬家馨 (9/15)	 葉瑄德 (9/15)
	 	 吳雅玲 (9/15)	 顏韵芯 (9/15)	 王照雲 (9/15)	 王思評 (9/15)	 陳筱雯 (9/15)	 呂諺君 (9/15)	 李宜芳 (9/15)	 丁琬芬 (9/15)	 無名氏 (9/15)
	 	 郭勇成 (9/15)	 李明展 (9/15)	 謝曜任 (9/15)	 鄭宇娟 (9/15)	 劉芯沂 (9/15)	 楊秀鈴 (9/15)	 楊雅雯 (9/15)	 林依靜 (9/15)	 黃琪文 (9/15)
	 	 廖俐婷 (9/15)	 黃壽全	(9/15)	 鄭宇博 (9/15)	 周均俞 (9/15)	 無名氏 (9/15)	 陳思樺 (9/15)	 黃靖雯 (9/15)	 鄧兆麟 (9/6)	 鄧宛榛 (9/6)
	 	 顏品硯 (9/15)	 黃燦 (9/14)	 無名氏 (9/13)	 陳廷昌 (9/5)	 陳竑翰 (9/5)	 陳威翰 (9/5)	 陳榕萱 (9/5)	 陳憶雯 (9/5)	 詹怡萍 (9/6)
	 	 陳佳慧 (9/6)	 陳佳恩 (9/6)	 林依潔 (9/6)	 陳佳聖 (9/6)	 許殷銘 (9/7)	 黃采慧 (9/5)	 陳慧瑾 (9/5)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9/5)

	 	 管柏丞 (9/19)	 雒洪妤 (9/19)	 林亮亮 (9/6)	 林采婕 (9/6)	 林洧禾 (9/6)	 蔡振偉 (9/6)	 許文耀 (9/7)	 黃郁蓁 (9/8)	 楊鳳鈴 (9/12)
	 	 陳秋妤	江俊傑 (9/8)	 江幸真	江彥儀 (9/8)	 洪健哲 (9/8)	 陳慶和	陳麗華 (9/8)	 陳沐緯 (9/8)	 黃宏焜 (9/13)
	 	 鄭連清 (9/20)	 陳家福 (9/8)	 鄒佳宏 (9/20)	 江朝瑞 (9/13)	 高涵綺 (9/21)	 徐仕恩 (9/23)	 吳秀真 (9/20)	 陳德明 (9/20)	 陳宥諶 (9/20)
	 	 楊雅珺 (9/20)	 陳品妘 (9/20)	 林美束 (9/20)	 石博翔 (9/20)	 楊宗杰 (9/20)	 陳言禕 (9/20)	 陳易霈 (9/20)	 郭兆權 (9/20)	 江青貞 (9/20)
	 	 梅哲卓也 (9/20)	 陳怡妏 (9/26)	 簡慧玲 (9/20)	 羅金漢 (9/20)	 鄭詠馨 (9/20)	 何沛洵 (9/20)	 何振禔 (9/20)	 高世杰 (9/26)
	 	 陳珮淇 (9/26)	 蕭椿鸞 (9/20)	 黃素惠 (9/20)	 周湘慧 (9/20)	 蔡皓旭 (9/20)	 潘麗美 (9/20)	 楊智鈞 (9/20)	 楊博詠 (9/20)	 張簡志霖 (9/20)
	 	 江桓旭 (9/20)	 蔡政廷 (9/20)	 邱薰誼 (9/20)	 曾竣蔚 (9/20)	 羅麗珠 (9/14)	 李哲凱 (9/20)	 張琍 (9/14)	 胡家為 (9/20)	 周秋香 (9/20)
	 	 蔡永康 (9/20)	 鄭君茹 (9/20)	 陳亞音 (9/20)	 柯佩宜 (9/20)	 張伉佑 (9/20)	 周美蓮 (9/26)	 蘇郁誠 (9/26)	 蘇姿允 (9/26)	 藍雅婷 (9/26)
	 	 宋秀穎 (9/14)	 洪彩華 (9/14)	 徐誠鴻 (9/14)	 善心人士 (9/16)	 林益呈 (9/26)	 謝宗錡 (9/14)	 林啟武 (9/14)	 林晉妃 (9/14)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9/15)	鄭丞妤 (9/16)	 善心人士 (9/26)	 張馨予 (9/16)	 康家瑛 (9/16)	 臺北市私立和楓園幼兒園 (9/16)
	 	 吳佳蓮 (9/16)	 鄭陳秋玉 (9/16)	 黃文修 (9/16)	 張廷強 (9/16)	 張鎮麟 (9/16)	 林彥宏 (9/17)	 林彥廷 (9/17)	 王穗凌 (9/16)
	 	 張碧和 (9/16)	 陳若欣 (9/17)	 翁三和 (9/28)	 無名氏 (9/27)	 黃紀瑋 (9/16)	 楊善婷 (9/17)	 陳長昇 (9/17)	 林千雯 (9/27)	 鄭力誠 (9/16)
	 	 鄭瑞文 (9/16)	 張虹敏 (9/16)	 黃月霞 (9/17)	 陳立杰 (9/17)	 許香傳 (9/16)	 張哲瑋 (9/16)	 林東陸 (9/17)	 黃皓睿 (9/16)	 洪千雯 (9/17)
	 	 陳菊妹 (9/17)	 蔡孟澤 (9/19)	 陳天賜 (9/19)	 張靜宜 (9/30)	 石欣卉 (9/17)	 盧奕文 (9/30)	 許珮純 (9/30)	 邱振豪 (9/20)	 施伶孜 (9/20)
	 	 羅珮菁 (9/30)	 周依潔 (9/30)	 邱光輝 (9/20)	 邱偉家 (9/20)	 林彥丞 (9/20)	 林宜潔 (9/20)	 楊佩頤 (9/30)	 何佩諠 (9/20)	 張淑慧 (9/20)
	 	 林建豐 (9/20)	 楊黃玉花 (9/20)	 楊森帆 (9/20)	 林子熙 (9/21)	 徐韻婷 (9/21)	 徐韻惠 (9/21)	 徐韻雯 (9/21)	 黃馨儀 (9/22)
	 	 黎翠銀 (9/22)	 蔡翔任 (9/22)	 謝甘秀蓉 (9/22)	 許嫚真 (9/28)	 陳陵慧 (9/30)	 旺來滷味台中西屯店	沈月琴 (9/29)
	 	 旺來滷味台中西屯店	林員 (9/29)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9/22)	謝在湘 (9/22)	 魏新茂 (9/23)	 魏碩君 (9/23)	 黃律綺 (9/26)
	 	 蔡李靜江 (9/26)	 蔡明足 (9/26)	 魏嘉君 (9/23)	 游淑芬 (9/23)	 蔡水祥 (9/26)	 蔡明莉 (9/26)	 張雯婷 (9/26)	 楊孟瑜 (9/26)
	 	 陳香妙 (9/26)	 王凱翔 (9/28)	 OKGO捐款 (9/1)	 OKGO捐款 (9/10)	 OKGO捐款 (9/14)	 劉銘鈺 (9/30)
	 	 OKGO捐款 (9/15)	 OKGO捐款 (9/18)	 OKGO捐款 (9/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30)	 劉育任 (9/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30)	 鄭亞松 (9/17)	 蘇羿誠 (9/17)	 林佑穎 (9/17)	 鄭正順 (9/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9)	 倚甄 (9/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7)	 鄭珍 (9/17)	 吳岱杰 (9/17)	 eric(9/3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5)	 鄭正順 (9/2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1)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8)	 呂威德 (9/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7)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6)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4)	 鄭正順 (9/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2)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10)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9)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9)	 carol(9/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5)	 彭雯華 (9/28)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4)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3)	 ibon 捐款善心人士 (9/2)	 鄭正順 (9/30)
	 	 台東天后宮媽祖娘娘 (9/30)	 台東天后宮文昌帝君 (9/30)	 033383388(9/29)	 柯又菁 (9/28)	 林麗琴 (9/27)	 劉睿淇 (9/27)
	 	 鄭正順 (9/27)	 劉家妤 (9/27)	 鄭正順 (9/26)	 蘇羿誠 (9/26)	 呂威德 (9/26)	 陳羽樂 (9/26)	 陳明啊 (9/26)	 謝月甜 (9/26)	 善心人士 (9/25)
	 	 鄭正順 (9/25)	 辜胤禎 (9/25)	 岱昀 (9/24)	 鄭正順 (9/24)	 程柔綾 (9/24)	 陳詩添 (9/24)	 鄧博仁 (9/24)	 楊子萱 (9/23)	 李芸 (9/23)
	 	 鄭正順 (9/23)	 邱鏡芳 (9/23)	 陳中平 (9/23)	 潘正偉 (9/23)	 鄭正順 (9/22)	 張簡宜萱 (9/22)	 李健源 (9/22)	 莊英惠 (9/22)
	 	 陳明啊 (9/22)	 江義峰 (9/22)	 謝月甜 (9/22)	 林美華 (9/22)	 鄭正順 (9/21)	 童暐淳 (9/21)	 劉康昱 (9/21)	 林顥原 (9/21)	 張簡浣美 (9/21)
	 	 林麗玲 (9/20)	 吳品蓉 (9/20)	 林顥原 (9/20)	 鄭正順 (9/20)	 善心人士 (9/20)	 蘇羿誠 (9/19)	 蘇瑩菁 (9/19)	 鄭正順 (9/19)
	 	 黃俊騰 (9/19)	 劉庭安 (9/19)	 賴鈺銘 (9/18)	 梁伊佳 (9/18)	 鄭正順 (9/18)	 黃尉嘉 (9/16)	 陳綵瑤 (9/15)	 謝月甜 (9/15)	 林幼婷 (9/8)
	 	 張志豪 (9/8)	 黃永欽 (9/15)	 鐘雅雯 (9/15)	 黃冠霖 (9/15)	 黃柏憲 (9/15)	 鄭文琪 (9/14)	 郭家懿 (9/14)	 曾芷柔 (9/14)	 王雪齡 (9/14)
	 	 陳仕源 (9/14)	 陳燁逸 (9/13)	 朱秦萱 (9/13)	 林美華 (9/13)	 劉惠珠 (9/13)	 andy(9/13)	 蔡侑靜 (9/12)	 林幼婷 (9/11)	 葉正浩 (9/11)
	 	 呂清森 (9/11)	 林湘翊 (9/11)	 陳明啊 (9/11)	 張軫評 (9/11)	 劉銘鈺 (9/11)	 楊玉琳 (9/11)	 岳翠芳 (9/11)	 陳佳佳 (9/10)	 呂威德 (9/10)
	 	 李豐杉 (9/10)	 Nolan	Young(9/10)	 柯又菁 (9/10)	 林顥原 (9/10)	 陳煜雯 (9/10)	 金裕 (9/9)	 王派強 (9/9)	 吳雲卉 (9/9)
	 	 塗彥和 (9/9)	 林羽彤 (9/9)	 折紙叔叔 (9/9)	 林渝晴 (9/9)	 alan(9/9)	 許䕒文 (9/7)	 陳明啊 (9/7)	 徐裕恩 (9/7)	 曾彥翰 (9/6)
	 	 林喬語 (9/6)	 林幼婷 (9/6)	 高文慶 (9/6)	 張祐瑋 (9/6)	 李如恩 (9/6)	 劉庭安 (9/6)	 張家薇 (9/6)	 善心人士 (9/6)	 周思妤 (9/6)
	 	 曽羽薇 (9/6)	 侯勝智 (9/5)	 謝月甜 (9/5)	 陳艾凌 (9/5)	 丁翰升 (9/5)	 033383388(9/4)	 陳惠美 (9/4)	 黃紫宸 (9/4)
	 	 陳明啊 (9/3)	 蕭米雅 (9/3)	 陳韋丞 (9/2)	 胡家茵 (9/2)	 謝月甜 (9/1)	 陳秉富 (9/1)	 張丞頡 (9/1)	 顏文財 (9/1)	 andy(9/1)
	 	 諶學儒 (9/25)	 諶學儒 (9/18)	 駱羿萱 (9/26)	 駱羿萱 (9/4)	 何榮華 (9/2)	 鄭桂珠 (9/2)	 劉秉杰 (9/16)	 林鳳秋 (9/3)	 黃東漢 (9/3)
	 	 劉容竹 (9/26)	 劉容竹 (9/28)	 林亞亭	鍾承佑 (9/30)	 林亞亭	鍾承佑 (9/29)	 林亞亭	鍾承佑 (9/28)	 李榮峰 (9/14)
	 	 林亞亭	鍾承佑 (9/27)	 林亞亭	鍾承佑 (9/26)	 林亞亭	鍾承佑 (9/25)	 林亞亭	鍾承佑 (9/24)	 陳美凰 (9/1)
	 	 林亞亭	鍾承佑 (9/23)	 林亞亭	鍾承佑 (9/22)	 林亞亭	鍾承佑 (9/21)	 林亞亭	鍾承佑 (9/20)	 丘志墉 (9/24)
	 	 林亞亭	鍾承佑 (9/19)	 林亞亭	鍾承佑 (9/18)	 林亞亭	鍾承佑 (9/17)	 林亞亭	鍾承佑 (9/16)	 陳雅珍 (9/28)
	 	 林亞亭	鍾承佑 (9/15)	 林亞亭	鍾承佑 (9/14)	 林亞亭	鍾承佑 (9/13)	 林亞亭	鍾承佑 (9/12)	 林右豐 (9/16)
	 	 林亞亭	鍾承佑 (9/11)	 林亞亭	鍾承佑 (9/10)	 林亞亭	鍾承佑 (9/9)	 林亞亭	鍾承佑 (9/8)	 黃信智 (9/30)
	 	 林亞亭	鍾承佑 (9/7)	 林亞亭	鍾承佑 (9/6)	 林亞亭	鍾承佑 (9/5)	 林亞亭	鍾承佑 (9/4)	 林慧茵 (9/14)
	 	 林亞亭	鍾承佑 (9/3)	 林亞亭	鍾承佑 (9/2)	 林亞亭	鍾承佑 (9/1)	 涂雅雯 (9/5)	 蕭苰庭 (9/3)	 林茗棋 (9/8)
	 	 陳少傑 (9/21)	 王甯 (9/7)	 李宗霖 (9/20)	 鍾秉恆 (9/14)	 張芝芸 (9/7)	 黃雅汶 (9/11)	 翁子涵 (9/23)	 林庭毅 (9/12)	 藍翊禎 (9/13)
	 	 黃淑珍 (9/22)	 鄭翔謙 (9/16)	 劉紹宸 (9/27)	 曾志傑 (9/6)	 王美華潘國強 (9/25)	 賴佳瑩 (9/26)	 楊浚廷 (9/30)	 王信筌 (9/5)
	 	 林益壽 (9/6)	 蔡戴秀梅 (9/17)	 王志原 (9/11)	 管雅柔 (9/29)	 周家駿 (9/22)	 黃儀恩 (9/17)	 張右寗 (9/27)	 黃嘉慶 (9/6)
	 	 陳暘 (9/6)	 游智詠 (9/8)	 黃蕙芝 (9/1)	 傅仰曄 (9/22)	 連彥皓 (9/5)	 陳智勇 (9/27)	 陳彥廷 (9/18)	 蔡閎宇 (9/17)	 呂惠蓉 (9/6)
	 	 薛美華 (9/2)	 陳桂蘭 (9/5)	 王景生 (9/18)	 江湘玲 (9/4)	 張錦標	張簡阿綢	張力友 (9/27)	李陳碧卿 (9/27)	 林日勇 (9/28)
	 	 陳茂雄 (9/28)	 林詹秀蘭 (9/28)	 陳黃英華 (9/28)	 陳品妤 (9/28)	 陳佩慈 (9/27)	 高正象 (9/28)	 許耿崇 (9/28)
	 	 洪健哲 (9/28)	 林東達 (9/28)	 江文漳 (9/30)	 江黃清月 (9/30)	 江亭延 (9/30)	 田九光 (9/29)	 劉育光 (9/30)	 王佩晴 (9/30)
	 	 林泰宏 (9/30)	 江幸娟 (9/30)	 劉伃珊 (9/30)
	 88	 邱美玲 (9/20)	 邱翊珊 (9/20)	 王柏權 (9/20)	 李宥宏 (9/20)	 謝涵如 (9/20)	 張雅涵 (9/20)	 曾立傑 (9/20)	 楊文斌 (9/20)	 孫嘉蔚 (9/20)
	 	 鐘子涵 (9/20)	 潘金珠 (9/20)
	 60	 蔡涵倪 (9/20)
	 50	 陳正輝 (9/14)	 涂宸翰 (9/14)	 許倍瑜 (9/14)	 涂宸祐 (9/14)	 涂盈文 (9/14)	 陳彩雲 (9/16)	 郭秀滿 (9/27)	 劉忠穎 (9/27)	 郭迫和 (9/27)
	 	 劉蓁霓 (9/27)	 何建德 (9/28)	 何建宏 (9/28)	 劉建志 (9/27)	 劉吳良珠 (9/27)
	 1	 小小愛心祝福 (9/5)	 小小愛心祝福 (9/26)	 小小愛心祝福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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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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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