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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華 高真真 高秝涵 高啟中 高許美雲 高文偉 高淑真 

張淑芳 張淑美 張淑貞 張淑華 張紹文 張祥湖 

張許愛秀 張逢文 張勝榮 張勝利 鄭月貴 張雪玲 張陳美蘭 

張智傑 張國威 張基旺 張國歆 張惇惠 張強合 

張彩雲 張益銘 張素精 張素菁 張素蓁 張烝銘 

張晏晨 張恩庭 張珮茹 張桂蘭 張庭瑀 張庭彰 

張家瑋 張娟娟 張家千 張哲毓 張育寧 張秀暖 

張君浩 張秀芳 張定怡 張佳泰 張和雄 張明真 

張怡玲 張明吉 張明對 張東耀 張明滄 張政瑤 

張春美 張芝瑀 張阿春 張芳意 張炳煌 張美琇 

張美琪 張玴豪 張恒雄 張郁敏 張香元 林花 

林芷嘉 林芳宜 林芳仙 林罔市 林玫靜 林欣發 

林炎玉 林信宏 林阿發全家 林勇志 林建中 林奉祺 

林奇進 林季璇 林宜均 林宜旻 林宗興 林宜靜 

林宜靜 林帛翰 林忠明 林明賢、藍月娟 林怡靚 林怡安 

林拉奇 林明亭 林恆立 林思儀 林恪正 林建興 

林春貴 林春長 林春妹 林盈利 林秋美 林珍儀 

林玳玟 林玲君 林洪明鸞 林洸燁 林美好 林秋蓮 

林郁卿 林凌卉 林哲安 林美蓮 林美慧 林美鳳 

林美嬌 林美麗 林茂盛 林茂盛 林素琴 林純香 

林純真 林貢虎 林純 林基賢 林堅熙(神經內科) 林健一 

林浤裕 林泰志 林泰宏 林振揚 林晉任 林婉菁 

林彩鳳 林敏華 林敏鈴 林梁彩雲 林敏德 林淳淳 

林清雪 林訪江 林淑慎 林淑卿 林淑理 林淑琪 

林淑華 林勛盟 林陳錦員 林森淋 林棲凰 林智遠 

林惠美 林惠純 林雅琪 林雅鈴 林傳富 林逸涵 

林進元 林琦璋 林湘肶 林登銘 林貽華 林瑟微 

林慈韻 林榆 林源木 林稜 林瑞華 林瑞雲 

林瑞添 林嘉汝 林鈺庭 林詩崇 林靖 林詩蘋 

林詩廷 林筱惠 林暐翔 合家 周君晏 周仲儀 周志祥 

周志斌 周志誠 周明麗 周怡均 周禹宏 

周進忠 

周念怡 周美蓮 

周郁珊 周郁琦 周郁菁 周欣儀 周金塗 周映湘 

周德蘭 周曉文 周曉琪 周圓智 周碧玉 官枝川 

孟涂寧生 周淯瀅 周桂英 周淑欽 周義惟 周惠玲 

汪健璋 汪惠明 汪淑敏 汪至正 汪桂英,楊筑萍 沈靜協 

沈維政 趙孝成 沈妮妮 沈季敏 沈秀敏 沈美玲 沈家豪 

來旺商行 亞佐藥局 阮致勳 邦立達有限公司 車駿 貝玉蓮 

辛伊堯 卓雲嬌 卓玟未 周心圓 周小萍 林玉梅 

林玉英 林水旺 林水彬 林月鳳 林可寰 林月香 

林月琴 林文熙 林三堂 林千惠 枋惠珠 幸妙妙 

宜蘭縣和圓共修 

會 
林文芳 林友森 林壬葵 林元靜 林中強 

林大維 林士閔 林士宏、蔡孟倩 林志鴻 林志曄  

林志堅陳志強 
林李忠 林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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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芳 林妙眉 林妍攸 林宏璠 林宏謙 林廷陽 

林志陽 林志洋 林佑安 林玎玲 林生春 林兆民 

林有志 林佩如 林佩君 林佳慧 林佩瑩 林佩蒨 

林芊妤 林依蓉闔家 林秀蓮 林秀興 林秀美 林秀美 

林秀勤 林秀碧 林秀珠 林秀華 邱顯隆 金乃儀 

金秀蓮 邱璧瑜 邱瓊瑤 邱榮壽 邱碧玲 邱碧璘 

邱銘基 邱順玉 邱瑞山 邱琦 邱淑華 邱淑卿 

邱陳水哖 姚如珊 姚若梅 姜金培 俊嘉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俞文成 

俞若悉 冠宇專利商標設 

計有限公司 
姜宏勳 姜秀弟 劉堉縈  

趙彩緹趙彩維  

趙宸翔 

侯啟鋒 金聖琪 

金森杲 阿達 信鑫貿易有限公司 柯富國 柯璟芸 柯龍卿 

柯鴻堂 柏德建材有限公 

司 
柳葉萍 柯白君 施學榮 施麗華 

施鳳免 柯吉生 柯永蘭 柯怡吟 故洪林貴 洪武雄 

洪秋芬 

陳德松 嚴錦珠  

陳素華 

姚淑文 姚彩雲 姚錫維 君 施秀芬 施志欣 施若壁 

施金鳳 施彩玲 施惠娟 林霖 林錦鶯 吳清圳  

吳雅晶 楊嘉文  

吳博智 

林靜佳闔家 

林優雪 林默妗 林靜惠 林錫滿 林賴信 林燕青 

林禮堂 林鍵一 林翠香 林福如闔家 林銘洲 林銘啟 

林鳳珠 林鳳珠 林滿惠 林漢奇合家 林漢修 林碧津 

林碧蓉 林毅城 林學仕 林緯昀 林蓮香 林蔚君 

邱美蘭 邱玲玲 邱素珍 邱素美 邱素梅 邱峻國 

邱昆賢 邱彥文 邱南田 邱良慈 邱良鑫 邱居德 

邱秀英 邱伯翔 林耀墩 林譯昇 林麗雲 板橋玉敕太子會 

林耀基 欣學書局 林鑫辰 林苐垚 邱月卿 邱月娥 

邱玉珠 花木蘭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邱凡維 邵明芳 倫詠瑄 唐文秀 

唐美琴 夏繼華 奚珍珍 夏玉妹 家賀股份有限公司 孫逸馨 

孫淑惠 孫淩華 孫秀鳳 孫再良 孫丕吉 徐秀慧 

徐浩宸 徐浩軒 徐玲琴 徐美玲 徐宏仁 徐朱芷弟 

徐玉素 徐玉敏 徐一帆 徐乙迪 徐中一 桂莎莉 

徐麗琴 徐應榮 徐鴻燦 徐嘉慧 徐慧如 徐萬隆 

徐聖揚 徐筱蓉 徐菊容 徐琨龍 徐登祿 徐培容 

徐敏文 徐清倫 徐博洲 秦秋婷 秦漢清 翁秀媚 

翁文傑 烏犬劇場 海鷹家具股份有 

限公司 
祐泰實業有限公司 桑開陪先生 殷千雅 

翁珮暄 翁偉哲 翁雅珍 翁莉花 般若遍現林 翁銖霞 

洪小蕾 洪子鈞 洪素萍 洪晟瀚 洪昱夫 洪雨莉 

洪泯琪 洪軼 高越瑾 洪淑惠 洪梵恩 洪淑美 洪健育 

洪燦星 洪碧珩 洪裕信 洪裕祺 洪嘉蓮 洪粧燕 

胡文昌 胡淑純 胡惠華 胡博琛 胡劉麗香 范以端 

范大陸 候永華 玹貞企業有限公司 倪潔懿 倪胤超 范道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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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昭 范明棋 范姜木水 紀王錦女 紀年豐 紀雅豐 

紀劉純美 洪魏桃 紅橋貿易有限公司 紀文草 洪麗桂 洪麗芬 

洪麗雲 胡芳玉 胡哲馨 胡桂英 胡文鐘 胡文娟 

胡宇軒 胡育彰 黃玉菁 黃玉華 黃玉鈴 黃如一 

黃自立 黃自杰 黃行健 黃何蕊 黃秀菊 君 黃育敏 

黃秀蓁 黃依觀 黃秀英 黃秀美 黃秀文 黃宏治 

黃志婷 黃李玉珠 黃李春枝,黃詠詩 黃小娟 黃少杰 黃少芳 

黃文明 簡碧秀 黃文賢 黃文縈 黃日宏 黃玉秋 黃正豪 

黃永智 黃世賢 黃月嬌 黃世明 黃世昌 黃芝庭 

黃欣儀 黃明森 黃欣怡 黃宗耀 黃怡智 黃尚彬、林燕促 

黃怡真 黃念芹 黃其山 黃坤松 
黃亮慈、張宸睿、張
嘉銓、張宸誌 黃金鶴 

黃俊金 闔家 黃俊瑋 黃建源羮 黃政聖 黃柏凱 黃虹現  

吳怡萱 
黃奎元 

黃奎瑋 黃品諭 黃柏睿 黃美粉 黃美雲 黃秋雲 

黃美英 黃美香 程建宇 程良忠 登瀛國際貿易(股) 

公司 
程世平 

童文成 無名氏 無名氏 無名氏 游璧霞 游麗惠 

游騰宏全家 湯兆華 湯玟蕙 黃大真 黃了珊 馮振杰 

閔漢珍 萊馥香料化學有 

限公司 
賀婉菁 紫竹林大悲精舍 善心人士 華揚農產行 

華陽優質搬家全 

體員工 
游雅君 游富翔 游偲貝 游慧如 游偉宋 

游啟業 游淑華 游淑玲 游美姬 游春梅 游宗榜 

游林阿葉 游宜哲 曾蕾銘 曾鷹瑭 曾蓓玲 曾榮盛 

曾廖白匏 曾達雄 黃涵郁 黃淑雙 黃淑華 黃淑楣 

黃崇周 黃婉婷 黃晨德 黃清芯 黃清瑞 黃淑玲 

黃財官閣家 黃國雄 黃素琴 黃珮欣 黃素貞 黃香珍 

黃晏苓 黃郁軒 許弘冠 許正惟 許文漢 許文宜 

許文祥 許王一媜 許世揚 許志福 許志成 莊曄媺 

莊蔡玉花 莊適祊(方濟會士) 莊榮燦 莊瑪莉 莊麗娟 術一忠班 

莊寶金 許仁壽 許哲珮 許桂春 許純青 許茗玲 

許茗莉 許梨如 許添良 許亮標 許俊成 許恆森 

許春興 許春霞 許美月 許美玲 許倍維 許美智 

許承癀 許明美 許明娟 許明華 許芝瑋 許秉瑜 

許邱玉能 郭正義 郭文媛 郭文滄 郭大鼎 連銘棋 

連羚嵐 連淑敏 連玉 連玉珠 許慧鈴 許劉淑娜 

許曉鐘 許富森 許琪筑 許超智 許逸玫 許逸芸 

許逸華 許雪芬 許凱雲 許淑珍 許嘉倫 許雅昕 

許煥揚 張麗文 張麗珠 張麗杏 張繼蘊 張寶珠 

張寶足 張豐守 張陳彥智 張瓊分 張瓊月 張瓊穗 張藍群 

張錦煌 張靜怡 張靜華 張蔡阿娥 張曉倩 張樹億 

張澤荃 張燈源 張廣智 張慶海 張標輝 張慕芸 

張顥騰 張羮陵 張綉利 張鑑堯 徠福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曹月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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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先治 曹丞凱 曹明芳 曹玲玲 曹玲玲 曹美娟 

曹許蘇 梁允菱 梁允豪 曹麗琴 梁宜娟 梁忠田 

梁明裕 梁淑雲 梁盛龍 梁巽程 梁秋如 梁姚弼 

梁毓東 梁瑞義 梁顏美 梁曙光 梅蕙萱 梅阿站 

莊小姐 盛吉里業股份有 

限公司 
莊正得 莊昭惠 莊阿日 莊秀鳳 

莊陳玉梅 莊淑惠 莊淑惠 莊瑞月 莊惠瑩 莊翔欽 

莊素珍 莊素卿 莊哲雄 莊啟正 陳吉雄 陳圳川 范秀鳳 

陳兆興 陳均睿 陳妍孜 陳妙芬 陳妍竹 陳吳綉枝 

陳呈斌 陳呂月美 陳克忠 陳自新 陳朱德 陳杏君 

陳志俊 陳志津 陳志成 陳志忠 陳沛君 練政忠 陳李分娥 

陳秀妙 陳秀櫻 陳秀蘭 陳秀鳳 陳秀榕 陳秀娟 

陳育騏 陳忻 陳芊睿 陳秀霞 陳宜俊 陳宛琪 

陳幸玉 陳尚志 陳依依 陳佩伶 陳奇如 陳孟真 

陳宗男 陳周麗卿 陳佳慧 陳坤寧 陳玫妤 陳芳英 

陳玟臻 陳玟伶 陳玟君 陳泓,楊琇茹 陳松柏 陳武雄 

陳明揮建築師事 

務所 
陳明毅 陳明仁 陳怡叡 陳承接 鄭儉 郭銘鑑 

郭精錄 郭潘燕鳳 郭黃素琴 郭慈雲 郭純芬 郭財坤 吳念珍 

郭乾泰 郭悅玲 郭泰呈 郭景銘 郭曹淑美 郭敏川 

郭秋華 郭美兒 郭家人 郭柏辰 
郭倩儀 吳博仁  
宋美芬 楊瑞安  
吳昕翰 

郭修伯 

郭峰宗 郭姿辰 郭明惠 郭光埌 郭宇珩 郭吳若娥 

陳仁豪 陳文生 陳少玲 陳心堂 陳文鶴 陳文澤 

陳方秀梅 陳文園全家 陳文標 郭綉葉 陳人倫 陳Annie 

陳三郎 游美仁 陳上化 陳凡軒 陳又嘉 陳小姐 陳小姐 

陳小燕 陳小梅 陳永諭 陳永聰 陳永裕 陳央翠 

陳王郡妹 陳王彩圓 陳世佳 陳盈如 陳盈秀 陳柏蒼 

陳盈諭 陳秋蓉 陳秋姿 陳秋桂 陳秋敏 陳美芬 

陳美青 陳美芳 陳美美 陳美雪 陳美卿 陳美華 

陳美圓 陳彥妤 陳彥甫 陳彥雄 陳建興 陳春財 

陳春蓉 陳俐樵 陳奕君 陳品喬 陳南騰 陳冠樺 

陳姚方 陳威丰 陳奕傑 陳奎延 陳宥安 陳宥妤 

陳宣安 陳宣伶 陳宣汶 陳建中 陳建成 陳建利 

陳采藻 陳金成 陳金池 陳金里 陳芳蘭 陳金龍 

陳阿光 陳亭如 陳亭仱 陳亭諠 陳亮妤 陳信安 

陳信慧 陳信樺 陳信汾 陳俊良 陳俊宏 陳俊宏 

陳貞貞 陳郁婷 陳美蘭 陳美齡 陳英志 陳泰安 陳裕仁  

陳美鳳 

陳珮琳 陳健誌 翁菱璣  
陳韋勳 陳映勳  
陳琪蓉 

陳婉紳 陳俶慧 陳素戀 陳純妮 

陳素妁 陳素杏 陳素端 陳淑貞、周振鵬 陳淑貞 陳淑貞 

陳淑玲 陳添賜 陳清景 陳淑君 陳細環 陳莉真 

陳莉莉 陳淑靜 陳淑慧 陳淑華 陳淑卿 陳淑敏 

陳進河 陳琳彬 陳紫瀅 陳腓力 陳雪花 陳雪映 

陳雪姝 陳郭素英 陳許雪 陳凱筠 陳富雄 陳惠玲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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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博洲 曾國勳 曾國正 曾瑞英 曾瑞枝 曾愛珠 

曾逸凡 曾僅紋 曾喜松 曾依曼 曾秀瑟 曾秀瓊 

曾宣樵 曾姿綾 曾泓彬 曾泓釧 曾泓翊 曾明芳 

曾世瑩 曾干城 曾友宣 曾子銘 彭德桂 洪毓零 彭鄭月

女 
曾于倢 

傅廷珮 傅于玲 傅文良 粘愷峻 堇梅梓 
麥燦圳 張月嬌 麥雅
琴 高恩傑 高聿懷 

麥偉宏 陸素菁 陸瑞幸 陶天培 陶天陵 陶吉文 

章玉萍 張鈞翔 陳麗惠 陳麗琴 陳麗華 陳寶安 陳麗瑩 

陳耀如 陳蘭 陸永忠 陸世玲 彭紋絹 彭泳晃 

彭月梅 彭依純 傅黃巡 傅茹琴 傅雪球 傅凱倫 

傅慶良 彭一蘋 彭子桓 陳福生 陳翠芬 陳維新 

陳碧雲 陳碩明 
陳碧香 楊沛璇  
楊昇遠 楊沛蓉 陳瑪莉 陳鼎元 陳鈴鴻 

陳達 陳嘉珍 陳敬茂 陳愛華 陳意文 陳新發 

陳雯琪 陳雯雅 陳開化 陳義宸 陳義程 陳瑞怡 

陳寬文 陳寬平 陳廣哲 陳德諭 陳鳳彩 陳鳳英 

陳劉文汝 陳慧玲 陳慶沐 陳秋煌  

陳玉平 陳金玉  

陳玉梅 

陳慶峰 陳燕招 陳曉琪 

陳曉瑩 陳曉玲 陳錫銘 陳諺彙 陳蕙婷 陳輪湧 

陳蓬萌 陳蓮珠 陳瑩 陳鏡湖 陳瓊瑜 陳麗玉 

陳鵬旭 陳韻祺 陳麗香 陳錦滿 陳靜女 陳靜葦 

陳靜儀 陳應安 陳靜怡 陳營和 陳鍾碧薰 陳雙顯 

陳瀅世 陳鴻婷 陳薇如 簡銘誼 簡清義 簡淑美 

簡美惠 簡桂蘭 簡素仙 簡梅春 簡再添 簡何阿完 

簡伊羚 簡秀玉 簡李佩英 簡明德 鴻松壁紙有限公司 韓毓玲 

鍾豐企 韓玉明 韓陳金媛 韓善國 鍾明海 鍾美齡 

鍾燕華 鍾隆琪 鍾漢程 鍾斯敏 鍾悠儒 鍾瑞芳 

謝家昇 謝張選 謝純立 謝淑媛 謝淑玲 謝政哲 

謝明儀 謝宜玲 謝宜貞 謝宜容 謝怡君 謝宜靜 

鍾月豐 謝耀程、謝東祥 謝麗珠 謝麗琴 鍾文玲 鍾大偉 

謝薰槿 謝謝神父的台灣人 謝錦銓 謝曉萍 謝錫喜 謝晴涵 

謝甯 薛如娟 薛文龍 薛宇玫 繆儒蕙 總務室全體同仁 戴榮位 戴瑞芝 

戴佶伶 戴金旺 戴志郎 戴秀芳 儲衛國 鮑惠賢 

駱明瑞 燁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龍運泇 謝宏政 謝張秀貞 謝佑珊 謝志鴻 

謝玉玲 謝玉玲 謝一德 謝一賢 薛玲雲 薛清苑 

薛盛謙 謝月桃劉素靜 

吳宛芸 
謝又雪 賴麗敏 錢月蓮 賴綉鸞 

閻芸芳 閻芸慧 閻立學 賴麗瑩 賴慧棻 賴燕玲 

賴靜慧 賴慧宜 賴朝海 賴寒梅 賴淑涼 賴將軍 

賴泰廷 
賴進治 賴劉美月 
郭妍琳 林子絜  
林祐任 

賴琬淳 賴楷文 賴致偉 賴茂薰 

賴美娥 賴美如 賴美芳 賴秋嵐 賴秋菊 賴秋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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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芊妤 賴昆佑 賴昇斌 藍曉鈴 藍慧芬 顏玉珠 

顏吳雪 簡慧玲 簡澄陞 藍朝全 藍忠仁 藍怡心 

魏士濟 顏影泰 顏潘麗芳 魏秀得 蔡淑珍 蔡素鳳 

蔡啟政 蔡姵儀 蔡素元 蔡青容 蔡青萍 蔡旻儒 

蔡金宏 蔡品澤 蔡政貝 蔡春鶯 蔡秋風 蔡美英 

蔡春堂 蔡美雲 蔡錦芬 蔡鈺欣 蔡綵蓮 蔡碧霞 

蔡榮樹 蔡榮顯 蔡紫雲 蔡雅媛 蔡雅芳 蔡詒安 

蔡朝吉 蔡焚忠 蔡欽松  

蔡林秀琴 
蔡富仁 蔡連春 蔡淑鈴 

蔡惠娟 蔡惠敏 蔡惠琇 鄭伊琇 鄭立拃 鄭玉鳳 

鄭正雄 鄭永隆 史惠華 鄭利芳 鄭聿宸 鄭百琦 鄭旭宏 

鄭夙真 鄭如芳 蔡麗貞 蔡麗琴 蔡麗華 鄭文明 

鄭天玉 鄭又瑋 鄭王玉嬌 鄭文進 詹美麗 

鄭惠元鄭力尹 

鄭富尹 

鄭淇 鄭勗良 

鄭清富 何清香 鄭國明 鄭素蘭 鄭珮琪 鄭起芳 鄭香貞 

鄭貞宜 鄭范鴻 鄭茂龍 鄭佩欣 
鄭宗興 鄭宜貞  
安德鎬 楊秀燕  
鄭宛真 

鄭孝模 

鄭柯花 鄭春美 鄭思偉 鄭思賢 鄭玲惠 鄭芸萍 

鄧淇 鄭儷雅 鄭憶涵 鄧明珠 鄧雅菁 黎氏德明 

黎奕璋 陳春秀  

黎璧禎 黎明勳 
燕克群林柳鶴 魯永明 盧再龍 盧玉玲 盧季平 

鄭惠娟 鄭勝文 鄭欽華 鄭植清 鄭朝欽 鄭淑芬 

鄭淑津 鄭淑卿 鄭凱元 鄭畢聖 鄭盛賢 鄭睦瑛 

鄭榮枝 鄭劉霞 盧鎮興 盧瑞芷 盧魚 盧純惠 

盧南冰 盧素娟 蕭江明 蕭士材 蕭冬玉 蕭正臣 

蕭月 蕭育強 蕭定平 蕭秀妃 賴文敏 蕭慶隆 

蕭瑞祥 蕭瑜 蕭靖頤 蕭澤宗 蕭郁昕 蕭淑芬 

蕭書明 蕭淑美 蕭琴馨 蕭惠文 劉秀雲 劉邦源 

劉志明 劉志銘 劉志寬 劉秀文 劉仲禮 劉仰容 

劉安淼 劉佳新 劉佳昀 劉忠憲 劉定麗 劉玲鳳 

劉甚亨 劉甚妏 劉洪固闔家 劉洪禎 劉炤華 劉映伶 

劉秋促 劉美惠 劉美慧 劉茂盛 劉致榮 劉冠麟 

劉建良 劉松本 劉學敏 劉憲玲 林勝楊 劉賢堂 劉碧珍 

劉壽年 劉榮輝 劉德豐 劉黃春華 劉雷均闔家 劉義仁 

劉雲廷 劉雅翎 劉惠莉 劉森森 劉素杏 劉素華 

劉素瑛 劉珮如 劉桂佩 劉貞吟 劉香保 劉昺坤 

劉哲毓 劉家勇 劉惠君 劉淑慧 劉國棟 劉國政 

劉國聲 劉婉華 劉得源 劉清琦 潘秀琴 潘秀鳳 

潘志松 潘紅蓮 潘武良 潘美珠 潘重叢 潘振黃建築師事 

務所 

潘桂珠 潘裕康 潘瑞蘭 蔣佳航 蔣中忞 劉錦祥 張麗鍛  

劉哲璟 劉哲民 

劉瓊玉 林印明 
林天從 林佳葦  
林怡慧 

樓曉恬 樓文菁 劉寶藏 劉驊萱 
歐必得科技(股)公司 

歐克勤 歐信靖 歐美芳 歐陽啟源,張喬湄 蔡佳真 蔡佳樺 

蔡佩珍 蔡宜穎 蔡孟君 蔡欣雅 蔡明勳 蔡明臻 

蔡昀廷 蔡明甫 蔡世傑 蔡世羮 蔡以哲 蔡永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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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亦寧 蔡合家 蔡光宇 蔡宏祺 蔡君芳 蔡秀琴 

蔡秀桂 蔡秀美 蔡文昕 蔡月霞 蔡文程 蔡文靜 

蔣宜庭 蔣明智 蔣宣蘋 蔣慶昌 蔣萱輝 鄒瑞秀 

鄒慕筠 鄒東旭 鄒易軒 訾莉莉 資糧海 路冬銘 

詹淳惠 詹美蕙 詹振評 詹晏碩 詹景雯 詹錦枝 

詹德欽 詹楚陽 解惠菁 解佩芳 解淑芬 董質慧 

董彥伭 裘亮德 詹炫明 詹怡珍 詹育誠 葉錦程 

葉銥清 葉碧芬 董王書英 葛亞玫 董延洋 葉美蘭 

葉秋雨 葉俐均 葉念毓 葉念萱 葉芝華 葉青青 

葉桂寰 葉庭蓁 葉瑞隆 簡美玲 

葉佩欣 葉佩宜 

葉志恆 

葉瑞萍 葉滿華 葉敬淵 

葉惠真 溫金生 溫金成 溫佳齡 源音有限公司 殿基業有限公司 

楊櫻枝 溫晉逵 葉吉祥 葉永昌 趙漢壁 趙耕鋒 

趙美月 趙美如 趙盈婷 趙政淳 趙春蓮 管杏美 

熊嘉華 漢昇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 

聚益化學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趙台光 趙月英 趙世遠 

劉世昌 劉天仁 劉文山 劉正中 劉玉娣 劉玉堂 

劉玉鳳 劉玉嬌 鳴鋐實業有限公司 黃

明達 
銘鎧電器行 遠騰科技有限公司 趙麗瓊 

趙嬿卿 劉人誠 劉又綾 蒯光復 劉川豪 廖城煜 

廖美亞 廖正雄 廖本億 廖玉燕 廖子宏 廖及均 

鼎申結構技師事 

務所 
鼎發實業社 鄔嵩遠 廖翊伶 廖湘榆 廖筱蓁 

廖嘉信 廖萬珠 廖錦蒼 榮光更新團體 廖述論 廖草雲 

廖淑梅 廖淑霞 黃靖惠 黃靖湄 黃詩雲 黃詩慧 

黃瑞雲 黃瑞蓮 黃萱 黃碧惠 黃演鐸 黃碧蓮 

黃維君 黃翠芳 黃翠瑛 黃翠華 黃慧英 黃銘玉 

黃華宗、林月珍 黃菊珠 黃照香 黃婼苒 黃富美 黃惠如 

黃惠雪 黃竣冠 黃絮坤 黃朝濱 黃景星 黃揚名 

黃景川 黃諧盟 黃曉俐 黃燦鎰 黃錫鏞 黃錦 

黃麗惠 黃麗惠 黃麗珍 黃瓊振 黃瓊儀 黃寶蘇 

黃馨慧 黃馨慧 黃觀亮 黃蹇婷婷 黃馨賢 黃露露 菀可珍 

新北市普羅愛心 

協會 
塗宗偉 新竹市志願服務 

協會 
楊*芬小姐 楊子萩 楊文玲 

楊旻霓 楊春照 楊武雄 君 楊明風 楊欣蓉 楊國楚 

楊得欽 楊啟光 楊張明滿 楊美秀 楊若蓉 楊美鳳 

楊坤德 楊孟儒 楊徐月霞 楊依純  楊明隆 全家 楊承蓁 楊承宥 

楊君玲 楊志剛 楊圳卿 楊玉芬 楊世傑 楊本智 

楊正平 楊正蔚 楊錦洲 楊冀鳳 楊翼丞 楊震 

楊鎧修 楊麗卿 楊瞻魁 楊鳳環 楊慶豐 楊慧如 

楊鳳 楊碧玟 楊嘉惠 楊瑞珠 楊義雄 楊瑞祥 

楊景翔 楊惠滿 楊斯博 楊登翔 楊紫芹 楊雅莉 

楊琇智 楊郭秀美 楊雪凰 楊淑意 楊淑瑜 譚其昌 

羅麗珠 羅隨妹 羅明城 關鈞 關淑姿 王炳 羅時筠 羅家龍 

羅桂英 羅陳玉蓮 羅勝元 羅惠 羅旗水 羅裕順 

鄺子傑 羅千琦 羅友琪 羅方妤 魏郁玟 魏陳斌 魏早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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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智科 羅秀琴 羅至美 羅志媛 羅旭娟 羅秋珠 

羅奎璧 蘇金麗 蘇建勳 蘇金通 蘇勇霖 蘇耿弘 

蘇素卿 蘇國燦 蘇美雲 蘇盈豪 蘇永昌 高如玉 

蘇郁庭 
竇貴峰 

嚴錦霞 嚴美玲 蘇小麗 鐘志成 鐘昭枝 釋禪哲 

釋傳信 釋道舟 釋持行 釋宗慧 蘇聰輝 蘇儀雄 

蘇廣雄 蘇敬怡 蘇靖英 蘇惠敏 蘇淑雲  
 

顧玉英 蘭陽冷氣冷凍材 

料行 
屬治有限公司 鐘國展 鐘莉芸 鐘燕文 

周德福 林月妙 明湛恆 林志隆 劉麗雯 林孟慧 周台英 

李寶環 沈國楨 周瑞波 李順昌 林曉青 林黎鳳妹 林葉芬 

林庭寬 

林靜惠 林漢明 欣都有限公司 林美娥 林柏堯 林淑惠 

王浩宇 王佳吉 
台灣中小企銀蘇澳 
分行經理李炳惠 白再雪 王美秀 王經隆 

王陳寶桂 后棧有限公司 朱威德 吳振溪 吳月理 何惠媔 

何敏男 吳玉菁 吳先生 吳宏泰 吳文結 呂宜璉 

呂昀儒 李玉梅 李玉梅 陳秉崇 陳春元 陳莉萍 

曾櫻枝 游宏洋 童昭城 嵩軒企業有限公司 楊以士 黃琪雯 

黃曉筠 黃曉韻男嬰兒 黃朝榮 曾日春 馮美慧 黃大溪 

黃邱金蝦 黃香玲 陳定國 陳呈祥 陳旺朝 陳金連 全家 

郭良蘋 郭宜臻 郭健有 郭霈津 梁秀芳 張菱苓 

張鈺琇 張睿哲 張瑞予 張瑞井 張慶森 徐守謙 
宸緯樂器有限公司 柯淑惠 朱修儀  

侯麗玉 林妍蓁  
李福隆 

洪妙卿 姚蕭玉璧 
健康道國際有限公 
司 張旭君 

康棻棠 張三泰 高玉珍 張育承 張桂鳳 鈺興水電材料行 

董麗媛 廖桂參 雷文貴 楊琇斯 楊春蘭 樊裕明 

潘明松 劉容甄 劉金土 廖麗玉 廖麗嬌 賴琇勤 

賴錦文 錢姬美 練承璋 陳游阿典 盧寶蓮 賴秀珍 鄭高煌醫師 

薛丕昌 簡碧琳 韓麗美 羅結商行 羅春桂 觀自在中醫診所 

釋聖安 師父 鐘堂軒     

金額:5001      

漢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金額:5010      

高在斌      

金額:5015      

黃烈乾      

金額:5020      

吳憲南 徐桂英 黃明月 黃憶雯 黃聖芳 羅佑晟 

金額:5100      

李麗玲 李珮禎 洪林綢 陳美玲 闕芸宥  

金額:5200      

林富田 林曉筠 陞富有限公司     

金額:5500      

李德瑩 杜春香 吳綉暖 王竣民 高怡芬 林陳秀珠 

林柔均 林昱慧 林士勇 徐佳伶 邱柏敦 彭于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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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銀泉 廖冠嘉 盧德昭 蔡文明 謝文玲   

金額:5575      

臺灣湯淺電池股 

份有限公司 

     

金額:5600      

林侑曄 呂淑英  

林志龍 林侑瑩 

     

金額:5680      

周貴珠      

金額:5800      

潘寶珠 劉玫如 蔡彩雲 

婕蓉 

    

金額:5870      

楊思柏 李秋香      

金額:5900      

黃美惠 簡漢章 嚴筱否    

金額:6000      

王毓婷 王惠君  

王竹君 
古金鱗 史有伶 包偉伯 台灣好房有限公司 台灣貝楊有限公司 

史雅男 王劉鵬 王寶金 王汶督 王心慈 毛台琴 

日創工程有限公 

司 
王秋香 王俊文 文祥里北18秋104班 三寶弟子 大華相機 

丁筠蓁 Angie Huang ANNAN LO,LTD JD Wang 呂良正 吳靜怡 

吳聯縉 吳曉東 吳錫吳亮璣 宋秀雲 賴炳昌 

賴家齊賴齊安 

賴怡君 

呂雅惠 黃筱晴  

黃俊銘 黃冠彰 
呂劍榮 

巫啟泰 呂建宏 吳啟偉 吳素惠 吳美玉 吳建芳 

申坤璋 田巧玲 石弘凱 石小娟 石采芹 向玉惠 

安平堂韓鴻銘 朱南揆 朱妍霖 朱幼真 朱汪月英 江美滿 朱楠 

江何素華 朱慶生 朱滿芳 江丕聰 吳志龍 吳小姐 

余金星 葉玉紹  
余淑慧 余承庭  
施秀樺 余宥萱 

何代玉 住盛不動產仲介 

經紀有限公司 

何壁燕 李麗珠 沈玉雯 

李廣林 李蕙君 李連昌  

黃沛翎 
李靜芳 李榮照 李瑛珠 李雅欣 

李博武 李淑甄 李美敏 李苡禎 李函蓉 李東璧 

李明榮 李永發 李陳鈴玉 李世緗 巫鈴惠 周雅惠 周筱蓉 

周淑媛 周家蓓 周于順 沈淑慧 沈杉樺 汪麗珠 

林士偉 東家水電材料有 

限公司 
林文賢 林月女 林玉鳳 林秀純 

林侑宣 林玟延 林佩霖 林光鐘 林伯杰 林秀枝 林建成 陳素齡 林美侑 

林怡甫 林昇羮 林宥良 林奕茵 林阿愛 林信榮 

林俊伸 林采潔 林莉華 林素瑤 林雅玲 林鼎鈞全家 

林裕鴻 林慈敏 邱科通 邱阿免 林瑠溱 林櫻花 

林錦章 林龍三 施最明 鄒秀娥 施金蓮 施宥蓁 施美濃 柯凱翰 

柯志宏 柯凱偉 

施孟甫 柯國樹 施瑞惠 楊蘭芳 施錫江 柯永昌 柳萬金 

柯麗玲 柯貴琴 俞錦錡 俞義莉 邱朝瑩 金培主 

徐宗寧 徐郁菁 徐作芸 孫世珣 孫效智 孫敏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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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田產品設計有 

限公司 
夏安宙 唐綜 翁錦鳳 翁佳萍 桔立貿易行 

浦莉平 徐朝賢 洪偉哲 洪月桃 洪希聖 林翠婧  

洪郁喜 洪文起 
洪嘉璘 

洪顏麗容 胡宗堯 紀文捷 紀鳳琴 軍河有限公司 高永順 

高羮珠 張乙雯 張立生 張文曜 張若芳 張玲雅 

張建隆 張珮蓉 張益盛 張振輝 張純菁 張素英 

張國莉 
張添華 洪玉霞  
張傑富 張譽綿  
莊苡品 無性比 

張維恩 張逸軍 黃建中 黃建中 康碧月 

黃金璋 黃金彩 黃正義 黃玉巧 黃玉純 黃志賢 曾鳳兒 

曾麗茹 曾麗萍 游文熙 游銘彬 華順企業社 黃士玲 

湯國源 程惠玲 程千花 黃泰旗 黃素敏 黃珠 

黃郁雯 
黃美蘭 韋承廷  
韋承宏 黃美如  
黃建銓 

黃清隆 黃敏玲 黃崇銘 
黃淑媛 方元  
方中方榮爵 

黃翊烜 陳寶釵 陳寶珍 粘宇村 曾莉婷 曾淑芬 

曾家兒 陳魏聰 曾秀金 陳繁興 陳戴昭見 陳霏霏 陳麗娟 林光龍 

林郁婷 

陳諾華 陳諾亞 陳慧君 陳慧明 陳慕弘 陳毓芳 陳瑞騰 

陳熙敏 
陳碧娟 陳雅姿  
陳玫姿 陳雅湞  
陳麗君 陳雅圓  
施又心 施又勻 

陳美英游ç和游弘煜 
陳美芳 陳美妙 陳美女 

陳昭蓉 陳思怡 陳俊合 陳光榮  

陳姵蓉 
陳金玉 陳建宏 李時焦 陳品君 

陳惠玲 陳素香 
陳麗秋 陳永明 
陳璽文 陳云晋緯 

陳惠子 陳逸倩 陳淑菁 陳建兆 

陳群恭 

陳皎麞 陳翎媛 

陳淑姿 陳淑玲師生 陳健文 陳國進 陳香蓉 陳茂森 

陳月嬋 陳史如 陳仕元 陳世興 賴姿璇 

陳映瑋 

陳正忠 郭宗武 

郭盛 郭廖阿義 陳泳卿 陳其漢 陳怡然 陳育洋 

莊啟昇 莊美慧 
莊翔麟 莊翔鈞  
莊秦語 何姿慧  
莊蔡賢 

莊連鋒 莊勝利 莊吉成 呂美滿 

梁嘉真 梁金英 戚素梅 張鵬 許涵 許德三 

許齡之 許加柔 簡美玉 韓維仁 謝曉村 謝麗珠 

謝明芳 謝林滿玉 賴姿穎 賴清海 薛瑞南 張寶月  

劉進文 邱郁閔 
駱子仁 

戴一義 戴志輝 薛依蒨 顏尚文 林春杏 魏汝柔 顏潘麗芳 

楊昊根 林素蘭  
楊雅涵 楊碧瑄  
楊家豪 楊家富 

楊淑娟 楊琇媚 楊蛉鶯 楊麗美 楊曉明 

楊黎珠 李昆曄  

李怡璇 
黃瑞蓮 黃鈺娟 黃筱婷 黃翠瑄 黃智勤 

黃湘鈴 黃錫昌 黃麗菁 黃麗華 王正秋 黃麗雲 極樂寺麻豆別院 

黃麗環 熊恩享 趙祈旺 趙林艷紅 趙雅珍 趙莉蓁 

劉小鈴 劉文仁 劉月子 廖秋銘 廖林旺 廖伍綉癸 

廖玉霞 廖清珠 廖清惠 廖健君 廖家迎 廖時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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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海泉 葉秀芸 毓豐興業有限公司 溫生財 葉琦善 詹采玲 

詹春妹 裕達海事商務法 

律事務所 
詹蕎瑜 廖金葉 詹張鳳英 鄒采容 鄒青怡 

劉昭虹 劉怡均 劉宗穎 劉秀敏 劉淑安 劉淑欣 

劉婉霞 劉淑蘭 劉家軍 劉貞英 劉紫鈴 劉曉霞 

潘勤意 潘菊貞 潘美萍 楊成瀚 潘則芳 歐陽菁 歐淑敏 

歐婉菁 歐仁傑 劉懿瑩 慶霞 蔡秀貞 蔡昌樺 

蔡玫俐 蔡宗錦 蔡佩玲 蔡侑錚 盧素鳳 盧建川 

蕭河清 蕭木來 蕭曼同 鄭雯文 鄭淑貞 鄭穎慈 鄭子航 

鄧淑貞 鄭沛涵 鄭偉華 鄭丁進 鄭玉磬 蔡雪⒐ 

蔡筠臻 蔡金梅 蔡高安 寶貝語言治療所 蘇怡晴 蘇俊達 

蘇芸蒂 蘇治賢 蘇麗瓊 釋若憨 羅招弟 羅苡端 

魏秋瑞 羅文勇 饒啟鄰 龔碧珍 蚭秋燕 嚴建隆 廖淑芬 嚴 

馥菱 

林均 林芝安 
林明仁 劉玉珍  
林雯涵 林雅涵  
林瑋祐 賴鵬宇 

方碩卿 
張清河 何美惠  
張根誌 張琯苓  
張可樺 

秦杜秀英 

姚璠 金澤冷凍水產有 

限公司 
洪益長 張惠如 許騵壬 許茗開 黃子勇 

程國勝 無名氏 陳迪傑 蔡印惠  

陳庭蓁 
陳彥璋 陳嘉鴻 陳煌明 

劉冠甫 葉國光 葉國明  

葉國華 
蘇阿襍    

金額:6015      

李玉桂 鐘郁君     

金額:6020      

黃顯惠      

金額:6073 

蘇映昱 

     

金額:6100      

邱楚頤      

金額:6200      

王順廣 徐江鎮 郭鄭淑巧    

金額:6500      

周慶瑜 陳素芳 蔡三美    

金額:6524      

郭埼淯      

金額:6600      

宗晟有限公司 林淑娟 洪崇麥 邵瑋庭 邵瑋鈞 張鈴欣 張曼鈴  

張翠玲 

媒有建築師事務所 

黃景旦 黃貴帥 黃慧玲 楊林玉春 葉莉芳 簡美惠 

金額:6666      

陳秀慧      

金額:7000      

王宏仁 天德寺 孔繁銘 吳家姊妹 吳瑞中 李仁琦 周星同 

李隆恩 張裁 林曉穎 林麗娟 邱競德陳吉興江益源

江美玲江媽媽 
洪明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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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琴 徐維駿 林家祥 林秀娟 陳怡珍 郭乾利 

郭彥亨 陳永發 許彥彬 許碩珍 符永麟 曾煥新 

普羅大眾 彭標清 陳慧如 陳昭華 游阿市 黃美涓 

韓淑姿 謝秋香 謝碧枝 顏曉霞 楊芳菊 楊棻蓉 

黃語婕 黃森河 蔡佩純 蔡憲昇  

蔡憲佳 
潘琴源 劉佳甄 黎翼婷 

釋恒興 
霈怡 小燕 美珍  
禮容 明玉 寶釧  
淑芬 

    

金額:7047 
     

25元波羅芬咖啡 

之友 

     

金額:7100      

黃宏仁朱俊明游景翔
曾智忠陳朝 

耀 

     

金額:7200      

賴美娟      

金額:7500      

凌靜濤 施雅玲     

金額:7779      

孫仲仁      

金額:7800      

黃秀如      

金額:8000      

牙盛德 吳樹孟 吳蓚婷 宋臨凱 吳芳慧 阡嘉玻玻璃企業 

有限公司 

吳玉金 吳調仁 吳 

美雪 
朱雅惠 江秋月 李朝滿 李珊瑩 李淑華 

李建儒 李金水 孫秋蘭 孫慶旗 張鳳菊全家 徐嘉惠 徐鴻智 

姚婉容 林麗莉 林碧雪 林宏振 林石信 林葉勢 周鴛鴦 

周靖任 周海明 洪錦雀 沈華榮 周正義 良銓企業社 林泰龍 

林琨凱 張碧瑋 張昱騰 蔡詩妍  

張煥睿 張紫彤 
張岳琳 黃宗芳 黃欣品 

善心人士 黃張碧蘭 陳國森 陳惠美 陳睿泰 陳豪君 

陳耀崇 莊世鈞 陳玉如 陳吳秋芳 陳魏政 賴佳君 賴麗玲 

應芝莉 謝明進 鴻銓企業社 顏憶鸚 
藍芳美藍瑞美 
藍玲美藍麗美 
藍淑美康政義 
康哲豪徐玉如 

蔡萍萍 

鄭佳玫 劉信廷 劉醇霱 劉淑雲 蔡宗良 蔡宗河 

黃景宏 黃種熙 黃瓊慧 葉碧青 葉福棋夫婦 劉石領 

蘇穎華 蘇立銘  

洪儷芬 蘇牧泉 

魏聖羮 楊祥群 梁德萬 
  

金額:8074      

南山天主堂      

金額:8100      

高治誠      

金額:8150      

伍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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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8200      

高林素真合家      

金額:8500      

劉子瑜 蘇柏誠     

金額:8600      

方曉茹      

金額:9000      

吳永欽 吳寶霞 郝真儀 張惠娟 翁廷棟 林玲敏 

東山普願襌寺 章瀚斌 黃美姝 廖世農 蔡素柑 詹俊雄 傳春櫻 

賴淑薌 黃謝益  

黃鈺華 
嚴欣蘋 

    

金額:9600      

愛群幼兒園      

金額:9654      

曾秀珍      

金額:10000      

吳麗櫻 吳綉鴛 吳癀鎧 吳癀洺 呂文進 呂月葉 呂玉華 

呂玉滿 呂吳月桂 呂李秀英 呂秀男 呂秀玲 呂秀英 

吳錫鴻 連鳳玉 吳暾宏 吳謙修 吳林棗 吳麗萍 吳麗英 吳瑞玲 

吳瑞菁 馬裕豐 吳隆波 吳品瑢  

吳芃儀 黃美燕 
吳欽震 吳詹昭 吳鈴瑱 吳鉦村 

吳嘉城 吳燕玲 吳曉萍 吳慧真 吳德容 吳翠湄 

宋瑞興 宋瑞興 宋榮原 巫俞萱 巫仲明 宏遠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 

宋宥榛 宋培全 宋張淑錦 宋美珠 呂繁雄 宋宜儒 

宋江桂香 宋永鑾 宋侑坤 妙涵法師 呂柏靜 呂美菊 

呂林秀枝 呂青賜 修護善意 

會 
呂進財 呂鳴英 呂雪惠 呂雪雲 

呂淑娟 吳泓儀 吳明哲 吳明璋 吳明軒 吳松坡 

吳林滿月 吳林寶珠 吳俐潔 吳冠誼 吳姿滿 吳宣霈 

吳青鴻 吳良夫 吳芃蕙 吳依蓁 吳佳炎 吳孟亭 

吳函儒 吳佩紋 吳佩雯 郭書齊 吳佳儒 吳宜臻 吳宗哲 

吳季靜 吳孟璋 吳幸澄 吳忠太 吳怡萱 吳怡靜 

吳明月 吳昌恆 吳易軒 吳姵萬 吳虹瑤 吳庭萱 

吳書吟 吳素貞 吳美姬 吳美芳 吳秀燕 吳美惠 吳美霞 

吳春芳 吳秋英 吳崇豪 吳國瑞 吳婉芬 吳崇志 

吳晨玉 吳淑珍 吳淑娟 吳清隆 吳紹楓 吳逢盛 

吳許雪娥 吳淑端 吳幃琦 吳彭弘 吳惠瑜 吳雪麗 

吳翊豪 吳喬瓔 吳玉慧 吳玉惠 吳正雄 吳正義 

吳世全 吳世榮 吳中俠 吳文文 吳束花 吳志榮 

吳如碧 吳有坤 余俊民 余宛俞 余明逾 余承歡 

余卜康 何麗華 余永光 余美金 余倩梅 余凌玲 

余淳瑛 余清榕 余簡惠燕 克爾斯汀服份有限公

司 
兵亮志 余淑惠 

余智慧 艾立精緻蛋糕股 

份有限公司 

佛陀學會所有居士 何平凡 何文隆 何仁智 

江簡碧雲 池張秀英 池育德 何孟軒 何志偉 何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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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賢慧 何應忠 何鳳鴦 何維敦 何黃淑惠 
何長順何錦惠 
何錦琳張秋香 
何欣芸何盈萱 
何欣怡 

何旻玲 何冠誼 何冠儒 何淑凌 何淑娟 何敏慧 

何國同 伊勢機工程有限 

公司 

伊麗莎國際貿易 

有限公司 
伍開宗 任佳玲 仰光有限公司 

兆盈興業有限公司 全旺投資有限公 

司 

全信稅務記帳士 

事務所 
安德力有限公司 安麗月 吉祥光經舍 

朱秀美 朱立寰 旭川機械有限公 

司 
曲丁韶華 朱春蘭 朱美月 

朱秀馨 石曜堂 禾同國際法律事 

務所 
皮楚榮 石文寕 永豐棧牙醫診所 

田美齡 田耘昇 申又兮 白能通 江炯豪 江泰平 

江東原 江明彥 江映蓉 江節妙 江碧桃 江翠瑛 

江錫月 江蔡生 江慧玲 江瑞香 江菊英 江紹瑜 

江啟明 江敏瑜 朱淥燕 朱淑萍 朱權榮 朱僑光 

朱慧娟 江先生 江永和 方雅漣 方陶鎔 方蓉芝 

方銘晨 水秀鳳 水龍飛 火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王人澍 王上齊 

毛新娟 王天斌 王文弘 王允衡 王主科 王月君 

王文郁 王文玫 王文清 王文羮 王至勤 王竹茂 

王先生 王吉俊 王光添 王玉琪 王禾回 王永昌 林允榛 

王嘉正 王伊璿 

王永寬 王秀 王秀枝 梁漢熙 王抒慧 王秀美 王志裕 

王志明 王秀慧 王佩雲 王周瑋 王佳宜 王俊龍 

王保亞 王政仁 王芷翎 王昇 王服祥 王怡文 

王怡敏 王怡清 王忠義 王定中 王孟筑 王秋琴 

王秋對 王秋子 王昭凱 王昭晴 王昱翔 王昱翔 

王美琴 王美琦 王美惠 王紅燕 王美芬 王香丹 

王家玲 王家珍 王美惠 王貞乃 王愛琴 王華生 

王街梅 王夢洋 王禎慧 王維芳 王爾汶 王碧茹 

王聖隆 王詩婷 王聖志 王萬益 王群傑 王詹秀壬 

王靖期 王博鴻 王凱弘 王竟維 王陳秋霞 王惠毅 

王斯民 王淑治 王梅元 王淑靜 王寶榮 王贊景 

王豐裕 王德修 王鳳翔 王慧蓉 王慧螢 王憲忠 

王穎泉 台中市長青慈善會 台北市民有國際 

獅子會 

台瑞賽車精品有限公

司 

台鋁金屬股份有 

限公司 

台北市基督徒石 

牌禮拜堂 

台南安平杭州殿 永興科有限公司 永光寺 民益種苗農藥店 四維真 左玉梅 

正申精機有限公 

司 
仕林裝潢材料行 世唯食品有限公司 主顧修女會 王顥儒 古鯉榕 

Alicia Marian Wang 嚴敦芬 ERIC WANG yeayea tzeng 一大塑膠軟管(股) 

公司 
Ssu Ying Chen 

孔祥開 尤英華 天傳佛堂 元齊國際企業有限公

司 

元稼企業有限公 

司 
亢楊占春 

中鈴股份有限公 

司 

中和北聖宮邵筱 

芬 

中國行為科學社 

股份有限公司 
山玉梅 劉山爭 方文哲 方克民 

方承猷 方娜娜 文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方金智 十方大德 丁瑞 

丁紹慈 丁曲慶齡 丁怡沂 丁士珍 丁大山 一生藥師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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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誠工業有限公 

司 

大雅太極拳文雅 

早班班長張紹暘 

大容電腦股份有 

限公司 

千何趣生活創意有限

公司 

千友企業有限公 

司 

三星上天太子宮 

太子會 

于蒲君 于慧敏 于黎明 于玲玲 李金華 李金龍 

李姈娟 李青璇 李肯堂 李芸 李欣欣 李玫芳 

李政平 李政雄 李奕璇、李建逸 李俊寬 李信忠 李明曉 

李明昌 李東實 李東岳 楊甄妮  

李耿華 李耿嘉 
李易芳 李坤原 李奇聰 

李孟智 李宗益 李定中 李尚君 李幸真 李幸燕 

李宜靜 李介民 李允中 李文國 李文華 李文城 

李文玲 志興媒氣有限公司 李一枝 李○○ 李五妹 李山龍 

李子瑄 李正美 李仕傑 李弘道 李木文 李志星 

李聿玲 李聿軒 李西鎮 李宇銘 李光輝 李在和 

李立威 李冰 李秀惠 李佳盈 李佩霜 李淑媮 

李淑娟 李淑娟 李淑英 李清諒 游秀樣  

李雯雯李佳玟  

李秀燕 

李淑珍 李泰鋐 

李素蓮 李偉浩 李康裕 李國原 李國強 李玲蘭 

李界元 李昱達 李昱義 李柏嬋 李柏賢 李春美 李春祥 

李美珠 李美娜 李秋蓉 李家雲 李倚言 李美櫻 

李貞霖 李英瑞 李若燦 彭小琪 李茂生 李翊維 君 李陳素碧 

李進財 李雅婷 李雅菁 李湯琛 李經家 李義生 

李聖慈 李義皇 李黃翠薇 李榮齡 李嘉蓉 李榮發 

李詩梅 李聖肶 李碧含 李碧儒 李錦霞 李靜文 

李錫龍 李錦媛 李豫芬 李慧端 李慧娟 沈文和 

沈一嫻 沙崙貿易有限公司 沈世儒 李懋華 李鴻瓊 李谿橋 

李麗年 杜明蘭 杜東缶 杜震華 杜雲羮 杜宗翰  

杜宗林 
杜佩佩 

杜沛玲 杜玉鳳 杜壬葵 東光教會 東壘樂水部落無 

名氏 
林凡淳 

拔利貿易有限公司 承馳股份有限公司 
易麗珊 明朝國際有限公司 尚豫羚 

宜蘭縣消防總隊第
一義消大隊礁 

溪防宣分隊 

宜蘭縣蕃薯藤協 

進會 

宜蘭縣蘭陽婦女 

崇德社 

怡鉉林提琴有限 

公司 
官美欣 官翰傑 宜勇電器行 

林小琪 林子菁 林子傑 林太平 林玉麟 林甘梅 

林永富 林玉 林永興 林正駿 林民山 林民正 

林正宗 林月秀 林月惠 林文樹 林文範 林文欽 

林文萍 謝羚燕 林月碧 林世昀 林立岳 林伊慧 林仲 

林光正 林兆偉 林孟慧 林宇涵 林吳阿玉 林呂招 林碧芳  

王月蓉 
林吳玉屏 

林米分 林妤玲 林廷遠 林志青 林秀年 林牡丹 

林志葦 林秀玲 林秀融 林秀霞 林秀鳳 林其隆 潘還 

林姿甫 林姿妤 

林佩瑩 林佩芬 林佩瑤 林汧瑤 育妙佛堂 育慧佛堂 

貝德系統傢俱有 

限公司 

車記企業有限公 

司(葉茂全) 
辛佳玲 邢泰剛 邑馥企業有限公司 陳

宥橙 

邑馥企業有限公司吳

啟瑞 

邦迪設計印刷有 

限公司 
阮仲杰 阮明祥 阮惠貞 阮增耀 阮懷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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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慧明 阮碧琦 卓月霞 佳合中醫診所 協和工商汽車丙班楊

國雄 
周日華 

周永富 周文朝 周小姐 卓池燕美 卓真美 沈塗發 

沈楊專 沈榮春 沈聖益 沈懷德 汪大衛 沈秀明 

沈攸文 沈怡君 沈宜學 沈良 沈高賢 沈欣輝 沈芳華 

沈青娟 沈金南 沈泰樺 沈庭輔 沈敏貞 沈柏華 

周國元 周泰立 周淑貞 周國雄 周張家奎 周張綉絹 

周梅仙 周鈺文 周雅英 周朝星 周博治 周嘉興 

周壽青 周壽祥 周廣生 周慧貞 周魏淑貞 姑嫂襪坊 

周扨霖 周扨謹 坤妹孝親公民與 

道德推行學會 
周麗珍 宗視芬 周若梅 

周凌瀛 周段林 周秋錦 周昭英 周玫芳 周承翰 

周林布只 周水源 周東隆 周秀鳳 周劭儒 周岳弘 周杉竹 王淑苗  

周上為 周義釣 

周戒 周宇澤 周佑融 林為迪 林美玉 林秋蘭 

林秋練 林建廷 林建忠 林思宇 林昱萱 林春華 

林春鳳 林庭安 林峰辰 林哲章 
林准興 吳秋鑾  
林家羽 林芷伶  
林晉頡 

林倩翊 

林茂雄 林茂星 林茂基 林美麗 林美芷 林美卿 

林美峰 林芸溱 林祁芳 林芳宜 林信華 林俊仁 

林長福 林威良 林室耀 林明德 林明慧 林明慧 

林明璋 林明福 林明哲 林明珠 林岳德 林宜蓁 

林宗浩 林湘文 林貴華 林黃雪萍 林媽利 林雪雲 

林雪驊 林悊雄 林惠芝 林惠瑛 林欽義 林敦仁 

林景禧 林朝明 林敬娟 林瑞卿 林瑞峰 林瑞松 

林聖軒 張美玲 林義雄 林歆郁 林粲英 林嘉慶 林榮烈 

林榮乾 林榮彬 林榮祺 林榮德 林泰均 林桂英 何芳雄 

林振閨 林晉祿 林益成 林益堂 林素珠 林素貞 

林健藏 林國隆 林淑珍 林淑美 郭傳文 

郭傳中 

林淑敏 林許綉琴 

林郭秀鳳 林郭直 林陳美月 林紹琪 林清芬 林清吉 

林梅勵 林淑玟 林淑玟 林敏青 林敏智 林啟豪 

林彩涓 巫竹彥  

巫沛汝 巫廷瑩 
林張賢敏 林張罕仔 翁文聰 翁千惠 秦永昌 

烏來慈音精舍 留麗秋 祐誠有限公司 益瑞興秉有限公司 益銘企業(股)公司 真禾事業有限公司 

真好味燒腊 

黃俊傑 
格魯賓有限公司 翁佩岑 翁紹評 翁雪玲 翁琳杰 

翁瑞敏 耿鍚平 袁再興 耿舒婷 陳永清 翁儷娟 徐譚福青 

徐麗真 陳明中 徐碧生 徐瑞玲 徐淑芬 徐基東 孫慧琪 

孫蘭祥 孫祖國 孫秋梅 孫春雄 孫忠傑 孫佳敏 孫益謙 

凌松柏 
唐宗寶 林崗  
董維東 林坦  
王力 潘玉珍 林婕 

唐小嵐 唐雯娟 夏宜忠 徐志雄 

徐呂梅櫻 徐元寶 徐文苑 徐文哲 徐文靜 徐文平 

徐文雄 徐人剛 徐子允 徐小琴 徐美娟 徐春枝 

徐南華 徐阿門 洪芳慶 洪純美 洪高賢 洪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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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佳惠 洪月裡 洪文雄 洪文漪 洪光谷 洪玉珠 

洪崇雄 洪崑田 洪淑英 洪淑月 洪淩鈺 洪菁隆 

洪惠斌 洪勳昇 洪肇鴻 軍達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范綱勇 范慶達 

韋思翔 范培貴 范丁琪 胡馨全 胡馨安 范秀郁 

胡智娟 胡淑娟 胡添成 胡嘉麞 胡傳虎 紀劉罔 

紀嘉彥 美夢成真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 
美碧焜 紀亮瑜 紀炳棋 紅碧珠 

紀亞希 紀幸娟 皇鈦國際貿易有 

限公司 
洪麗稚 洪蘭 洪麒鈞 

洪麗雯 胡屆興 胡汪富 

徐英斐 
胡志明 紀惠娟 胡化書 胡玉珍 

胡純純 胡春美 南天行政世界道場 冠龍國際開發有限公

司 
俞嘉惠 俞美珠 

俞月娥 俞思瑩 城林開發營建有 

限公司 
姜保真 姚又文 姚偉生 

姚至礰 姚志新 信記紙器(股)公司 侯和統 侯和建  

侯月燕侯弘忍  

侯鑑真 

冼偉棠 金福華食品貿易 

有限公司 

金鳳 金鹿服裝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金信良 金江機械 邱輝葛 邱劉嬋娟 

邱瓊羮 邱麗珍 邱謝菊妹 邱詩云 邱富國 邱國慶 

邱淑宜 邱清仁 姚翠慧 屏東縣基督教女青年

會 

律動國際有限公司 施秀貞 

施水縣 施玉春 施宇駿 施景中 施淥慎 施淑芬 

施珮緁 施兼均 施美容 施珊珊 施金榮 柯菊完 

柯彬瑤 柯淑玲 柯翠玲 柳金堂 柳家琪 柯諭君 

段友讓 洪于婷 星準科技有限公司 星寧實業有限公司 昱克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昱擎資訊工程有 

限公司 

柯芝安 柯秀蘭 林碧華 林碧光 林碧雲 林榮信 

林輝泓 林輝達 林鄭永 林賢碩 林勳裕 林鄭敏玲 

林潔怡 林承佑 林慧玲 林德清 林慶君 林麗玲 林麗美 

林麗玲 林鴻森 林謙旺 林藎如 林鎧言 林曉姍 

林澤銘 林燕 林穎宏 林龍輝 林靜薇 林靜怡 

林靜 社團法人基督教亞拿
國際事奉協會 

初張淑雲 祁明恭 邱永祥 邱玉杏 

邱宇弘 邱中和 林寶珠 林耀宗 林麗黎 林麗蘭 

杰鴻企業有限公 

司 
林肶瑄 林艷慧 林蘴黛 波林宛庭 社團法人台北市 

中崙慈賢功德會 

邱金城 邱至毅 邱志郁 邱志宗 邱秋鶯 邱玲鄉 

邱玲玲 邱政緯 邱振榮 邱書偉 張富期 張惠萍 

張惠珠 張智硯 張智元 張陳卻 張軒瑜 

張瑞哲 

張勝勇 張喬喬 

張媛婷 張富光 張淳臻 張桔隆 張梨真 張淑怡 張淑玲 

張淑溶 張淑惠 張祖榮 張祝 張財源 張晉騰 

張振政 張振卿 廖如娟 張家偉 張宸華 張峰銘 張尚宏 

張佩琳 張林秀 張林秀如 張秀芷 張沁杏 張宏隆 

張李癍 張秀葉 張秀鳳 張秀梅 張秀華 張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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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良永月 石美玲 張昱群 張春蘭 張恬熙 張俊文 張冠宇 

張芝菁 張秋鶯 張美莘 張茂林 張美華 張美陽 

張郁青 君 張原福 郝逸凡 郝逸嵐 貢舒瑜 愛義大利的台灣人 馬許慧文 

馬至緯 袁賓 袁雅玲 訓得漢 袁清華 財團法人台北市 

天主教耶穌教會 

高芙梓 高昀 高克培 高秀琴 高仕平 高仕杰 

馬勵 馬騁威 高英栩 高淑玲 高啟譯 高勝隆 

高淩菁 高琇鈴 高惠石 高進財 高陽和 高意晴 

高雄市私立善導 

幼兒園 
高藪嫚 高麗玉 高澤仁 高銓成 高銀 

高嘉利 高夢貞 高榮源 張日新 張文彥 張文玲 

張文玲 張世勳 張台鳳 張玉穎 張示昌 張立人 

張玉敏 張玉珍 張宏如 張兆棠 張先生 康麗豐 

崙安診所 康家維 張又勻 張人鳳 張子岳 張大惠 

張小盈 張元明 商志聖 涂政男 涂家菁 堅達資訊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國萊實業有限公司 寇長靈 崔雯玲 康中信 張碧兒 張碧金 

張維真 張維倫 張維松 張嘉玲 張嘉修 張境桐 

張貌納 張維福 張琴蘭 張逵昀 張雅呅 張雅芸 

張雅惠 張裕宜 張瑛 張瑛芊 張祿侑 張瑞雲 

張瑞觀 張瑞雪 張瑞真 張瑞敏 張毓真 張新政 

張新瑞 張楊善 張慈惠 張琮星 張腊生 曾秀英 

曾秀月 陳玉和 曾如敏 曾本元 曾邱士娟 曾金鏞 曾宣慈 

彭碧君 曾子健 曾心天 曾文郁 曾幼蘭 曾永銘 

曾王金枝 曾煥超 曾瑞洋 曾詩婷 曾瑞蓮 曾瑞菊 

曾隆運 曾煌鐘 曾祥璿 曾羚 
曾淑瑜 曾珮禎 曾國仲 
曾啟語 候秀惠 曾惠珠 

曾惠梅 曾惠瑾 曾家鈴 曾家穎 曾昱璋 曾美玉 

曾美娟 曾淑芬 曾啟興 曾敏敏 曾敏雄 曾國邦 

曾素貞 章國隆 陶鴻文 陶寶麗 陶大偉 陸承志 

粘秀源 麥秀宜 翊泰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傅志群 陳耀傑 陳寶香 

陳麗萍 陳麗蓉 尋根地念佛會 彭文光 傅徐凌有妹 喻賢珩 

博淑美 傅承澤 彭秀琴 彭台貞 彭進相 彭棟陵 

彭梅英 陳韶儀 陳蓉茵 陳碧玉 陳碧鑾 陳碧惠 

陳漢章 陳榮豐 陳嫦娥 陳彰男 廖秀美 陳榮琪 張罔市 陳榮基 

陳榮專 
陳瑋祥 陳凱楨  
關芳妍 關雅之  
陳啟宏 

陳鉑利 陳瑞玲 陳煥章 陳瑞光 

陳瑞足 陳煦翰 陳瑞榮 陳筠 陳義信 陳雅吟 

陳慧生 陳慧芬 陳慧如 陳慧 陳慕岳 陳劉秋敏 

陳鳳珠 陳鳳珠 陳鳳明 陳鳳紅 陳德犱 陳德仁 

陳寬墀先生 陳曉珍 陳樵偉 陳蔡榮美 陳憶寧 陳麗娟 

陳麒勝 陳瓊瑩 陳瓊玉 陳錦超 胡文玲 陳靜君 陳錦芬 

陳龍慶 陳魏宏名 陳魏宏宇 陳

魏宏融 
陳舉雄 陳鴻易 陳富美 陳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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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勝福 陳傅秀 陳雪利 陳進能 陳進勝 陳華慶 

陳貴美 陳琦雅 陳琨琪 陳朝燈 陳景福 陳景鑌 

陳淑卿 陳淑玲 陳清煌 陳添鳳 陳淑蘭 陳淑嫺 

陳淑湘 陳淑琳 陳淑真 陳淑真 陳國秄 陳堅志 

陳培根 陳崇哲 陳崇斌 陳啟文 陳素玲 陳素珍 

陳益勳 陳素興 陳素卿 陳素貞 陳純宜 陳純玲 

陳純惠 陳耿耀 陳偉立 陳健邦 陳健明 陳健益 

陳美錡 陳美麗 陳郁琳 陳貞如 陳觔 陳韋倫 姚雲雲  

陳慧之 

陳重光 陳重畢 陳唐莉 陳家琳 陳涓 陳桂英 

陳昭雁 陳昭君 陳昭岑 陳春木 陳春仕 陳昱星 

陳昱靜 陳柏宏 陳政宏 陳政惠 陳建華 陳建銘 

陳彥良 陳彥任 陳美春 陳美玲 陳美玲 陳美秀 

陳美枝 陳美榮 陳秋美 陳相機 陳如雲 

方亮璇 陳渝茜 

陳俊霖、陳柏 

安、陳柏智 
陳俞均 

陳俞安 陳冠廷 陳建元 陳建志 陳姿伶 陳姿吟 

陳金松 陳金平 陳芬芬 陳青曇 陳金輝 陳俊發 

陳俊雄 陳秀靜 陳俊成 陳信志 陳信佑 陳信仁 陳亮凱 

陳亮積 陳伸祭 陳伯雄 陳黃白 陳守義 陳西榮 陳佑彰 

陳佑青 陳宏菖 陳宏達 陳孝範 陳彤卉 陳多慕 

陳如怡 陳如秋 陳再發 溫素雲 陳先生 陳安靜 陳玉蘭 

陳禾宜 陳玉膏 黃淑玲 陳玉燕 陳立仁 陳立奇 陳立昌 

陳秀銚 陳秀娟 陳秀真 陳秀雄 陳育聖 陳邦富 

陳秀珍 陳秀美 陳沛瑄 陳志逢 陳志郎 陳志龍 

陳志鴻 陳怡林 陳庚澔 陳忠志 陳宜蓁 陳宛儀 

陳依婷 陳佳慧 陳妹 陳季燁 陳宗旗 陳泳涵 

陳武雄 陳武雄+陳林雅惠 陳林瓠 陳玟君 陳玟靜 陳玟雅 

陳昆義 陳明川 陳明和 陳明珠 陳明珠 陳明德 

陳明豐 陳玉玲 陳正強 陳永育 陳永珍 陳正 

陳世敏 陳世芸 陳世烈 陳月卿 陳月桃 陳氏家族 

陳中和 陳又嘉 陳乃碩 郭麗雯 郭麗玉 陳文義 

陳方琲 陳月 陳月妙 陳文忠 陳文英 陳文重 陳美玲 

陳文國 陳文博 陳文博 陳心顏 陳仁德 郭冠麟 

郭冠妤 郭金城 郭芳志 郭俊輝 郭宗恒 郭宗德 

郭孟臻 郭育君 郭育秀 郭東城 郭怡伶 郭明宏 

郭李富姬 郭秀卿 郭宇嫺 郭素甄 郭偉毅 郭密 

郭國慶 郭振昌 郭富華 郭雀玲 郭惠茹 郭淑玟 

郭錦蓉 郭慧珠 郭榮祥 郭漢愷 郭愛娥 莊世鈞 

莊永輝 莊如松 莊仁源 莊文貴 莊水枔 莊丹荔 

畢中淼 淞煒機械廠有限 

公司 
梁秋萍 梁嬉 梅文瀚 梅育銘 

莊淑惠 莊智賢 莊彩秀 莊淑玲 莊育旻 莊坤明 

莊明恩 莊明棟 莊林杏琴 莊忠霖 莊金秀 莊美婚 

張鵬 張簡庭如 張簡徐月華 張簡吉鄉 張麗華 張麗華 

張麗珠 張麗娥 張慧靜 張瑩貞 張慧玲 張慧貞 

張靜雯 張謝玉英 張錦鳳 張靜 曹小姐 曹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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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秉衡 曹秀敏 曹永儒 張鶴齡 張懿心 曹鳳梅 

曹恩智 曹啟鴻 曹莉縈 許蜜芯 許趙野百合 許碧雪 

許榮江 許嘉霖 許瑞娟 許瑛珍 許敬稚 許淑貞 

許淑君 許勝雄 許雪生 許惠菊 許智超 許耀銘 

許獻平 許麗珠 許麗雪 許麗芳 許鄭初枝 許靜瑜 

許績蔚 許藤耀 郭文成 郭仁偉 郭天生 郭玉津 

郭立群 郭立蓉 許典信 許玲慧 許俊嵩 許秋月 

許承玲 許承龍 許宗仁 許清美 許張滿 許梅鈴 

許茹菊 許培寬 許書業 許耐煩 許英毅 許修誠 

許永面 許玉靜 許方榕 許妙如 許佑誠 許秀卿 

許志修 許元隆 莊繼鈴 莊麗雪 莊曜宇 莊滿禎 

莊萬裕 莊鄭氏順娘 黃美珠 黃美惠 黃美蓉 黃柏壽 

黃柏壽 黃珍珠 黃南仁 黃南元 黃南漠 黃春梅 

黃春木 黃建榮 黃林素卿 黃玟慈 黃宗玄 黃性華 

黃金釵 黃金河 黃金嬅 黃金龍 黃俐莉 黃俊偉 

黃廷欣 黃志弘 黃沈美滿 黃沂訓 黃育文 黃秀媚 

黃秀碧 黃秀端 黃孝忠 黃君瑜 黃妙瑜 黃吳納 

黃余美 黃宇達 黃玉梅 黃玉琪 黃立堤 黃名蜚 

黃先榮 黃永芳 黃永郎 黃世昌 黃王慧如 黃月琴 

黃世欽 賴雅惠 黃弘錦 黃正中 黃日春 黃文顗 黃文松 

黃文奐 黃文美 黃文君 黃天祈等 黃子瑜 黃壬信 

翔景國際有限公司 華人豪 華陳秀錦 華春營造有限公司 華納旅行社有限 

公司 
詠盛土木包工業 

貴美 越穗香蛋糕工作 

坊 
辜雅萱 黃千祥 馮素華 馮永敏 

馮謝純子 馮文娟 
馮文姮 馮文敏 馮瑛 

發明家科技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無名氏 無名氏 童雅玲 

童美惠 湯施麗琴 游騰慧 無為歡樂綜藝團 湯福春 謝金鈺 湯德超 

湯德歡 湯鵬縉 焦秋雄 游金蓮 君 游清筌 游淑卿 

游素勤 游銘賢 游燕君 游錦城 游雪芬 游朝華 

游太原 游月梅 游月雲 游秀桂 游玉鈴 游正明 

游宜君 游承諺 游昌熾 游秀霞 曾麗惠 森源民宿 

曾靜如 曾樂嘉 曾雛明 曾瓊珠 曾德祿 曾慶泓 

曾筱伶 黃彬彬 黃崇信 黃崇修 黃崇哲 黃崇琦 

黃清 黃添宏黃柏晉 

黃怡晨劉秋偵 
黃晚霞 黃淑珍 黃淑俐 黃淑芬 

黃翊 黃陳香 黃荷田,黃禾田 黃莉庭 黃淑敏 黃淑美 

黃美齡 黃茂成 黃恩緹 黃娟黛 黃恒敏 黃珮瑜 

黃泰沅 黃泰源 黃浩魁 黃凰珠 黃國欣 黃國慶 

黃純德 黃素鈴 黃素梅 塗進忠 傳劉秋鳳 黃鬪儀 張丁權 

黃寶琴 黃寶滿 黃耀宗 黃耀賢 黃馨慧 黃贏慧 

黃露儀 黃蘊芳 黃蘊蓉 黃蘊澄 傳鵬飛 新迪工業有限公 

司 

楊三輝 楊大衛 楊少雯 楊中堅 楊文英 黃麗紅 

黃麗花 黃麗影 黃麗華 黃麗華 黃麗香 黃澤慶 

黃寬隆 黃靜鳳 黃燦彰 黃禮經  
 

黃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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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碧雲 黃滿子 黃瑪琍 黃碧玉 黃鳳櫻 黃銀英 

黃誌旻 黃慧貞 黃靖雯 黃靖雯 黃瑋琪 黃瑞書 黃詩育 

黃貫銘 

黃瑞湖 黃瑞璦 黃經國 黃聖琳 黃聖賀 黃葉美姬 

黃斐嬋 黃晴羮 黃森賓 黃琪蓚 黃登源 黃惠珠 

黃換子 黃惠鳳 黃富雄 黃惠珍 黃惠玲 黃進興 

黃雅萍 黃琬瑄 黃瑞柔 黃楊秀妹 楊琦珍 楊智凱 

楊硯雲 楊惠媛 楊景茂 楊雅玲 楊雅玲 楊孝華 楊隆煌 

楊凱翔 楊婷婷 楊淑媚 楊淳雅 楊淳如 楊清玉 

楊淑玉 楊錦水 楊錦秀 楊樹楅 楊鎮彰 楊裕雲 

楊靖弘 楊瑞慶 楊福生 楊慧珍 楊劍成 楊慧瑩 

楊金花 楊金枝 楊武雄 楊思渝 楊俊穎 楊政宗 

楊政彰 楊玲玲 楊美雲 楊美秀 楊美金 楊為仁 

楊書旻 楊敏章 楊勗嘉 楊婉治 楊國興 楊素華 

楊明杰 楊府藩 楊志誠 楊宗衛 楊妹鳳 楊永旭 

楊正雄 楊世敏 楊火順 楊玉華 楊玉梅 楊玉蓮 

楊玉蘭 楊妙雲 詹玟彬 詹春花 詹秀有 詹在旺 

董淑慧 葉曉菁 葉鄧蓮芳 董林桂香 董亦舒 葉馨智 

葛傳宇 葛京華 鄒美勇 鄒國柱 鄒彩雲 葛聆萱 雷昭子 雷衍然 

路加潤油有限公司 路梅萍 達建營造有限公司 達博爾有限公司 達新傢俱行 鄒松棋 

鄒欣真 鄒明珊 鄒自生 詹淑惠 詹栩蓉 詹婉欣 

詹晏婷 詹鎮源 葉桂垚 葉阿愛 葉芳吟 葉明堂 

葉明理 葉昆杰 葉茂華 葉英列 溫永成 溫明賢 

楊耀文 溫素雲 溫國壢 林姿慎 溫晨瑀 煉靈之友會 瑞特系統股份有 

限公司 

瑞能貿易有限公司 萬灼華 萬金聖母聖殿 萬大酵素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 
葉有芝 葉光雄 

葉先生 葉永盛 萬泰行 萬彩龍 萬達商行 聖佳蘭傳播協會 

葉永昌 葉月華 葉文菁 義大利IRERI公司 葉日芬 廖世智 

廖文藝 廖兆旺 廖上智 廖千樂 廖松竹 廖芳櫻 

廖周淑花 廖坤源 廖宜恩 廖岱瑩 廖秀珠 廖春輝 羅孰惠  

廖千毅 廖翊廷 

廖述朗 廖宥甯 廖桂嫻 廖美蘭 廖素莉 廖笈均 

廖益龍 廖培雯 廖淑芬 廖淑貞 廖梅均 廖淑媛 

廖連進 廖寶彩 廖麗卿 廖韻馨 廖靜花 廖蕙香 

廖碧珠 廖瑞國 廖雅鈴 劉子瑄 劉允薇 趙興中 

趙蕙芳 趙聰仁 劉立均 劉立樟 劉仲軒 劉玉英 

劉玉娟 劉玉美 劉玉玲 劉孔翔 劉正男 劉巧玲 

趙章舉 趙喬 趙端 趙振峽 趙健宇 趙珮怡 

趙淑婉 趙尚達 趙守忠闔家 熊宗紳 熊詠絜 熊自櫻 

福臨自助餐 褚勝川 褚丹明 趙文祺 趙公明 賓志有限公司 

蔡季秀 蔡孟勳 蔡坤明 蔡宜君 蔡佩育 蔡佩芳 

蔡佳境 蔡欣霖 蔡易良 蔡明志 蔡明裕 蔡明達 

蔡忠雄 蔡尚熾 蔡尚霖  

蔡麗樺 
蔣英傑 蔣怡安 蔡秀英 蔡汪騰 

蔡秀霞 蔡朱怡 蔡伶純 蔡沛霓 蔡如琪 蔡仕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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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氏歷代祖先芳 

捐 
潘淑梅 潘珠環 潘雨彤 潘萬幸 潘慶仙 潘鳳娟 

潘顯仁 蓮花明鏡有限公司 磐峰實業有限公 

司 
練陳蘭 潘勁成 潘欣宜 

潘宥延 潘宥霖 潘彥蓉 潘美鳳+蕭丞皓 潘幸珠 潘邦楊 

潘佩純 潘怡君+曾國恒 潘承珠 潘佑庭 樂碧玲 劉顯光 

劉艷鶴 劉綉珠 劉鎮碩 劉薰渝 劉霖耀 劉靜芬 

劉靜容 劉璧維 歐辰威 歐先生 歐炳南 歐漢司 

歐陽安利 澎湖惠民啟智中心 澎湖東安宮 潘文鋒 潘文化 劉張麗貞 

劉純香 劉國慶  
 

劉恩慈 劉容華 劉桂香 

劉秦真 劉賜慧 劉曉萍 劉錦珍 劉錦龍 劉慧蓉 

劉鳳霞 劉榮平 劉進上 吳品慧 劉雅瑛 劉雲開 劉惠珍 

劉惠敏 劉毓玲 劉旻宜 劉建三 劉姿良 劉冠伶 

劉咪秀 劉炎明 劉治國 劉芯語 劉金枝 劉昀昇 

劉映雪 劉昭男 劉春琴 劉秋英 劉美金 劉佳惠 

劉享龍 劉定洋 劉其蘇等12人 劉宜鐘 劉怡汝 劉明瑜 

劉呂德妹 劉妍希 劉安邦 劉安茹 劉作雲 劉先美 

鄭秀貞 鄭宏仁 鄭武順 鄭芬蘭 鄭建龍 鄭俊彥 

鄭秋日 鄭高珍 鄭素月 鄭國章 鄭英美 鄭美雲 

鄭美芝 鄭桂芳 鄭玉佳 鄭永翔 鄭旭然 鄭伸仲 

鄭伯彥 蔡耀如 蔡麗華 蔡燿州 蔡麗淑 鄭世烜 張祥澐  

鄭宸鈺 鄭先任 

鄭又華 鄭仁宗 鄭小姐 鄭六嬌 蔡意文 蔡棠宇 

蔡智宇 蔡晴菀 蔡博文 蔡猛祥 蔡惠美 蔡爾端 

蔡蕙霞 蔡潣良 蔡慧珍 蔡健福 蔡崇琪 蔡張美蘭 

蔡彩雲 蔡素華 蔡恩霖 蔡得民 蔡條邦 蔡淑琴 

蔡阿珠 蔡冠憶 蔡俊逸 蔡俊銘 璇子徽 盧文娟 

黎鳳珠 黎玉琴 鄧資新 鄧維海 鄧菊香 鄧世雄 

鄭黛瓊 鄭瓊玉 鄭瓊春 鄭麗華 鄭理月 鄭淑鈴 

鄭雪娥 鄭雪慧 鄭凱文 鄭凱玲 鄭欽元 鄭惠心 

鄭惠芳 鄭雅文 鄭貴芬 鄭榮堯 鄭翠媚 鄭嘉珮 

鄭鈺臻 鄭瑞瑛 蕭國旺 蕭淑美 蕭健仁 蕭振寰 

蕭美綢 蕭琇文 蕭燕芬 蕭靜熹 蕭遊忠 蕭榆平 

親善佛堂 賴世銘 賴幼儀 蕭世廷 蕭天源 臻邑工業有限公司 

蕭于翔 蕭玉雪 盧俊義牧師 盧素新 盧素卿 盧盈州 

盧建助 賴勝彥 賴雪鶯 賴黃策華 賴碧如 賴維國 

賴德純 賴慧文 賴寧生 賴慧莉 賴潘燕玉 閻多文 

閻永珍 賴駚興 賴佳妤 賴其萬教授 賴育美 賴秀珍 

賴含少 賴妍萲 賴林阿員 賴俊學 賴國風 賴振鴻 楊慧卿 

賴彥豪 賴政山 賴政佑 賴昱天 賴昱卉 應琳威 

戴卉庭 駱享德 駱彥均 龍中鼎 駱韻狛 駱碧鶯 

駱效賢 龍嘉雲 薌園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 
薛仲芬 薛文怡 礁溪三源行 

戴賢倫 繆鄭金子 戴薰美 戴瓊英 戴詉禹 戴素蘭 

戴源宏 戴連鯤菁 薛翔竹 薛莉娜 薛怡嵐 謝文貞 



109年4月義大利捐款芳名 

募款籌集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援外防疫醫療物資 

 

103  

謝文凱 謝日紅 謝文益 謝友容 謝玉如.謝彭月蘭 謝玉貞+賴仁海 

謝世慶 謝玉霞 謝妃涵 謝李鴦 鴻昇國際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 
韓煥孝 

韓善寰 韓甲麗 鍾榮堂 鍾燕珍 鍾慧玲 鍾起惠 

鍾崑龍 鍾其珍 簡俊立 簡秋桂 簡秋雪 簡松樹 

簡坤山 簡玟琦 簡芳忠 簡邵庭 簡志成 簡志忠 

簡伯峻 簡睿宏 簡德政 簡源水 簡雅君 簡雅純 

簡森垣 
簡惠貞 謝清郎 
劉曜瑋 簡惠美  
黃振修 

簡盛崇 簡淑溫 謝欣洲 謝金花 

謝明裕 謝明理 謝明河 謝幸娥 謝宗翰 謝素華 

謝桃玉 謝淑芬 謝清祥 謝理致 謝理格 謝國雄 

謝淳利 謝瑋文 謝銘倉 謝銘鈞 謝惠蘭 謝雪嬌 

謝順築 謝錦鳳 謝鎮海 藍芳連 藍玉鳳 藍珍香 

藍國松 簡慧美 聶湖濱 簡鐘榮 顏妙卿 顏羽彤 

顏汝羽 顏仁智 顏文壽 顏文環 顏玉盈 闕玲芬 

闕慧祝 闕如昕 豐僑建設有限公司 藍愈龍 顏慶和 顏蓮蓉 

顏維彤 顏碧妁 顏錫文 顏魏瓊瑤 魏文心 魏氏諭 

顏玲華 顏珮瑜 顏寀竹 顏國義 顏晨晞 顏祥發 

顏紹康 顏清秀 顏黃阿蘭 魏伯芳 嚴蕾 獻麒紡織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耀東有限公司 

蘇子賢 蘇育代 蘇文斌 蘇石阿衛 蘇金洲 蘇國雄 蘇博文  

蘇筱媞 

蘇聰明 蘇麗玉 釋心根 蘇曉芬 蘇慧純 蘇雍昇 

蘇榮瑩 蘇愛文 蘇進吉 釋真顗 釋智勝 鐘立心 

釋演欣 魏暄安 魏鳳英 魏德昌 魏佩玉 魏麗娟 

羅仁秀 羅介廷 鄺黃寶仙 羅飛燕 羅秋昭 覃怡輝 羅美珊 

羅秀蘭 羅亞男 羅東中山獅子會 羅金泉 羅志毓 羅怡玫 

羅虞村 羅新吉 羅進武 羅舒微 羅庭愉 譚棉心 

嚴義澤 嚴子筑 羅劉美珠 羅鳳飛 蚭業強  
 

鑫正益食品有限 

公司 
靈醫會家庭 龔麞娟 龔飛嘉 陳阿惜 龔吳宗鑠 彎的音樂有限公司 

酈欽菁 顧若馨 饒鴻鵬 鐘碧珍 鐘明豐  

曹慧敏 盛昌貨運有限公司 莊文連 許良駿 許哲豪 許哲瑋 莊志鴻 

張愷恩 許慧淑 陳正國 陳光鏞 陳金魁 陳亮妤 

陳玫吟 陳幸姬 胡璧蘭 范揚欣 俞陳阿雪 邱麗慧 

徐麗 張淑華 張紅桃 張浩緯 黃氏玉鮮 張志杰 陳素秋 

陳維苓 陳建宏 馮子龍 阮叔慧 曾秋香 陳蘭生 馮錫基 

黃李金寶 黃芃滋 黃春美 黃梴松 三安投資有限公司 田玉蘭 

江進財 江黃靜花 江毛球 江可可 江金枝 何枝梅 

江摩卡 江謝賽華 李秀茹 李信德 呂麗芳 李永宏 

余榮進 吳益銘 林俐均 林姿妙 林貞瑜 林啟嵐 

林健茂 社團法人宜蘭縣 

歡笑愛心協會 
邱厚文 林慧君 盧國文 林黃阿累 承煇儀器有限公司 

林育如 林育泉 林晉吉 林宏彥 李靜惠 周冠成 鼎笠安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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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士雄 廖加政 黃清香 劉秀梅 劉阿旺 褚金宗 樹樔CAFF 

盧淑芬 盧淑玲 盧淑卿 鄭玉葉 蔡幸玉 蔡昇龍 

蕭鈴香 賴麗惠 魏榮章 闕清波 簡啟庭 簡朝陽 

藍炯銘 釋慧涵 杜佳蓉    

金額:10015      

李秀娟 潘俊武     

金額:10020      

林麗玉 愛心基金會     

金額:10060      

林鍇卉 林貫浤      

金額:10100      

延電科技有限公 

司 

     

金額:10200      

王郁寬      

金額:10500      

百越興業有限公 

司 
張美月 黃麗燕 陳廷睿 蔡道祥 

  

金額:10550      

劉欣宜 廖桂貞      

金額:11000      

江冬犂 名翔企業社 吳冠陞 呂佳容 王富生 王碧蕊 

李秀筑 程羽蓁 李月裡 張祖源 高文英 林淑惠 林迺衛 

林惠月 施碧如 李欣華 李靖 曾慰慈 曾藍萱 童寶緯 曹福仁 

陳盛昌 劉芊麟 劉家溫 蔡佳致 薛榕森 彌陀弟子 

蘇緯哲 蘇寶玉     

金額:11300      

無名氏      

金額:11500      

王明儀      

金額:11600      

顏美免 高嘉君 高文賢 
高嘉伶 陳睦 

睎 

     

金額:11800      

黑色漿果設計      

金額:12000      

王乾朝 王美蓉 
台北龍山寺三寶弟 
子 

台北市南港國際 
獅子會 

尤梓鴻尤盛本 
陳秀雲黃舒愉 
尤瑋樂尤凱煜 

吳榮壽 

吳勤珍 呂鍾貴梅 宋素蓮 朱子倩 朱永昌 田秋堇 

江翠屏 何國珍 吳月娥 李全發 李林美瑄 吳玉雲 李賢作 

杜冠儒 李麗,戴培國 
李燦定 李勝棋  
李勝耀 林飴真  
李雅雯 李雅婷 

段燕妃陳奕榮. 
陳奕縉陳冠廷 囷酉企業社 姜榮陞 

林維玲 胡元 徐喬薇 林純如 林聖鈞 

林克政 林大弼 
林奕君 林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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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山鄉冬瓜山社 

區發展協會 
林丕靜 林永全 林佳縉,林佳衛 

林子綺 

林秀蓉 周克中 

汪世強 朱敏如 高翠嶺 高美玉 張素秋 張啟東 張翠玲 

張筱葳 華茂企業管理顧 

問(股) 
馮慕蘭 黃世雄 黃玉治 黃秀英 

陳敏溱 陳華麗 陳麗如 陳寬來 彭素珊 曾莉萍 

曹嘉仁 莫駿昇 郭乃綾 許絢絢 許雅萍 許榮彬 

郭雅萍 郭礎嘉 郭晉豪 陳文英 陳文羮 陳人虢 

陳明通 陳宇聖 黃敬閔 黃翔 黃葉足妹 楊瑞明 

趙憲章 雷文玫 萬正乾 蔡月嬌 潘薇 劉鎮漁 

劉家智 劉景文 劉碧中 劉圳章 蔡澄賢 蔡振聰 

鄭美枝 鄧茂松 李淑珍 顏素娥 魏育慧 謝水蓮 謝天心 

賴則縉 謝莉芳 謝家淳 謝明欽 鍾維焂 釋覺愷 

林拔群 曾元登 謝陳瑞珍    

金額:12345      

王玲琳      

金額:12500      

黃維琪      

金額:13000      

世豐工業社 宋哲賓建築師事 

務所 
吳邦寧 李美蓉 張淑華 黃昶維  

黃諆詠 黃莉雯 
張劭儀 

洪陳綠珠 陳明妤 陳氏家族 陳國慶,陳金菲 湯淦閔 何晨辰 楊依蓁 

楊唏      

金額:13070      

黎家安      

金額:13300      

無名氏      

金額:13400      

劉玉枝      

金額:13500      

杜寶月      

金額:13700      

洪惠珠      

金額:14000      

吳瑞木等七人 邱俊豪 張順全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謝淑美  

金額:14500      

胡玉茹      

金額:14520      

王紫燕      

金額:14700      

林育翎等一家人      

金額:15000      

加達儀器有限公 

司 
王俐人 王竹君 丁源河 JOUCE LU 呂學尚 

吳怡慧 吳孟哲 吳林寶純 吳珮琪 李秀玲 李佳俐 

沈慧蓉 范雅茹 洪榮敏 徐惠北徐惠美 

徐惠南 

徐會棋 夏葉珠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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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念慈 邱靖芸 施玉霞 施宏俊 張明童 張惠芬 

張宸輔 張容榕 崔美德 健新牙體技術所 湯淑媛,張為駿, 

張立謙 
馮克明 

游素環 黃承彬 黃思璋 黃素櫻 黃淑芬 陳惠玲 

陳彥滕 陳映伶 彭素琴 彭寄峰 彭暄 傅承葉 

陳慧瑜 陳碧穗 陳仁瑋 郭錦標 許嘉文 許育榮 

許峻瑋 錢宗忻 謝佩芯 藍敏芬 藍李完 聖華宮 三重 黃語柔 黃語晨  

黃 

琮暉 

鋁季興業廠股份 

有限公司 
鄭于珊 劉林湘瑛 鐘小姐 關蘊儀 台曜企業社. 

林有勇.林惠莉 

黃鉑茗 
郭根山 蕭麗鳳  
郭德寶 

林民鼎 張素芬  

林珮懿 林睿鵬 

 林睿群 

   

金額:15200      

莊鈺芬      

金額:15220      

徐忠政      

金額:15700      

陳柏偉      

金額:15785      

謝紫婷 謝承祐      

金額:16000      

李淑娟 吳靜美 江朱得 江玳瑩 王重人 金隆五金行 沈瑜琳 

汪宇璿 林自謹 陳俊佑 陳蕙玲 許鈺涵 張麗綿 

黃元櫻 黃彥智     

蔡枝梅蔡東益 

蔡宜芬蔡宜珊 

蔡承修 

     

金額:16300      

農禪寺法師      

金額:16420      

黃朝晴      

金額:16500      

藍麗雲 潘書琴 潘劍琴  

潘友琴 韓月梅 

    

金額:17000      

黃扁 謝金朝 隱名氏 釋顯寂   

金額:17500      

張淑琴      

金額:18000      

郭素華 鍾大偉 柯典一    

金額:18200      

廖進源 黃宗志黃宗智 

楊忠發李錫炎 李志哲

許慶嵐 

     

金額:18500      

謝瓊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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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18600      

黃明祥      

金額:19000      

李秋慧 簡達睿 澎湖馬公國小校友    

金額:19500      

張安祺      

金額:20000      

李美玉 李國瑞 李張碧微 李得合 李素華 李賢明 

李蔡金菊 李錦雲 李靜怡 李雲耀 李博仁 李揚漢 

李佳蓉 李杉寶 李月雲 李玉梅 李玉琴 李士弘 

李仁智 李明月 李怡萱 李幸芳建築師事務所 李忠成 李尚叡 

李岱陵 李季舫 李俊賢 李南儀 李帥慶 李宣書 

李芳蘭 李青樺 李鵬遙 李鶯,李鵑,李小燕 杜秀花 王秋菊 

王若愚 王美惠 王罔市 王正義 王孟真 王志榮 

王志宏 王大綸 王大維 王小青、陳早麗華 方龐國瑞  
 

台北市私立菁英幼兒
園全體師生家長 

台北市京華獅子會 台北市中華愛心會 
台灣尋德會 

本土股份有限公司 
王麗卿 

王富美 王翌卉 王順隆 王毓琪 KAO CHARLES KAO ELLIS 

丁鳴舉 丁千珍 丁立寧 于樹偉 三寶第子眾等 大二結紙文化館 

大都育樂電子遊 

戲埸 
文詠梅 中道基督生活團 不具名 天主教聖神傳教會 太聯軟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江宏哲 江林金鸞 朱豐沅 朱靜 江碧琪 江清松 江若冰 

生元製藥股份有 

限公司 

甘宗旦 白雅敏 白雅琴 白雅鈴 白雅寶蓮 

白玉峰 禾龍有限公司 朱志強 旭光金銀珠寶有限公

司 
朱水松 朱俊明 

安億鋼鐵有限公 

司 
合創企業社 光政鋼纜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任麗娟 立勇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吳中書 

吳人寬 吳至行 吳宇翔 余莉 余王愛敏 何思慧 

何義津 何濤 余乃勤 老君家族 何坤城 何明得 

何昇峰 何昇翰 呂正君 吳源鈞 吳榮昌 吳維薇 

吳肇陽 呂學冠 妙善 宋定懿 宋美玉 呂宛錚 

呂昱緯 吳素敏 吳春曉 吳昭呈 吳淑珍 吳淑珍 

吳偉經 吳國源 吳昕昌 吳玫珍 吳芝芬 吳采? 

吳俊華 吳宜蓁 吳尚錚 吳忠錕 張玉華 張生芳 

張申琪 張光道 張世昌 張文德 區偉國 張小燕 

康麗英 陳彥銘 高俊傑 高健恒 高雅敏 高淑雲 高銘宗 

高頡縈 蕭秀如 高曉珮 涂沛雲 高玉霞 高秀琴 高宜敏 

高宜靜 高全信 高明志 高林采霜 財團法人天主教 

耶穌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 

聖本篤女修會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
佛教幸夫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聖佳
蘭先開懷社會福利慈
善基金會 

袁筱益 退休教師愛心隊 
財團法人新北市烏來
妙心寺 張淑惠 

張博堯 張陳碧梅 張密 張國軒 張偉莉 張記洲 

張怡玲 張貝芬 張秀貞 張妙真 張秀月 張美玲 

張美琪 張芳澤 張芳芳 張冠雄 張俊德 張雅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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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玲 張進祥 張嘉儀 張榮欽 張鳴言 林佑融 

林吳富美 林吳麗秀 林志蘋 林育瑩 林育輝 林秀蘭 

林秀慧 林秀亮 林佩倫 林玉文 尚甫工程有限公 

司宋瓊珠 
朋博法律事務所 

林友一 汪壽昌 秀春教育基金會 卓明田 卓勉君 和翔貿易有限公 

司 
和瑞股份有限公司 

周小芳 
佳聯科技有限公司 

來來鞋行 
亞普達國際電子商 
務股份有限公司 周志誠 

周秀芬 周秀玲 周幸敏 周宗民 周柏谷 周秋祝 

孟憲琴 周靜萱 周蕙珠 周傑 周惠娟 周道德 

周莉亞 周振生 林美珠 林美玲 林修民 林迪娜 

林昭榮 林柏志 林珊帆 林勉 林建元 林雨亭 

林武男 林孟勳 林明修 林國華 林素完 林珮瑜 

林淑玲 林章德 林晶 林惠瑕 林逸玲 林頌涵 

金連城營造有限 

公司 

青園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 

長樺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 
信仁牧場 姜述文 姚明惠 

邱惠君 邱淑娥 邱靜佳 邱麗斐 邱綉雯 施又今 

姚慧宇 姚貽玲 施俊和 施美月 施景萍 柯興茂 

柯智文 施錦秀 施養泉 昱浩藥品有限公司 柯秋栓 河見電機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林顯煜 板田實業有限公司 邱丹旳 邱月瑞 邱文 林寬池 

徐林秀惠 徐玲媚 徐若韶 凌靜瀾 夏紹軒 唐肇美 

孫宇文 徐菁薇 徐惠錦 耕心院 袁有雲 袁自玉 

翁啟晃 祖逸華 祝弘 益生堂凡吉力事業有

限公司 

浩恩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 
祝福 

洪碧琦 洪惠菁 洪淑娟 洪啟源 洪永潤 洪子涵 

范道華 齊瑞芝 范炘 修莉娟 范瓊文 范蓮芳 郎勵敏 

胡興邦 胡永春 胡正隆 胡春麗 胡迪文 胡珮玲 

胡益壽 胡家鼎 紀潔 紀韋任 紀碧珠 紀炳欽 

盈昌金屬建材行 祈興企業社 紀忠輝 黃林燕雪 黃俊東 黃武雄 

黃美花 黃中駿 黃心怡 黃文旭 黃正誼 黃志良 

黃石貌 黃玉真 黃玉蘭 黃吳美惠 游信得 游阿水 游楊阿婦 

游濬明 游熙明 游文仁 馮玉芳 
隆穎企業有限公 

司 

雅力信股份有限 

公司 

馮柏菁 黃一仁 
華東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華普基金會 

華貿行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暨全體員工 

華榮興國際行銷股
份有限公司 

華德國際實業有 

限公司 
善心人士 鈞霈國際公關顧 

問有限公司 
順盈營造有限公司 順振軒有限公司 順基軒有限公司 

賀立婷 賀威寧 湯森煌 湯明哲 程文龍 黃清河 

黃敏欣 黃淑雪 黃淑雲 黃素珠 黃茂杰 黃重仁 

郭純德 郭淑珠 郭鳳如 郭春玉,呂學三 郭峻廷 郭家宏,邱惠以,郭 

奕生 

陳元勛 陳之碩 陳文賢 郭麗娟 陳川誠 陳玉珠 

陳明 陳東連 陳定河先生 陳周秀琴 陳坤炎 陳幸蒂 

陳延清 陳忠雄 陳怡伶 陳有玲 陳立言 陳形 

陳束 陳志銓 陳志全 陳志堅 陳育傾 陳秀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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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麗 張顏玉霞 君 張龍清 張慧琴 張德鈺 張燕珠 

張痖綾 得意樓餐廳  

何國鍾 何陳美華 

救主會法蒂瑪教堂 祥瑞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 
莊世發閣家 莊月華 

莊阿娥 莊孟儒 莊妙齡 莊瑞榮 莊勝雄 許楊淑真 

許善然 卓玉芳 連慧麗 郭立華 許瓊文 許錦村 蕭清菊 許麗珍 

連安捷 莊達修 許壬榮 許育嘉聯合建築師事

務所 
許秀妹 許光源 

許來福 許金格 許建仁 陳歐珀 陳慧文 陳慧如 

陳鳴緯 陳增德 君啟 陳麗敏 熊潘秀明 陳辭 陳聰明 陳嘉琦 

陳滿女 陳陽派 陳順福 陳裕隆 陳煦叡 陳煜豐 

陳煦恩 傅立吉 傅俊達 傅倩倉 富家鳳 彭勝義 

彭春蘭 陳麗穗 翊光金屬股份有 

限公司 
曾祥偉 曾愛珠 曾梓展 

曾炳焿 曾令怡 彭瑛瑛 惠群報關有限公司 揚程實業有限公 

司 
晶賀食品(股)公司 

景華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 
曾明泉曾張美玲 陳俊吉 陳俊豪 陳信男,蔡彩雲, 

管運頤,管運磊, 

李威漢,李芊 

陳阿月 

陳芳萍 陳冠華 陳奕華 陳昱豪 陳春甫 陳建華 

陳秋慧 陳美玲 陳雪屏 陳華隆 陳清淵 陳淑美 

陳淑嬉 陳啟曜 陳張念 陳張美惠 陳郁心 陳美蓮 

陳茂芝 容傳珍 郭 

秋雲 
歐淑貞 劉豐璋 樊麗萍 德庚翰 蔡美金 潘吉富 

潘明顏 蔣宜君 蔣進福 蔡竹 蔡顏油  

黃東雍 蔡素女 
蔡秀玉 蔡依儒 蔡欣璇 

蔡周民俶 蔡坤佑 蔡武夫,鐘真珠 蔡林玉英 劉禹辰 劉宇華 

劉宇琪 劉聿睿 劉宏志 劉依依 劉宛昀 劉冠廷 劉曉樺 

劉惠珍 劉瑞峰 劉鈺 劉嘉玲 劉國治 劉桂華 

劉益鴻 劉國昭 劉媛 劉陳壽枝 蔡鎧隆 蔡馨儀,蔡世羽 

鄭宇修 鄭敏秀 鄭純伶 鄭君儀 蔡曹美蘭 蔡炳程 

蔡濰璟 蔡慧貞 蔡裕煒 蔡瑞元 蔡綰湘 蔡焜合 

蔡意雯 鄧聲明 盧世祥 鄧昭芳 鄧素芳 鄭萬福 

鄭漢堆 鄭菀蕙 鄭瑞雄 鄭婓馨 鄭琇君 鄭淑慧 

盧明慧 盧國欽 盧普群 蕭玉明 蕭羽嘉 蕭宇聲 

蕭代基 蕭侯鈴朱 蕭柏妮 賴王阿美 賴世娟 蕭淑瑾 

廖德仁 廖家欣 瑋德企業有限公司 廖子睿 廖美貴 劉玉玲 

劉玉雲 劉日雄 鄭明珠  

劉慧萍 

銘達營造有限公司 劉之玲 劉小鳳 福德電訊有限公司 

趙令坤 管永愷 熊永堅 漳火成 趙明書 趙俊祥 

趙桂枝 雷添壽 詹晉杰 詹亦瑩 詹秀媛 詹宏泰 

詹春蘭 葉仁和 葉玉卿 葉玉滿 瑞輝食品有限公司 葉勇進 

葉洛菡 葉念慈 葉淑滿 黃登豊 黃菘滌 黃進泰 

黃進義 林麗香 黃銘佑 黃增財 黃義祥 黃筱嵐 菖馥食品洋行有 

限公司 

傳慧珍 微太克科技有限 

公司 
慈航紀念堂 黃耀欽 黃寶桂 新竹市光民仁愛 

協會 

新營活泉教會 黃聰龍 黃薇蓉 黃樹藩 黃麗珠 楊真 

楊國河 楊婉莉 楊明倫 楊安琪 楊育淇 楊戊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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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豐 楊慧華 楊瀅臻 楊鎧羽 楊濤 楊濱田 

楊添旺 楊紹昇 楊善為 楊雅芳 簡良璘 君 歸仁區仁壽宮 

鍾亞納 姚能鑽 謝龍發 謝惠敏 謝福全 謝周對 謝宜臻 

謝美玲 謝宗達 謝良政 謝仁川 謝丹文 薛綉芳 

戴君玫 龍嚴精舍 霍亞投資有限公司 錢維德 賴麗純 賴萬全 

賴富美 賴淑汶 賴素如 賴秀寶 顏志聰 顏廷鵬 

顏錦文 顏錦堂 顏賞 釋聖廣 蘇慶城 蘇慧珍 

蘇陳碧惠 蘇清蓉 蘇孝貞 蘇宜青 蘇芃如 耀陽實業有限公 

司 

譚湘華 嚴王麗珠 嚴正剛 羅瑩華 羅浩毓 羅清拔 

羅葉桂香 羅志倫 羅先生 羅宥詮 羅明發 魏宜生 

魏倫佑 鐘琪玲 蘭秀雲 露莎 鍾政良 羅宥詮 

徐振興 劉玉華 偕美瑛 游麗美 王玉雯 王兆祥 汎新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立景升科技有限 

公司 
沈怡君 林淑孃 慶春鐵材有限公司 精鉐工程行 賴宜君 

韓宏      

金額:20020      

江雨軒 林淑玉     

金額:20500      

林怡玎      

金額:21000      

何英秀 林鳳琴 陳淑雯 陳惠姬 菜綠黛 賴葉阿霞 

蔡淑惠      

金額:21280      

大仙寺      

金額:22000      

中華民國安萱慈 

善協會 
余小華 李政翰 張皓明 區健寧 陳小華 

郭柏羊 毅宜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謝育仁 蘇英志 蘇意雯 葉文華 林清琇  

葉旻宜 葉昱岑 

金額:22500      

張麗蘭      

金額:22622      

曉明女中初八屆 

三己 

     

金額:23000      

吳政潔 尤惠琴 高福鐵材行 紀淑純 游智涵  

無名氏      

金額:24000      

林明德 歐麗娟 蔡淑清  

洪阿玉 
鵬展聯誼會 

   

金額:24320      

謝宜榮      

金額:24600      

張明章 張仁豪 張祐維 

張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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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25000      

方佩彤 大誠保險經紀人 

股份有限公司 
王以馨 張秀卿 高柏宏 林月珠 

胡昭安 洪振德 夏常豐 施素卿 陳坤戰 陳牧富 

謝簣帆 蕭狛珊 鄭敏伶 楊欲惠 楊淑雯 楊賢源 

楊賢泉 楊賢桂 葉碧仙 達鋌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 

趙麗萍 魏春英 

鄺彩薇      

金額:26000      

大灣天主堂 長庚志工隊 花蓮志學南天宮 

慈善學會 
陳文隆 龍德瑜伽 

 

金額:27200      

鐘碧惠      

金額:28000      

胡榮裕 楊佰菁 鹽洲基督長老教會    

金額:29000      

邱梅妹      

金額:30000      

于浩然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

公司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

法人耕莘醫院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

法人聖功醫院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

會醫療財團法人 
Wang Yueh 

王月娥 王孟哲 王乾發 王海瀧 王楗凱 王翔 

王偉臣 王韻晴 吳建龍 吳俊雄 吳卓映 吳茂榮 

吳珮瑛 吳哲治 呂筑韻 呂滿足 宏易營造有限公司 宋鴻生 

呂賢輝 呂魏文英 妙音闔家 吳盧亮 吳璨名 吳立文 

吳文端 何憶梅 何昆燁 何怡慧 康景泰 康育菁 江顯鎮 江俊鋒 

朱麗容 江李蘭 
年捷企業有限公 

司 

石鳳修 石明永 
申全貨運有限公 

司 

李芳萍 李宜勳 李永桐 李兩就 李兩領 李智傑 

李嘉陵 李榮容 李清光 杜三益 杜三鑫 杜碧葵 陳英俊 陳 

益承 

邱淑芬 邱寶慧 邱穩峮 邰中和 邰卉君 施正鋒 

洪于茹 柏岱企業有限公司 虎國企業有限公司 邵招瑟 松薇食品有限公司 林寶省 

邱仲羮 林福龍 林瑩慧 林鎮鶯 紀雪盡 紅粧國際美容有限公

司 

洪昇宏 洪清羮 洪勝郎 洪源鴻 洪慈鄉 海鵬影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興 

國國民小學 
翁婉君 翁金瑞 徐智聖 林世石 林五爵 

林于人 東來欣股份有限 

公司 
杭守燦 林李文意 林立中 周素風 張麗  

張毓天 

宗薇 周懿德 周美月 協博精密模具股份有 

限公司 
阮妮蓮 辛水泉 

周甘淋 沈慧如 沈冠源 林建宏 林貞良 林香吟 

林淑玲 林梅雀 林振富 高國書 高福懋 財團法人天主教 

博愛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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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惠康 
財團法人天主教台灣
省基隆市益世堂 

財團法人台北市蔡瀚
儀慈善基金會 

財團法人宜蘭縣社會
福利聯合勸募基金會-
蒲公英志工社 

馬南榮 涂淑慧 

張仁凰 張育珠 張采靖 張盼令 張哲夫 張美鳳 

張陳烏英 張瑞明 張道明 郭東政 郭碧華 郭倢 

陳明娟 陳宗佑 陳怡如 陳沛慈 曹若榆 梁石祥 

莊淑敏 莊安真 梁發進 許玲齡 許啟龍 許早惠 

許宏宇 許心懿 許小姐 通安全牙醫診所  

侯全足 
許韻宜 陳素珠 

陳思妤 陳思達 陳品君 陳冠禎 陳南鳴 曾金組 

曾戒征 曾淑貞 陳寶猜 崴仕企業有限公司 陳鎂雪 陳瓊芬 

陳鳳微 陳餘廷 游象鎮 華友貿易有限公司 善導愛心善會 黃士恆 

湯安得 湧酉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黃司徒新風 黃文宏 黃莉莉 黃逢誼 

楊玉秋 楊美貞 黃聰儀 新傑燈光科技有限公

司 
楊日昇 新向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黃裕國 黃甯絜 林沛錡 劉文淦 趙庭蓁 磁量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 

禎豐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翟靜安 廖千善 僑營橡膠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廖文最 廖文彬 廖素卿 

葉哲嘉 粱蕙苹 鄭泰億 鄭守益 鄭永鑫 蔡玲娟 

蔡雅惠 蔡溱溱 蔡鳳珠 蕭慶祥 蕭黃鴻 盧冠霖 

鄭愛暖 鄭碧英 歐俊良 樊樂正 蔡佳芸 蔡沅真 

劉勝東 劉孟芬 劉秀娟 劉珊如 彌陀聖寺 戴靖宜 

薛弘毅 謝佩勳 錢賴足 賴明坤 賴庭鵬 謝曜旭 

謝欽宗建築師事 

務所 
謝淑芬 簡清潭 魏克勒 藍慧鈴 簡麗春 

嚴秀英 羅權得 蘇靜惠 蘇郁順 蘇素貞 蕭惠文 

黃偉嘉 黃靜雲 柳俊星 邱秀慧 陳來春 佑達機電有限公 

司 
葛耀煌 

廖信雄 楊武雄 劉妍利 駱淑美   

金額:30015      

陳信宏      

金額:30055      

李秀月 張大瑩  

張庭嘉 

     

金額:31622      

四季天主堂      

金額:32000      

林秀雨 澎湖妙雲文教基金會 楊智雲 釋法惟師父 
  

金額:32100      

林寬政 黃文珍     

金額:32500      

章毓群      

金額:33000      

蔡惟明      

金額:33716      

城堡花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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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34900      

王美?      

金額:35000      

張景山 舞鶴禪苑     

金額:35200      

劉玉壺      

金額:36000      

陳美伶 陳文福 陳之筑 簡長安 簡鈺芳 

黃文蕙 

  

金額:37300      

台中市天行健鄭 

子太極拳社 

     

金額:40000      

王津勝 吳旻臻 杜莊雅惠 林砵 陳玟珊 陳浙棟 

陳景清 簡素卿  
陳崇文 陳柏翰  
陳昱銘 

陳淑琴 彭定華 
黃世龍黃上峰 
曾翠紅黃盈華 
林怡沛林杰毅 

黃均凱黃盛楊 

劉正鴻 楊孟瑛 

蔡昀展 劉匡華     

金額:40700      

聖嘉民啟智中心 

全體員工 

     

金額:41700      

石綉鳳      

金額:43000      

真愛家族      

金額:45000      

無極慈華宮 楊沛生 財團法人天主教 

會台北教區 

   

金額:45200      

胡翠芬      

金額:46000      

洪吳敏      

金額:48000      

廖耿毅      

金額:50000      

禾豐食品原料有 

限公司 
白鑫煒 玉壇工程有限公司 立鶴國際有限公司 先陽機車行 合智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安寶林有限公司 朱慶忠 朱路貞 江建廷 江淳信 江榮棟 

米丘創意有限公 

司 

百是通國際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何正延 何佩勵 吳沛霖 余光漢 

吳信翰 吳品謙 吳知宏 吳佳蓁 吳若葳 吳美慧 

吳春益 吳國光 吳國熙 吳淑玲 吳清月 呂耳鼻喉科診所 

呂瑞峯 

吳蓓薇 吳銘志 君宇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呂邁 呂怡珍 呂芳榕 

王美枝 王美慧 王家恆 王帛霞 王俊弼 王威鈞 

王彤宜 王立德 王安薏 王有明 台灣天主教健康 

照護聯盟 

巨鑫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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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羿投資有限公 

司 

永豐泰科技企業 

有限公司 
王德鏡 王惠玲 王鼎元 王鼎勻 

Chen-Tai Chen 中華溫暖厚生協會 中華民國全國工 

業總會 
仁豊行有限公司 尤惠旻 力行基督長老教 

會 

卜來明有限公司 大元聯合建築師 

事務所 
李其容 李石松 李田英 李文瑛 

巫淑慧,安芷儀, 

安振睿 
李怡良 李素貞 李若瑟 李貴鳳 飛魚企業社林玥 

縈 

紀靜惠 泰鄉食品廠有限 

公司 
翁明鈴 徐若瑩 保泰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南一電子有限公司 

姜幸麟 林榮三 林碧霞 林鵬 林瀚東 林錦誼 

林靜冠 邱建國 社團法人台北市 

武財神濟世協會 
邵靜莒 林素卿 林明澈 

林尚頡 林芝禾 林李阿卻 林志強 林均琍 東門中華殉道天主堂 

尚玥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 
林山富 林玉滿 沈春鸞 沈錦玫 周仲男 

邢禹依 協進事業有限公司 京東科技有限公司 阮張美玉 周泳成 周德文 

張洵瑛 張秀敏 張林玉 張佩英 康惠婷 國景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 

張令貽 張永青 張玉人 張宏基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

無原罪傳教女修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德 
來會 

袁媛 馬欣 財團法人訊連科 

技教育基金會 
張雅慧 張劉凌秀 童元昭 

詠山基金會 鈞威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黃台芬 黃秀玲 黃建欽 黃信楷 

黃偉楷 彭芳谷 博宣寧股份有限 

公司 
喻小珠 珺富投資有限公司 陳鑫讌 

晶偉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 
彭錦鵬 陳瑞煌 陳新泰 陳黃雪雲 陳淑貞 

陳書懿 陳茂源 陳秝芸 陳茹芯 陳洪彩雲 陳思愉 

陳彥拃 陳彥豪 陳金榮 陳奕霖 陳宥任 陳明宏 

陳怡臻 陳怡如 陳和廷 陳佳燕 陳亞玲 陳妙香 

陳文敏 郭瓊瑛 陳世敏 陳世柱 陳世雄 郭竹新 

許慶豐 許博享 許中悅 許中馨 許月華 許玉葵 

許振榮 許書豪 許書銘 梁添根 曹慧姝 曹肇敏 

張麟徵 張麗君 張聰仁 廖燦昌 葳京科技(股)公司 鼎榮濾材科技有 

限公司 

廖美雪 福智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管飛雲 粱鄧蘭妹 萬千鴻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葉淙榮 

楊安國 楊吉麗 楊忠明 楊思苓  

Alvin Tan AshTan  

楊萬波 楊陳玉蘭 

楊武男 楊芳玲 

楊筑凱 楊筑棨 楊燦弘 楊聯敬 黃楷唐 黃翠瑛 

楊天賜 新聯成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劉成媛 劉俐妏 劉桂英 劉憲珍 

劉碧如 蔡光昭 潘美麗 蔡振賢 蔡貞貞 蔡鳳鳳 

鄭文鋒 鄭志發 鄭宏生 鄭怡芳 鄭淑珍 鄭朝聰 

靚采美學診所 黎歡賦 鄧林雪輝 鄧先毅 蕭國瑞,李慧宜 鴻星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 林毓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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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淑芬 謝崑永 謝秋全 林正亮 謝慧珍 賴春枝 賴麗珠 

薛惠瓊 薛鴻彬一家 謝文傑 繁枝投資有限公司 藏喜行 藍小華 

廈門福興生物科 

技公司 
朱漢祥 王玟力 王吔英 林素貞 松穎營造有限公 

司 

閻兆磊 釋法淨 羅紹和    

金額:50020      

坤家有限公司蔡 

耀德 
許淳淨 蔡嚴甯 

    

金額:51000      

陳士文 簡呈安     

金額:54200      

CADIS      

金額:55000      

林岳輝 謝百川     

金額:56000      

賴秋桐      

金額:60000      

中華民國中華啟 

能基金會 

台中縣慈蓮愛心 

濟世功德協會 

台南天主教友  

張行花 
王文奇 毛淑玲 王珮珍 

吳瓊芳 何岳羮 牟華瑋 江浩 快樂兒童文教用品企

業 
周冬華 

岡山聖文生天主堂 宮陳琴 范曼麗 張晨芮 陳明煌 統億生技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陳嫦娥 富麗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黃莉穎 黃淑婉 薛慶田 劉欣潔 

楊文蔚 黃麗珠 詹傑人 孫景文 廖英傑,廖偉富, 

廖珮鈞 

關靄華  

金額:60200 
     

王年珍      

金額:61000      

黃騰緯      

金額:61100      

王瑩玉      

金額:70000      

婁文俐 陳筱明 郭美玲 蘭陽淨土助唸團宜蘭

區 

  

金額:72000      

友緣環保工作坊      

金額:75000      

李恒德三溫暖工 

程有限公司 
陳雨鑫 

    

金額:80000      

財團法人鳳山佛 

教蓮社 
林玉蘭 精功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宜蘭縣陽光

之友會 

  

金額:82300      

財團法人天主教 

耶穌聖心修女會 

     

金額: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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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地產開發有 

限公司 

     

金額:90000      

陳氏闔家 蔡慧芳     

金額:90060      

Michelle Chen      

金額:99000      

澎湖國立馬公中 

學校友 

     

金額:100000      

川寶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 

文泰文化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大亞紙業有限公 

司 

千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王蓓芳 柯濬諺 王篤仁 

正容加油站實業 

有限公司 

正裕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 

卡希納家飾股份 

有限公司 
王萬富 王菁菁 王進財 

王鈞 王陳惠美 王皓東 王志丞 王亞平 王金源 

王松筠 吉得股份有限公司 安鵬科技(股)公司 合順興股份有限公司 全士達實業有限 

公司 
伍君姿 

田筱榮 禾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江財寶 朱進吉 利達空調股份有 

限公司 

呈定企業有限公 

司 

吳蕙川 吳榮木 呂林淑娟 宋劉麗珠 宋勝海 吳效諭 

吳玫琪 李淳仲 李榮發 扶順基金會 李吳月桃 李長生 

李姿瑢 杜淑靜 李麗茵 沈子霖 財團法人天主教 

聖家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 

耀漢小兄弟會 

財團法人台灣研究基
金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社會
服務修女會 

財團法人高雄市百善
社會福利慈 

善基金會 

財團法人唐德晉文教
基金會 馬澤亞 高滄賢 

堅瑪爾大女修會 張介蔭 張淑珍 張淑絹 張周玉 張香珠 

張睿庭 林永嘉 承遠寺 林君穎 周錦秀 周素玲 

周湘華 周如賢 林金樽 林俊名 林國銓 林瑛玉 

林瑞玉 林滄雄 林惠玲 洪灝証 徐太郎 唐福佑 

孫可基 翁淑貞 泰樺家具股份有 

限公司 
翁文華 徐鳳鶴 社團法人台灣聯 

合抗癌協會 

社團法人宜蘭福 

氣家族公益協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 

真佛莊嚴學會 
林麗雪 林鴻德 林碧香 柯勇賓 柯俊如 

施幸男 施士模 彥均股份有限公司 陳友邦 陳黃淑惠 陳先生 陳秀子 

張賴妙珣 張鴻章 啟運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 
許祈財 許盛信 許萬聖 

郭文宗 陳俊凱 陳映廷 陳美惠 陳素貞 陳美錦 

陳淑麗 陳祥銘 陳森藤 陳綠珠 陳雅媚 富呈工程有限公 

司 

堤絲帝精品股份 

有限公司 

博而美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傅芳球 章瑪利 惠宇實業有限公司 黃淑娜 

黃倉益 黃金雀 黃欣潔 黃秀鑾 黃秀清 黃日華 

進吉食品有限公 

司 
馮惠貞 歐陽志宏 歐偉仁 歐陽文翰 寬達法律事務所 

劉建明 劉俐伶 劉自森 劉碧貞 劉敬明 劉敬業 蔡進昌 

鄭一民 盧榮欽 蕭信雲 鄧延通 劉彥君 璞永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 

福又達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豪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趙建豐 億富股份有限公司 嘉澤端子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鄒瀚仙 裕程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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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筌 葉明良 溫嬪容 慈惠禪寺前住持釋道 

清師父 

傳成慈善公益基 

金會 

 
 

楊天祥 楊麗環 楊賢欽 楊漢東 楊豪琳 楊詠絮 

楊淑嬌 楊陳美華 楊阿勉 謙守雅集 閻文台 賴韋璠 

賴明陽 韓星股份有限公司 謝培菱 謝祥弘 藍妙瓏 藍始林 藍劉國蘭 

闕玲玲 闕玲瓏 羅聯福 釋隆迅 蘇耀文 台中教區 蘇文欣 

寶平電子有限公司 寶弘國際有限公司     

宜蘭縣私立大象 

幼兒園 

中興牙醫診所 

賴明農 
黃文鏗 曾富鈿 曾美惠 馬修莉薇 

莊鴻江 劉志仁馥鴻商行     

金額:100015 
     

吳紹榮      

金額:100020      

Physcian from 

Taiwan 

     

金額:101000      

蘭陽靈糧堂      

金額:105000      

台灣中社      

金額:106000      

曾玉燕      

金額:108500      

蘇澳天主堂      

金額:110000      

高雄市私立碩立 

文理補習班 
陳禎和 江瑞祥 

   

金額:112000      

主顧傳教修女會      

金額:117200      

台北市內湖區碧 

湖社區發展協會 

     

金額:120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草屯教會 

國高股份有限公司 
賴貴川 黃鍾素娥 

  

金額:122500      

一之軒食品有限公司 
揚堅拉嫫佛堂 

     

金額:126000      

陳姿婷      

金額:150000      

洪千惠 洪炳雄 賀照魯 潘競成   

金額:167300      

多聞學堂      

金額: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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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豪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金額:190000      

盤莉娟      

金額:200000      

任耀先 玄奘印刷文化有 

限公司 
吳朝勤 君鼎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大永行銷有限公司 于憶 

三多士股份有限 

公司 

台灣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 
王博仁 王嘉荷 王明前 李俊德 

李伯琴 胡光權 
香港商威鐙電器有限
公司台灣分 

公司 

林鳳玲 
河洛企業有限公司 亞碩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京宜營造有限公 

司 
林見松 健勤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張世烽 財團法人台北市 

福智佛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王源林 

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 

桂蘭慈善基金會 

財團法人鳳凰教 

育基金會 
馬英九 黃淑端 彭文英 郭士豪 

郭士賢 許金鐘 莊仁榮 陳秀香 陳玉雲 鋐冠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葉宣哲 醫師 葉唐淑萍 詹清治 種籽廣告行銷有限公 

司 
黃麗燕 楊弘美 

楊新智 薛翰聲 環球化粧品廠股 

份有限公司 
龍銓 簡川勝 簡茂男 

豐譽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正德癌症醫療基 

金會 
游錫堃 楊志良 羽宸企業社 廖吉甫 

廖吉甫 李世澂 何義爐 弗茶居茶 王陳彩蓮 台速企業有限公 

司 

陳子溱 黃春霞 葉玲玲 顏明德 陳尚仲 孫慧芬 

吳淑儷 周瑜芬     

金額:200020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      

金額:250000      

台北朝陽扶輪社 楊思雋     

金額:300000      

江金福 財團法人玄深佛 

教基金會 
壹同寺 漢全興業有限公司 鄧文瑄 王月霜 

謝叔珍 謝煌枝 鄭金卑    

金額:302154      

NEI ENG SU      

金額:308100      

不具名      

金額:330000      

省躬社聖化堂佛 

祖救急基金會 

     

金額:340000      

社團法人台北市 

羅馬扶輪社 

     

金額:400000      

美村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宜蘭扶輪社 

    

金額:42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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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氏      

金額:500000      

至鼎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李翊綺 李鐘亮 

保吉生化學股份有限
公司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
新希望基金 

會 

陳斐琲 

劉欽棟 熊道英 楊鳳鳳 幼龍企業管理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至鼎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李翊綺 李鐘亮 林春燕 呂淑媛 

 

金額:600000      

宇明泰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六度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王元晨 宋瑞萍 

  

金額:860000 
     

台北市敦化扶輪 

社 

     

金額:1000000      

北港武德宮 晃誼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許麗華 楊松男 黑幼龍  

金額:1607900      

宜蘭市公所      

金額:2000000      

郭兆祥 陳素芳      

金額:2173645      

無名氏      

金額:2914000      

王敬仁      

金額:3000000      

台北市艋舺龍山 

寺 

     

金額:5000000      

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