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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捐款期間: 2019/01/01 - 2019/06/30 

金額 芳名 

 
NT$510000 善心人士 

NT$500000 朱英龍、朱英龍 

NT$300000 財團法人蘇天財文教基金會 

NT$250000 中國航運股份有限公司、航偉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NT$200000 何凱璋、航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馬德麟、貿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NT$177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新永和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NT$167000 台北永東扶輪社 

NT$100000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財團法人億光文

化基金會、彭蔭剛 

NT$70000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NT$61360 善心人士 

NT$50000 李宏譽、陳月汝、陳永泰公益信託、黃文興、黃朝棟、趙淑芬、趙淑芬、謝培菱 

NT$46500 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NT$36800 郭春華 

NT$34348 善心人士 

NT$30000 江碧琪、祥和工程有限公司、許盛信、蕭黃鴻 

NT$25548 善心人士 

NT$25000 梁皇共修會、善心人士 

NT$23070 善心人士 

NT$22450 善心人士 

NT$21722 善心人士 

NT$21500 徐偉閔 

NT$20500 定向智匯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NT$20000 吳秀宜、李淑銀、洪紅足、張景嵩、郭林玉英、黃詩婷、黃齊貞、鄭玉花、謝之

薰、羅英華、涂淑梅 

NT$18000 李蕎安 

NT$15900 善心人士 

NT$15000 剛恆毅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張裕盛 

NT$13560 台北市立河堤國民小學 

NT$12000 尹靜蘭、尹靜蘭、馬繼爰、許仁壽、曾春純、童愛華、蔡仁智 

NT$10400 中獎發票 

NT$10000 丁柏森、于中中、方慧靈、王宏智、王宏智、王宏智、王絢玫、杜鴻宇、易玲、

林少琦、林志展、林淑媛、林學昌、林學昌、邱一、信誠有限公司、南山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徐宇梅、徐惠麒、益協實業有限公司、耿睿霖、財團法人台北

市天主教耶穌孝女會、高立茀、高儷文、商千儀、國科企業有限公司、張書協.

張蕭惠芳、張桂珠、張桂珠、莊天賜、莊佑全、莊惠娟、許淑意、許瑞卿、許樹

根、許樹根、許樹根、許樹根、許樹根、許樹根、黃映誠、黃斌、楊力融、楊文

和、楊燿宇、鉅翼企業有限公司、劉德香、蔡萬福...等、蔡萬福...等、蔡滿、蕭

綾悅、蕭綾悅、鞠忠誠、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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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鴻碩精密電工股

份有限公司 

NT$9400 中獎發票 

NT$9000 鄭永立、謝國志 

NT$8500 蔣鄭玉暇 

NT$8000 王頌安、林玉霞、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張莉莉、賴惠美 

NT$7350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7000 李彥峰 

NT$6600 王碧玉、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6500 莊惠娟 

NT$6495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

教修女會 

NT$6400 王雪花、張莉莉、張莉莉 

NT$6000 中獎發票、王文毅、王淳耀、丘英元、吳水吉、李嘉琪、李鴻倩、杜禕俐、周芳

雄.周張金蘭.周天仁、林志誠、林志誠、林志誠、林志誠、林志誠、林志誠、林

秀穎、林侑勳、林玟君、林琬瑩、邱志浩、洪紅緞、徐文遠、高瑞祥、高嘉鞠、

高潔國際有限公司、高潔國際有限公司、高潔國際有限公司、常蕭玉英、張玉英、

張玉娥、張秀琴、張貞婉、晨堡有限公司、許惠真、許碧純、陳一如、陳孟君、

陳思琪、陳湘鈺、程家賢、善心人士、善心人士、黃玉葉、黃明義、黃明義、黃

林政、黃貫瑀、黃馥瑜、楊佳琪、楊湘貞、詹潤妹、劉正國、劉正國、劉林月娥、

劉琇琳、蔣丹蒙、蔡桓宇、蕭俊德、蕭詹美玲、賴慧青、藍英綬、魏廷恩、魏秀

炫、魏張麗華.陳月女 

NT$5900 葉勵寬 

NT$5500 馬偉涵律師事務所 

NT$5375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5100 劉芳怡 

NT$5086 陳美惠 

NT$5000 王安強、王余惜、王宏智、王高金時、王淑錦、王雀珍、王維駿、巨迦室內裝修

有限公司、余俊民、吳明權、吳若晨、吳若晨、李秀玲、李佳玲、李美嫻、李榮

齡、周大慶、周大慶、周妤芳、周祥蕙、周祥蕙、周開屏、周開屏、周潔、林宗

運、林春燕、林進興、林碧珠、林碧珠、姜洋光、柯怡如、柯秋月、唐瑞玉、庫

博士西點麵包店、翁瑋瑋、張玉英、張瑪龍、莊惠娟、許龐、郭金玉、郭金玉、

郭金玉、郭金玉、郭金玉、郭金玉、陳宏州、陳怡方、陳怡方、陳素真、陳維強、

陳維強、陳維強、陳維強、陳維強、陳維強、陳靜雯、曾蔡碧霞、曾寶山、游月

嬌、善心人士、善心人士、黃月秀、黃月秀、黃月秀、黃月秀、黃月秀、黃月秀、

黃金章、楊和男、楊和男、楊劍偉、楊劍偉、楊劍偉、楊劍偉、楊劍偉、楊劍偉、

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劉賢芝、劉賢芝、劉賢芝、劉賢芝、劉賢芝、劉賢芝、盧建生、賴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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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建全、賴建全、賴建全、賴建全、賴建全、賴建全、賴欽瀧、謝清福、顏宗養、

顏宗養、顏宗養、羅文玲、龔承延、燁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T$4600 詹潤妹 

NT$4500 游淑惠、善心人士、黃湘凌、黃銘水、黃瀅璇 

NT$4000 毛秋臨.魏志剛、毛秋臨.魏志剛、毛秋臨.魏志剛、善心人士、溫子苓、劉松輝、

劉松輝、劉松輝 

NT$3900 隱名氏 

NT$3750 陳幼冰 

NT$3618 林添發 

NT$3600 張寶仁.蔡正偉.蔡庭瑞、陳秀鑾、黃王錦華、黃劉華玉、廖又錡、趙雪峰 

NT$3500 劉澤元 

NT$3300 陳林詩、陳俊生、陳俊生 

NT$3115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3100 沈麗雲、沈麗雲、沈麗雲、沈麗雲、沈麗雲、沈麗雲、楊宸鳴 

NT$3023 林季英.陳榮華.葛麗君.酈時洲.羅  榮 

NT$3000 刁柳娟、大來冷凍材料有限公司、王正芳、王阮寶玉、王信貴、王美華、王敬和、

王德麟.曹愛玲、王德麟.曹愛玲、王德麟.曹愛玲、王德麟.曹愛玲、王德麟.曹愛玲、

王德麟.曹愛玲、甘耀華、甘耀華、何明珍、吳佩臻、吳怡燁、吳淑慧、李仲毅、

李宜勳、李春桂、李春桂、李柏勤、李耀彰、李耀彰、杜玉蓉、杜筑生、沈素青、

兩岸窯-張小燕、昀浩有限公司、昀浩有限公司、昀浩有限公司、昀浩有限公司、

昀浩有限公司、林于楨、林昀蓁、林榮堅、林榮堅、林榮堅、林榮堅、邵永添、

俞佳伶、施昆成、洪玉容、洪玉容、洪光熙.陳靜珠、洪光熙.陳靜珠、洪秋萍、

洪秋萍、洪秋萍、洪秋萍、洪秋萍、洪秋萍、洪碧蓮、洪靚倫、胡益成、郎明寬、

郎明寬、凌永富、徐鴻發、翁文杰、財團法人天主教拯亡修女會、財團法人臺北

市大乘基金會、高如玉、高曾鶴雲、張兆雲、張兆雲、張政德、張哲源、張哲源、

張哲源、張哲源、張哲源、張哲源、張彩蓮、張淑琍、張淑琍、張雪鳳、張凱昕、

張惠美、張華隆、張麗華、張麗滿、張琬美、梁秋香、梁雪琴、笠偉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莊碧娟、許鳳如、許聰敏、陳珠如、陳富美、陳薇米、陳瑋倩、陳瑋倩、

陳瑋倩、陳瑋倩、陳瑋倩、陳瑋倩、陸晉、陸晉、陸晉、陸晉、陸晉、陸晉、陸

莉莉、彭玉儀、彭玉儀、彭玉儀、曾巧伶、曾良玉、曾華龍、曾廣弘、曾廣慶、

善心人士、黃光超、黃怡君、黃芳美、黃金灶、黃美麗、黃麗秋、黃寶鳳、楊惠

雅、楊惠雅、楊惠雅、楊惠雅、楊碧雪、楊錦成、葉黃玉、葉黃玉、葉聰明、趙

振富、劉季青、劉美秀、劉峻昌、樊袁傑、歐龍貴、潘瑞儀、蔡仲郁.蔡伯郁、蔡

建維.蔡珮均.陳美華.蔡丁財、鄭少平、鄭文維、鄭孝模、鄭孝模、鄭孝模、鄭孝

模、鄭孝模、鄭孝模、鄭林信惠、鄭善禧、鄧敦平、戴慧珍、謝賢昌、魏氏兄妹、

羅惠玲、譚秀娟、邊安鍇、邊安鍇、邊安鍇、邊安鍇、邊安鍇、蘇明慧、蘇湘琦、

蘇湘琦、蘇湘琦、蘇湘琦、蘇湘琦、蘇湘琦、蘇意婷 

NT$2500 克麗奧企業行、吳彥誠.王雲燕、吳雯琪、周許秀、侯履玉、陳柏維、陶育廷、彭

莊水女、黃名鼎、黃欣怡.莊文建、董黛琳、鄭金水、謝素、蘇桐桐、蘇桐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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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2400 吳采蓉、徐小姐 

NT$2350 張素珠.張素萍 

NT$2200 陳帝如 

NT$2120 李豐樹、李豐樹、李豐樹、李豐樹、李豐樹、李豐樹 

NT$2100 李秀鳳 

NT$2000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小百合精品家股份有限公司、毛艾芬、毛艾芬、毛艾芬、

毛艾芬、毛艾芬、毛艾芬、王小鳳、王文斌.張桂英.尹廷華.王韋傑.王韋鈞、王文

斌.張桂英.尹廷華.王韋傑.王韋鈞、王正芳、王正芳、王高慶、王高慶、王高慶、

王偉修、王崑銘、王智堯、王朝樑、王澤勲、王澤勲、王澤勲、王澤勲、王澤勲、

王澤勲、王贏珮、古文喬、田又安、田貴秋、田貴秋、田貴秋、江金蓮、余怡蓉、

吳文宗、吳金寶、吳燕玲、呂秀緞、呂梁福蘭、呂清泉、呂鳳雯、呂靜宜、李西、

李怡嫻、李盈儀、李張靜芬、李敏翡、李雪銀、李瑞生、李謝雲菊、李馨惠、李

翊瑋、李翊瑋、李翊瑋、李翊瑋、李翊瑋、沈文琴、沈文琴、沈文琴、沈尚賢、

沈倍鈞、汪其川、周明賢、周明賢、周明賢、周明賢、周明賢、周明賢、周開發、

周開發、周開發、周開發、周開發、周開發、周裕憲、周榮安、林巧涵、林育仟、

林育吉、林念樺、林玫儀、林芳雄、林金慧、林冠宇、林約吟、林美惠、林純玉、

林淑敏、林淑敏、林淑敏、林淑敏、林淑敏、林淑敏、林湘芸、林詹鏡、林詹鏡、

林詹鏡、林憶如.陳榮昌、林憶如.陳榮昌、林聰明、邱千芳、邱美華.黃俊宏、邱

英雄、邱淑貞、金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金淼、金淼、金淼、金淼、長鴻國際人

力仲介有限公司、長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長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施

佳利、洪錦晃、洪錦晃、洪錦晃、唐道生.唐浩生、孫健景、展新帥有限公司(廖

樟燈)、徐若榛、耿李靜貞、馬瑞陽、常立萍、常蕭玉英、張政德、張政德、張政

德、張政德、張晏瑋.龔子庭.張智沅、張素珠.張素萍、張惠美、張瑛.張琪、張錦

雲、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張寶堂、張寶貴、曹

美英、曹淑芬、曹淩帆、梁雪琴、梁雪琴、梁雪琴、梁雪琴、梁雪琴、莊子勇、

莊蕙瑜、莊韡翔、莊韡翔、許生兄、許黃淑卿、許瑞卿、郭金菊、郭雨菁、郭慈

安、陳乃菁、陳卜瑛、陳卜瑛、陳又瑜、陳文彬、陳文賓、陳巧玲、陳玉蓮、陳

秀棗、陳林秀蘭、陳金秀、陳金乾、陳映如、陳時建、陳泰元.陳柏希、陳培英、

陳淑美、陳淑美、陳惠菁、陳愛玲、陳愛玲、陳憲聰、陳燕燕、陳燕燕、陳燕燕、

陳燕燕、陳燕燕、陳穎萱、陳穎萱、陳穎萱、陳穎萱、陳穎萱、陳穎萱、陳靜儀、

陳芊瑋、彭昇龍、曾鈺茗、游俊彬、游崇輝、游崇輝、游崇輝、游崇輝、游崇輝、

游崇輝、游麗玄、童炳勳、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

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黃士挺、

黃宇辰、黃州安、黃州安、黃州安、黃州安、黃州安、黃州安、黃廷昇、黃宗仁、

黃明煌、黃明煌、黃明煌、黃明煌、黃明煌、黃明煌、黃南興.陳文秀、黃振隆、

黃窈琪、黃素珠、黃梅珍、黃陳文秀.黃南興、黃雪貞、黃聖傳、黃寶專、黃翊軒、

黃翊軒、黃閮晏、楊育能、楊湘貞、楊婕妤、溫原助、葉力銓、葉力銓、葉力銓、

葉力銓、葉力銓、葉力銓、葉蔡慎、董惠碧、詹德仁、零點壹壹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廖美玲、廖聰明、端木甫、端木甫、端木甫、端木甫、端木甫、端木甫、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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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淇、趙若淇、趙若淇、劉如新、劉儀君、劉儀君、劉儀君、劉儀君、劉儀君、

劉儀君、劉靜靜、蔡文菁、蔡好、蔡好、蔡好、蔡宜芳、蔡春月、蔡瑞容.鄧倩慧.

鄧慧慧、蔡瑞齡、蔡耀裕、蔡耀裕、蔡耀裕、蔡耀裕、蔡耀裕、蔡耀裕、蔡懿馨、

蔡懿馨、鄭石鋼、鄭江錦綉、鄭金水、鄭金水、鄭金水、鄭金水、鄭金水、鄭廖

平、鄭廖平、鄭廖平、鄭廖平、鄭廖平、鄭廖平、鄧志山、蕭麗雲、蕭懿、賴嘉

綺、駱菲莉、戴欽泉、謝芝蕙.王文瑜、謝榮妹、謝麗英、鍾秀梅、隱名氏、簡臣

步、簡臣步、簡臣步、顏志杰、顏志杰、顏志杰、顏志杰、顏志杰、顏志杰、顏

簡美玉、魏秀蓮、魏秀蓮、譚思寧、籃雅寧、籃雅寧、籃雅寧、蘇哲民、蘇桐桐、

酈時洲、芊瑋工商會計記帳士事務所 

NT$1800 中獎發票、隱名氏、簡安妮.簡修洵.張雯萍、簡安妮.簡修洵.張雯萍 

NT$1600 王淑慧、張潔盈、善心人士 

NT$1566 歡樂歌唱班 

NT$1528 陳耀南.張玲玲 

NT$1500 尤方容、王安齡、王安齡、王安齡、王安齡、王安齡、王安齡、王純粹、王純粹、

王純粹、王純粹、王純粹、王純粹、王淑華、田山盛國、江宗育.江俊霖.江宗澤、

池宗信.林沛雯.池鎔瑄、何育潔、吳坤山、吳政忠、周啟媛、周啟媛、周啟媛、

周啟媛、周啟媛、周啟媛、林得森、林得森、林得森、林得森、林得森、林得森、

林嘉音、林嘉音、林嘉音、林嘉音、林嘉音、林嘉音、林麗淑、林麗淑、林麗淑、

林麗淑、林麗淑、胡益成、胡益成、胡益成、胡益成、夏煒璵、袁啟泰、袁啟泰、

高予林 闔府、高全德、張雅婷、張嘉芳、張麗華、張麗華、曹美英、許怡龍、

陳柏宏、黃建程、黃美惠、黃淑惠、黃陳靜如、黃駿献、黃寶惜、楊佳仁、楊淑

美、葉黎瑩、詹德仁、劉玉紅、劉玉紅、劉玉紅、劉忠育、蔣武梅、蔡美香、談

美劭、譚岑岑、譚岑岑、譚岑岑、譚岑岑、譚岑岑、譚岑岑、蘇桐桐、蘇劉碧玉 

NT$1446 王麗英 

NT$1400 李雨樵、葆體國際有限公司、道明中學高三.2甲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國三.4班

全體同學 

NT$1350 李雨樵、李雨樵、李雨樵、李雨樵 

NT$1300 李雨樵、保祿 

NT$1200 丁榮國、王柔錞、石天鐘、吳尹文、吳尹文、吳昱承、吳素仙、吳芩宜、李桂華、

李麗貞、杜瓊肌、周裕憲、林輝欽、施月琴、夏知中、孫永昌、張玉明、張玉明、

張政德、梁玉靜、陳江龍、陳江龍、陳江龍、陳江龍、陳江龍、陳江龍、陳俊銘、

陳柏宏、彭子郡、彭子郡、彭子郡、彭子郡、彭子郡、彭子郡、善心人士、楊寧、

葉秋禾、鄒美娥、鄒美娥、鄒美娥、廖八美、劉言煒、鄭碧華、賴秀美、薄玉蓮、

薄玉蓮、謝政哲、謝錦桂、簡安妮.簡修洵.張雯萍、魏陳麗真、魏榮業 

NT$1100 林玲君、金逸蓁 

NT$1050 李福銀、郭貴美 

NT$1028 陳耀南.張玲玲 

NT$1020 陳美智 

NT$1005 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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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 

NT$1000 MIUMIU、丁怡容、丁怡容、丁怡容、丁怡容、丁怡容、丁怡容、于飛、于復珉、

于復珉、于復珉、于復珉、于復珉、于復珉、孔慶隆、孔繁傑、王文福、王正芳、

王玉捷、王宜芝、王怡茹、王怡茹、王怡茹、王怡茹、王怡茹、王信堯、王俊傑、

王俊傑、王俊傑、王俊傑、王俊傑、王俊傑、王宥文、王建國.游美翠、王映之、

王秋容、王美玲、王家偉.王家仁.王家恩.鐘瑞足、王恩慈、王素珠、王素蘭、王

淑惠、王許阿穗、王郭阿春、王惠茹、王開錦、王雅津、王瑞蓮、王榮權、王震

宇、王樹德、王蕙、王錦豐、王錦豐、王錦豐、王錦豐、王錦豐、王錦豐、王鏘

魁、王麒婷、王姵茹、白美雅、白美雅、白美雅、白美雅、白美雅、白美雅、伍

開賢、伍開賢、伍開賢、伍開賢、伍開賢、伍開賢、任金豐、任意仙、朱宥維.

朱宥全、朱盈達.王慧萍、朱益弘、朱益弘、朱益弘、朱益弘、朱益弘、朱益弘、

朱惟寧、朱善文、朱順香、朱旻、江子朋、江子朋、江子朋、江子朋、江子朋、

江子朋、江昭芬、江昭芬、江昭芬、江桂枝、江桂芳、江真、江瑞源、江瑞源、

江瑞源、江瑞源、江維潔、江翠英.李詣斌、江翠英.李詣斌、江翠英.李詣斌、江

翠英.李詣斌、江翠英.李詣斌、江翠英.李詣斌、江賢哲、池雅慧、何心怡、何心

怡、何心怡、何心怡、何心怡、何心怡、何玉梅、何江林.何曾春、何采軒、何桂

真、何偉仁、何麗卿、余彥頻、余彥頻、余彥頻、余彥頻、余彥頻、余彥頻、余

啟仁、吳羽涵、吳宗益、吳宗勳、吳宜瑾、吳宜瑾、吳宜瑾、吳宜瑾、吳宜瑾、

吳宜瑾、吳明施、吳明峻、吳明隆、吳俊葦、吳俊葦、吳俊葦、吳俊葦、吳俊葦、

吳俊葦、吳春昤、吳昭蓉、吳梅英、吳惠芬、吳鼎昌、吳學楨、吳賴雪芬、吳賴

雪芬、吳賴雪芬、吳賴雪芬、吳賴雪芬、吳賴雪芬、呂美玲、呂素禎、呂清泉、

呂清泉、呂聯鎰、呂聯鎰、呂聯鎰、呂寶如、呂寶如、呂寶如、呂寶如、呂寶如、

呂寶如、宋孟霖、宋美慈、宋健昌、宋健昌、巫明駿、巫治宙、快樂人、李三枝、

李文慧、李玉季、李玉季、李玉季、李玉季、李玉季、李玉季、李如芬、李百誠、

李艾璁、李秀妮、李秀銀、李佳芹、李佳芹、李佳芹、李佳芹、李佳芹、李佳芹、

李佳容、李宜真、李岱融、李岱融、李昀蓁、李昇榮、李昇榮、李昇榮、李昇榮、

李昇榮、李昇榮、李枕華、李枕華、李枕華、李枕華、李枕華、李枕華、李玥羚、

李芳蘭.高佳慧.高明義.高春生、李芳蘭.高佳慧.高明義.高春生、李芳蘭.高佳慧.

高明義.高春生、李芷瑜、李芷瑜、李芷瑜、李芷瑜、李芷瑜、李建緯、李建豫、

李昱諍、李昱鋒、李昱鋒、李昱鋒、李昱鋒、李昱鋒、李昱鋒、李美芳、李浩、

李浩、李浩、李浩、李浩、李浩、李素真、李健、李國榮、李執平、李執平、李

淑華、李淑華、李淑華、李祥榕、李游香、李華德 先生、李陽、李楊金香、李

儀芬、李蔡釗、李曉青、李筱琪、沈桂華、沈熊、汪炳元、汪炳元、汪炳元、汪

炳元、汪炳元、汪炳元、汪素秋、汪麗艷、汪麗艷、汪麗艷、汪麗艷、汪麗艷、

汪麗艷、狄珮綺、狄珮綺、狄珮綺、狄珮綺、狄珮綺、狄珮綺、辛珮琪、辛珮琪、

辛珮琪、辛珮琪、辛珮琪、辛珮琪、阮文慧、阮文慧、阮文慧、阮文慧、阮文慧、

阮文慧、周川智、周永泰、周志清、周志清、周志清、周志清、周志清、周志清、

周明松、周明松、周明松、周明松、周明松、周明松、周炳宏、周國雄、周國雄、

周國雄、周國雄、周國雄、周國雄、周國雄、周國雄、周國雄、周國雄、周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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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國雄、周啟雲、周啟雲、周啟雲、周啟雲、周啟雲、周淑惠、周淑惠、周許卻、

周鈞瑩、周鈞瑩、周鈞瑩、周鈞瑩、周鈞瑩、周鈞瑩、周稚珊、周鼎紘、周鼎紘、

周鼎紘、周鼎紘、周德文、周德文、周德文、周德文、周德文、周德文、周慧蘭、

周麗華、周麗華、周麗華、易承祚、東品行、東品行、東品行、東品行、東品行、

林大智.李惠驊、林文成、林立峰.呂佩庭、林立峰.呂佩庭、林安妮、林育嬌、林

育嬌、林育嬌、林育嬌、林育嬌、林育嬌、林佳吟、林佳辰、林佳錡、林侑勳、

林怡景、林松枝、林松枝、林松枝、林松枝、林松枝、林松枝、林芳綺、林俊彣、

林品嫻、林品嫻、林思震、林昱宏.林昱彣、林玲君、林玲君、林玲君、林美華、

林英甫、林貞慧、林貞慧、林貞慧、林貞慧、林貞慧、林貞慧、林倩伃、林珠玲、

林珠玲、林珠玲、林珠玲、林珠玲、林珠玲、林純立、林清同、林清同、林清同、

林淑芬、林惠冠、林惠冠、林惠冠、林惠冠、林進發.林冠伶、林進發.林冠伶、

林雅卉、林雅卉、林雅雯、林雅雯、林雅雯、林雅雯、林雅雯、林雅雯、林羨菊、

林羨菊、林羨菊、林羨菊、林羨菊、林羨菊、林詹鏡、林詹鏡、林詹鏡、林嘉玟、

林碧霞、林增潭、林賜龍、林賜龍、林賜龍、林賜龍、林賜龍、林賜龍、林鍾粉、

林韻珂、林韻珂、林韻珂、林韻珂、林韻珂、林筱娉、林筱娉、林筱娉、林筱娉、

林筱娉、林筱娉、祁遠、邵麗惠、邱王隆.王寶珠.林志籃、邱李順妹、邱彥瑜、

邱桂梅、邱創榮、邱創榮、邱創榮、邱創榮 

NT$1000 邱惠芬、邱紫琴、邱紫琴、邱紫琴、邱紫琴、邱紫琴、邱紫琴、邱稚宸、邱稚宸、

邱寶芬、邱顯貴、邱顯貴、邱顯貴、邱顯貴、邱顯貴、邱顯貴、金世光、金世光、

金世光、金怡安、金淼、金淼、金淼、長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長鴻國際人

力仲介有限公司、長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長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信

品投資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

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俞明傑、俞明傑、俞明傑、俞明傑、俞

明傑、俞明傑、俞振芬、俞振芬、俞振芬、俞振芬、俞振芬、俞振芬、姚肇隆、

姚肇隆、姚肇隆、姚慶海、姚慶順、姚瓊南、施怡卉、施貞夙、柯蔚琦、洪司齡、

洪若珊、洪祚閬、洪偉翔、洪敏、洪敏、洪毓璘、洪毓璘、洪毓璘、洪毓璘、洪

毓璘、洪毓璘、洪毓娸、洪蔡錦秀、洪譽庭、胡美秀、胡清蘭、范宋田妹、范美

容、范美容、范美容、范美容、范美容、范美容、范珮珠、郎正麟、郎正麟、郎

正麟、郎正麟、郎正麟、郎正麟、倪希米、倪憶文、唐睿恩、孫玉婷、孫玉婷、

孫玉婷、孫玉婷、孫玉婷、孫玉婷、孫健景、孫崇博、峻碕土木包工業-呂聯棋、

徐子婷、徐子婷、徐子婷、徐子婷、徐子婷、徐子婷、徐文彬、徐秀琪、徐偉烈、

徐勝富、徐德蘭、徐德蘭、徐德蘭、時延忠、時延瑤、晉誠法律事務所、晉誠法

律事務所、晉誠法律事務所、晉誠法律事務所、晉誠法律事務所、晉誠法律事務

所、殷昭雲、翁卉家、翁古素琴、翁蘇貞美、翁椿茹、袁宗莉、袁宗莉、袁宗莉、

袁宗莉、袁宗莉、袁宗莉、馬抒予、馬抒予、馬抒予、馬抒予、馬抒予、馬抒予、

馬欽祥、馬瑞陽、馬瑞陽、高全德、高全德、高國倉、高樂生.陳蕙雯、高鈺琦、

高鈺琦、常肇芬、張乃翔、張乃翔、張乃翔、張乃翔、張乃翔、張乃翔、張元愷.

張葳立、張友聞、張心怡、張文玲、張文玲、張文玲、張文玲、張文玲、張文玲、

張四華、張四華、張四華、張四華、張四華、張四華、張示忠、張示忠、張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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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示忠、張示忠、張示忠、張兆寧、張先進、張如慧、張如慧、張如慧、張如慧、

張如慧、張如慧、張宇君.張葳立、張希良、張志翰、張孟蓁、張明泰、張金敏、

張政德、張昭雄、張美芳、張美芳、張美芳、張美芳、張美芳、張美芳、張美鳳、

張茂松、張家安、張祐瑋.張宇君、張素月、張淑芬、張淑媛、張涵鈺、張涵鈺、

張涵鈺、張莉莉、張智信、張翔壹、張貴珠、張敬甫、張碧連、張鳳如、張鳳來、

張潔盈、張靜釹、張龍樹、張龍樹、張龍樹、張龍樹、張麗娥、梁雅涵、莊文君、

莊文君、莊文君、莊文君、莊文君、莊文君、莊志明、莊宗毓、莊宗毓、莊宗毓、

莊宗毓、莊宗毓、莊宗毓、莊舒郁、莊舒郁、莊韡翔、莊韡翔、莊韡翔、莊韡翔、

莊韡翔、許羣華、許羣華、許羣華、許羣華、許羣華、許羣華、許文玲、許文瑟、

許玉樺、許玉樺、許玉樺、許玉樺、許玉樺、許玉樺、許江鑾、許美華、許若雯、

許淑珍、許瑞玲、許嘉欣、許憶芳、連美智、連美智、連美智、連美智、連美智、

連美智、郭小琴、郭秀卿、郭雨筑、郭郁文、郭家豪、郭家豪、郭家豪、郭家豪、

郭家豪、郭家豪、郭桂英、郭軒妮、郭雅惠、郭雅惠、郭雅惠、郭雅惠、郭雅惠、

郭雅惠、郭達謙、郭達謙、郭達謙、郭達謙、郭達謙、郭達謙、陳介民、陳介民、

陳介民、陳介民、陳介民、陳介民、陳文山+豪、陳文彬、陳文彬、陳月姬、陳

玉蓮、陳玉蓮、陳艾淳、陳余生、陳余生、陳秀敏、陳秀清、陳秀蘭、陳秀蘭、

陳秀蘭、陳佩伶、陳佩君、陳宜孜、陳尚紘、陳尚紘、陳尚紘、陳尚紘、陳尚紘、

陳尚紘、陳怡珍、陳怡珍、陳怡珍、陳怡珍、陳怡珍、陳怡珍、陳明慈、陳東瀛、

陳亭君、陳亭君、陳亭君、陳亭君、陳亭君、陳亭君、陳亮杰、陳俐伶、陳俞儒、

陳俞儒、陳冠廷、陳威傑、陳宣孝、陳政秋、陳春宇、陳春宇、陳春宇、陳春宇、

陳春宇、陳春宇、陳春焰、陳柏銓.陳彥良、陳玲珠、陳秋月、陳秋苑、陳美潔、

陳美潔、陳美潔、陳美潔、陳美潔、陳美潔、陳姬娟、陳姬娟、陳家毓、陳泰安、

陳海茂、陳益謀、陳益謀、陳益謀、陳益謀、陳益謀、陳益謀、陳素秋、陳素秋、

陳偉明、陳偉明、陳偉明、陳偉明、陳偉明、陳偉明、陳梅雪、陳清輝.梁芳瑜、

陳清輝.梁芳瑜、陳清輝.梁芳瑜、陳清輝.梁芳瑜、陳清輝.梁芳瑜、陳清輝.梁芳瑜、

陳淑美、陳淑雯、陳淑麗、陳淑麗、陳淑麗、陳淑麗、陳淑麗、陳淑麗、陳喜珠、

陳惠珍、陳惠珠、陳登崑、陳進福、陳進興、陳順福、陳順福、陳順福、陳順福、

陳順福、陳順福、陳黃彩鳳、陳新慶、陳瑞美、陳聖明、陳聖明、陳鈴宜、陳嘉

玠、陳嘉玠、陳維婷、陳維婷、陳維婷、陳維婷、陳維婷、陳維婷、陳蓓丹、陳

鳴、陳鳴、陳鳴、陳鳴、陳鳴、陳鳴、陳慶澤、陳篤謙、陳靜玉、陳膺瀚、陳鵬

文、陳鵬文、陳鵬文、陸正康、陸正康、陸正康、陸正康、陸正康、陸正康、章

天祥、傅芳琦、曾宇安、曾宇安、曾宇安、曾宇安、曾宇安、曾佳慧、曾梅香、

曾梅香、曾智琦、曾齡臻、曾齡臻、曾齡臻、曾齡臻、曾齡臻、曾齡臻 

NT$1000 游小慧、游沛蓁、游沛蓁、游沛蓁、游沛蓁、游沛蓁、游沛蓁、游桂英、游鎮源、

童炳勳、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

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

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

心人士、善心人士、辜長森、辜長森、辜長森、隋宛佑、黃三郎、黃三郎、黃三

郎、黃士容、黃子真、黃今鈺、黃今鈺、黃今鈺、黃宜瑾、黃明英、黃林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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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林月英、黃林月英、黃林月英、黃林月英、黃林月英、黃則偉、黃建豪.黃建樺.

黃建勳、黃春德、黃映慈、黃玲君、黃苓倩、黃香霖.郭文賓.郭祐誠、黃敏正、

黃敏正、黃敏正、黃敏正、黃敏正、黃敏正、黃雪琴、黃琪琳、黃雅嵐、黃裕欽、

黃維琳、黃維琳、黃維琳、黃維琳、黃維琳、黃維琳、黃鴻億、黃瓊賢、楊元章、

楊秀珍、楊秀珍、楊秀珍、楊秀珍、楊佳仁、楊佳仁、楊佳仁、楊明珠、楊明珠、

楊明珠、楊明珠、楊明珠、楊明珠、楊建鴻、楊建鴻、楊建鴻、楊建鴻、楊建鴻、

楊建鴻、楊雅芳、楊雅淳、楊雅淳、楊雅淳、楊雅淳、楊雅淳、楊與齡、楊鳳平、

楊禮仁、楊禮仁、楊禮仁、楊禮仁、楊禮仁、楊禮仁、楊麗惠、楊婕妤、楊絜絮、

源士林、源士林、溫淑惠、溫淑惠、萬秀娟、萬波笛、萬波笛、萬波笛、萬波笛、

萬波笛、萬波笛、葉尤美榮、葉尤美榮、葉尤美榮、葉尤美榮、葉尤美榮、葉尤

美榮、葉任平、葉任平、葉任平、葉光恆、葉光恆、葉光恆、葉蔡慎、葉苾芝、

董秀玲、董秀玲、董秀玲、董秀玲、董秀玲、董秀玲、董榮華、詹景如、詹景如、

詹景如、詹景如、詹景如、詹景如、詹德仁、鄒小華、廖于霈、廖文群、廖文綺、

廖文綺、廖文綺、廖文綺、廖文綺、廖文綺、廖美柔、廖進民、熊小姐、趙培宏、

趙培宏、趙培宏、趙培宏、趙培宏、趙培宏、趙琇芬、趙琇芬、趙琇芬、趙琇芬、

趙琇芬、趙琇芬、劉一璇、劉天偉、劉玉旌、劉亦秀、劉亦秀、劉亦秀、劉亦秀、

劉亦秀、劉亦秀、劉步奎、劉亞鳳.王克勇、劉亞鳳.王克勇、劉佳昇、劉季鑫、

劉季鑫、劉季鑫、劉季鑫、劉季鑫、劉季鑫、劉昌文、劉庭瑋.劉庭豪、劉益村、

劉梅英、劉揚浩、劉雅萍、劉雅萍、劉雅萍、劉雅萍、劉雅萍、劉雅萍、劉靜文、

劉霞、劉琮源、增昌行、增嘉行、潘惠雯、潘惠雯、潘惠雯、潘惠雯、潘惠雯、

潘惠雯、蔣來祥、蔣來祥、蔡可筠、蔡佳凌、蔡佳凌、蔡佳凌、蔡佳凌、蔡佳凌、

蔡佳凌、蔡宗憲、蔡幸戎、蔡明慧、蔡明慧、蔡明慧、蔡明慧、蔡明慧、蔡明慧、

蔡美珠、蔡美珠、蔡美珠、蔡美珠、蔡美珠、蔡美珠、蔡美華、蔡振宗、蔡婉儀、

蔡張霞、蔡張霞、蔡莉春、蔡莉春、蔡莉春、蔡莉春、蔡莉春、蔡莉春、蔡惠芬、

蔡瑞容.鄧倩慧.鄧慧慧、蔡瑞容.鄧倩慧.鄧慧慧、蔡瑞容.鄧倩慧.鄧慧慧、蔡鶴立、

蔡鶴立、蔡鶴立、蔡鶴立、蔡鶴立、蔡鶴立、鄭旭萍、鄭旭萍、鄭旭萍、鄭旭萍、

鄭旭萍、鄭旭萍、鄭秀娟、鄭泓耀、鄭泓耀、鄭泓耀、鄭泓耀、鄭泓耀、鄭泓耀、

鄭秋明.鄭張秀美、鄭莉玲、鄭勝然、鄭勝然、鄭勝然、鄭勝然、鄭勝然、鄭勝然、

鄭斐文、鄭暖萍、鄭暖萍、鄭暖萍、鄭暖萍、鄭暖萍、鄭鍾敏、鄭麗環、鄭鐘英、

鄭鐘英、鄭鐘英、鄭鐘英、鄭鐘英、鄭鐘英、鄧孔彰、鄧孔彰、鄧孔彰、鄧孔彰、

鄧孔彰、鄧孔彰、魯翠英、戰嘉輝、盧吉太建築師事務所、盧東岳、盧東岳、盧

東岳、盧玫娟、盧建助、盧建助、盧建助、盧建助、盧建助、盧建助、盧泰宇、

盧泰宇、盧濟明、蕭妟如、蕭文君、蕭秀卿、蕭育凱、蕭靖涵、蕭語彤、蕭麗玟、

蕭耀文、蕭耀文、蕭耀文、蕭耀文、蕭耀文、賴秀妹、賴秀妹、賴秀妹、賴秀妹、

賴秀妹、賴秀妹、賴松妹、賴宥儕、賴政文、賴嘉傑、賴嘉傑、賴嘉傑、賴嘉傑、

賴嘉傑、賴嘉傑、賴福隆、賴擁慶、賴擁慶、賴擁慶、賴擁慶、賴擁慶、賴擁慶、

賴薏如、鮑李學萍、戴為詮、薛芳芝、薛芳芝、薛芳芝、薛芳芝、薛芳芝、薛芳

芝、薛惠琪、薛惠琪、薛惠琪、謝文苑、謝世華、謝世華、謝世華、謝世華、謝

世華、謝世華、謝正宗、謝玉玲、謝志成、謝志成、謝志成、謝志成、謝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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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志成、謝秀臣、謝易玲、謝昆曆、謝芳真、謝芳真、謝芳真、謝芳真、謝芳真、

謝芳真、謝美枝、謝美枝、謝范玉蘭、謝范玉蘭、謝范玉蘭、謝范玉蘭、謝范玉

蘭、謝家榆、謝書書、謝敏貞、謝敏貞、謝敏貞、謝敏貞、謝敏貞、謝敏貞、謝

連素貞、謝慧珍、謝慧珍、謝慧珍、謝慧珍、謝慧珍、謝慧珍、謝錦源、鍾佩縈、

鍾季容、鍾欣穎、鍾欣穎、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

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簡桂卿、簡桂卿、簡桂卿、簡桂卿、簡桂卿、簡桂卿、

簡雪芳、簡雪芳、顏玉桂、顏崇仁、魏如芳、魏宏開、懷恩、懷恩、羅建華、羅

培禹、譚克宏、譚秀娟、蘇至善、蘇秋菊、蘇家瑜、蘇桐桐、蘇桐桐、蘇桐桐、

釋依初、顧金銘、顧愷晨.顧詠昌.許素珠、龔郁涵、龔郁涵、龔郁涵、龔郁涵、

龔郁涵、龔郁涵、涂子文 闔府、涂平南.涂劉秀治 

NT$1000 涂詩娥、欒翠翎、龎文麗、龎筠、龎筠、龎筠 

NT$985 陳宣孝、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NT$900 吳倢、李福銀、施孟君、龍美真 

NT$840 林曉彤 

NT$800 冉兆君、何沛筠、施錦貴、容淑芬、徐天仙、柴苑生.柴維沄.張孟歆.柴育楨.柴銘

邦.柴梁湘蘭.張芝婷、袁啟泰、馬郁鈞.馬郁婷.錢品程.錢以芸、馬郁鈞.馬郁婷.錢

品程.錢以芸、陳玉佶、陳品諭、薛銀鶯、鍾美雲 

NT$720 李愛珠 

NT$710 胡秀蘭 

NT$700 吳文惠、吳文惠、吳文惠、吳文惠、吳文惠、吳文惠、姜玉彩、許典、許典、許

典、許典、許典、許典、郭益森.黃奎朝、曾玉芷、曾玉芷、曾玉芷、曾玉芷、曾

玉芷、曾玉芷、黃寶萱 老師、黃寶萱 老師、道明中學高二.2A班全體同學、道

明中學高二.2A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高三.2甲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高三.2甲

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國二.2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國二.2班全體同學、道明中

學國三.4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國三.4班全體同學、廖春櫻 

NT$699 林鈺婷 

NT$610 王阿菊 

NT$600 LAI、方王金碧、王蕙玫、王蕙玫、王蕙玫、王蕙玫、王蕙玫、朱宏蘭、何正江、

何佩儒、何佩儒、何佩儒、吳芷榕、吳芷榕、吳芷榕、吳芷榕、吳芷榕、吳芷榕、

李盈儀、李盈儀、李盈儀、李盈儀、李淑娥、李蓮村、李苡綸、李苡綸、李苡綸、

李苡綸、李苡綸、李苡綸、杜麗卿、房晨偉、林于軒、林于軒、林于軒、林于軒、

林于軒、林于軒、林天南.陳美玉.林辰樺.林柏成.林崑聰、林天南.陳美玉.林辰樺.

林柏成.林崑聰、林天南.陳美玉.林辰樺.林柏成.林崑聰、林天南.陳美玉.林辰樺.

林柏成.林崑聰、林天南.陳美玉.林辰樺.林柏成.林崑聰、林天南.陳美玉.林辰樺.

林柏成.林崑聰、林孟倫、林孟倫、林孟倫、林孟倫、林懿真、林鈺婷、林鈺婷、

林鈺婷、林鈺婷、施孟君、施孟君、孫永昌、孫永昌、孫永昌、徐桂君、徐桂君、

徐桂君、徐桂君、徐桂君、徐桂君、張佩凌、張芷瑄、張芷瑄、張芷瑄、張芷瑄、

張芷瑄、張芷瑄、張洛羚、張洛羚、郭怡君、郭武雄.郭陳麗秋、郭庭宇、陳佳琪、

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昭麟、陳麗蘭、陳麗蘭、



PntDate:2021/6/9  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          PgNo:11

/20 

捐款芳名錄 

捐款期間: 2019/01/01 - 2019/06/30 

金額 芳名 

 
陳麗蘭、陳麗蘭、陳麗蘭、程玉華、善心人士、善心人士、黃江春柳、楊安疆、

楊書豪.王麗菁、楊華、楊麗鳳、楊麗鳳、楊麗鳳、楊麗鳳、楊麗鳳、楊麗鳳、廖

君桓、廖君桓、廖君桓、廖孜桓、廖孜桓、廖孜桓、劉如新、劉怡秀、歐陽慧鵑、

歐陽慧鵑、歐陽慧鵑、歐陽慧鵑、歐陽慧鵑、歐陽慧鵑、蔡立蓉、蔡立蓉、蔡立

蓉、蔡立蓉、蔡慧君、蔡慧君、蔡慧君、蔡慧君、蔡慧君、蔡慧君、鄭兆傑、盧

建發、簡淑琪 

NT$564 施政宇 

NT$554 許鈺芬 

NT$550 陳明琡、陳明琡、陳明琡、陳明琡、陳明琡、陳明琡 

NT$520 王競億、王競億、王競億、王競億、王競億、王競億、王鐵島、王鐵島、王鐵島、

王鐵島、王鐵島、王鐵島 

NT$515 許麗玲、許麗玲、許麗玲、許麗玲、許麗玲、許麗玲 

NT$510 王阿菊、王恩予、邊文英 

NT$500 JULIE、丁心嵐、丁心嵐、丁心嵐、丁心嵐、丁心嵐、丁心嵐、丁鵬瑋、九七、

三寶弟子、千年冰水晶玉石店、千年冰水晶玉石店、千年冰水晶玉石店、千年冰

水晶玉石店、千年冰水晶玉石店、千年冰水晶玉石店、山田真弘、方宥綾、王十

雲、王十雲、王永昌、王吉平、王作君、王李素鑾、王李素鑾、王李素鑾、王冠、

王冠、王冠、王冠、王冠、王冠、王紀忠、王容、王淑芳、王淑芳、王淑芳、王

淑芳、王淑芳、王淑芳、王淑芬、王鈞誼、王碧貞、王碧貞、王碧貞、王碧貞、

王碧貞、田毓琴、任秀芳、任秀芳、任秀芳、任秀芳、旭昇商行、朱少萍、朱世

梓、朱世梓、朱世梓、朱世梓、朱美貞、朱美貞、朱美貞、朱美貞、朱美貞、朱

美貞、朱陳秀英.朱重光、朱靜芸、朱靜芸、朱靜芸、朱靜芸、朱靜芸、朱靜芸、

江昆桓、江美譽、江美譽、江美譽、江美譽、江美譽、江美譽、江澄清、艾司技

術工程有限公司、艾司技術工程有限公司、行善者、何正仲、何正仲、何竹雯、

何育潔、何東豐、何炎雄、何炎雄、何炎雄、何炎雄、何炎雄、何炎雄、何雅玫.

洪慶隆、何雅玫.洪慶隆、何雅玫.洪慶隆、何雅玫.洪慶隆、何雅玫.洪慶隆、余振

漢.余家瑩.王涵庭、吳秀貞、吳秀貞、吳幸蓉、吳昆宗、吳昆宗、吳昆宗、吳昆

宗、吳青蓉、吳青蓉、吳青蓉、吳青蓉、吳青蓉、吳青蓉、吳彥慧、吳彥慧、吳

彥慧、吳美連、吳美連、吳美連、吳美連、吳美連、吳美連、吳美慧、吳美慧、

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

吳倩綿、吳倩綿、吳倩綿、吳倩綿、吳倩綿、吳倩綿、吳雪嬌、吳雪嬌、吳雪嬌、

吳雪嬌、吳詠均、吳經緯、吳經緯、吳經緯、吳經緯、吳經緯、吳經緯、吳義華、

吳憶筠、吳憶筠、吳憶筠、吳憶筠、吳憶筠、吳憶筠、吳姵儀、吳筱慧、吳筱慧、

吳筱慧、吳筱慧、吳筱慧、吳筱慧、呂宜璟、呂昆和、呂雪鳳、呂雪鳳、呂雪鳳、

呂雪鳳、呂雪鳳、呂雪鳳、呂藜又、宋湘羚、宋湘羚、宋湘羚、宋甄甄、宋甄甄、

李小千、李小千、李小千、李小千、李小千、李小千、李月梅.吳娟娟.吳清芳.吳

美琳、李月梅.吳娟娟.吳清芳.吳美琳、李玉枝、李玉鈴、李宏彥、李宏彥、李宏

彥、李宏彥、李宏彥、李宏彥、李秀琴、李孟書、李孟書、李孟書、李孟書、李

孟書、李孟書、李宜蓁、李宜蓁、李宜蓁、李宜蓁、李宛庭、李宛蓉、李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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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恩、李承恩、李承紘、李承紘、李承紘、李承紘、李承紘、李承紘、李易俊、

李明芳、李泳欽.李黃瓊花、李泳欽.李黃瓊花、李泳欽.李黃瓊花、李泳欽.李黃瓊

花、李采縈、李采縈、李采縈、李采縈、李采縈、李采縈、李金芳.洪雯娟、李金

葉、李威豫、李威豫、李庠穎、李昱儒、李振義、李振義、李淑華.陳亦梵、李紹

華、李紹華、李紹華、李陳芸、李堯堃、李森松、李森松、李森松、李嘉芳、李

嘉芳、李嘉芳、李嘉芳、李嘉芳、李嘉芳、李鳳藻、李蔡釗、李蔡釗、李蔡釗、

李蔡釗、李蔡釗、李學金、杜張聖修、沈方枰、沈民琪、沈民琪、辛士、辛葉金

借、阮國欽、卓瓊慧、周任中、周任中、周任中、周任中、周任中、周任中、周

明懿、周明懿、周明懿、周明懿、周明懿、周明懿、周建全、周建全、周建全、

周建全、周建全、周建全、周郁慈、周郁慈、周福楠、周福楠、周福楠、周福楠、

周福楠、周福楠、周蓮秀、周靜君、周靜君、周靜君、周靜君、周靜君、周靜君、

周麗瓊、宛兆宏、昇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

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源有

限公司、林文炳、林文炳、林文炳、林文炳、林文炳、林文炳、林永紳、林永紳、

林永紳、林永紳、林永紳、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

林江彩麗、林江彩麗、林江彩麗、林江彩麗、林江彩麗、林吳瑞娥、林妙芬、林

妙芬、林妙芬、林妙芬、林妙芬、林妙芬、林志芳.林幸.王俊文.王昱掄、林志強、

林志強、林志勝、林佳樺、林佳樺、林佳樺、林佳樺、林佳樺、林佳樺、林怡秀、

林怡秀、林怡辛、林芳頤、林芳頤、林芳頤、林芳頤、林俐秀、林建名、林建名、

林建名、林建名、林建名、林建名、林昭伶、林昭伶、林昭伶、林昭伶、林昭伶、

林昱成、林秋源.李秀鸞.林瑞隆.林瑞琮、林秋源.李秀鸞.林瑞隆.林瑞琮、林秋源.

李秀鸞.林瑞隆.林瑞琮、林美智、林美智、林美智、林美智、林美智、林美智、

林峻宇、林軒凱、林彩琪、林得正、林得正、林得正、林清同、林景淵、林雅玲、

林雅卿、林雅卿、林雅卿、林雅卿、林雅卿、林雅凰、林聖涵、林聖涵、林聖涵、

林聖涵、林聖涵、林聖涵、林嘉安、林銀鳳、林憲章、林憲章、林靜儀、林魏丹、

林魏丹、林魏丹、林魏丹、林魏丹、林麗姜、林麗姜、林麗姜、林麗姜、林靄妏、

林靄妏、林靄妏、林靄妏、林靄妏、林靄妏、林鈺婷、林霈芯、林霈芯、林霈芯、

林霈芯、林霈芯、林霈芯、林讌米、林讌米、林讌米、林讌米、林讌米、林讌米、

欣展商貿有限公司、邱于芾.邱瀚逸、邱于芾.邱瀚逸、邱于芾.邱瀚逸、邱于芾.

邱瀚逸、邱于芾.邱瀚逸、邱于芾.邱瀚逸 

NT$500 邱王隆.王寶珠、邱玉文、邱玉文、邱玉文、邱志浩、邱榮俊、邱麗卿、邱麗卿、

邱麗卿、邱麗卿、邱麗卿、邱麗卿、金芷萱、侯貞如、姚立強、姚逸興、姚逸興、

姚逸興、姚逸興、姚逸興、施韋伶、施韋伶、施韋伶、施韋伶、施韋伶、柯長宏、

柯許阿完、柯慶築、柯鴻飛、洪于涵、洪于涵、洪于涵、洪于涵、洪于涵、洪于

涵、洪千惠、洪千惠、洪千惠、洪千惠、洪千惠、洪千惠、洪偉程、洪習栯、洪

習栯、洪習栯、洪習栯、洪習栯、洪習栯、洪毓娸、洪毓娸、洪慶隆、洪慶隆、

洪慶隆、洪慶隆、洪慶隆、洪驊成、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公司、穿透力創意

行銷科技有限公司、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公司、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公

司、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公司、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公司、紀陳喜、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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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仁、胡永仁、胡永仁、胡永仁、范琇貞、苗川英、苗川英、苗川英、苗川英、

郎明寬、郎明寬、郎慧玲、郎慧玲、郎慧玲、夏光宙、夏鏂閎、夏鏂閎、夏鏂閎、

夏鏂閎、夏鏂閎、夏鏂閎、孫永昌、孫瑪琍、峻碕土木包工業-呂聯棋、徐小姐、

徐天仙、徐天仙、徐玉珍、徐玉珍、徐玉珍、徐玉珍、徐玉珍、徐玉蓉、徐浩文、

徐雪媄、徐雪媄、徐雪媄、徐雪媄、徐雪媄、徐雪媄、秦裕傑、秦裕傑、秦裕傑、

秦裕傑、秦裕傑、翁涼涼、翁雪凌、翁雪凌、翁雪凌、翁雪凌、翁雪凌、翁雪凌、

馬九如、馬毓穗、馬毓穗、高全德、高思偉、高曾鶴雲、高雅慧、高雅慧、高雅

慧、高雅慧、高雅慧、高雅慧、培華蘭園、培華蘭園、培華蘭園、培華蘭園、培

華蘭園、培華蘭園、張守勤、張旭賢、張旭賢、張育萱、張金蓮、張金蓮、張金

蓮、張金蓮、張金蓮、張屏生、張春基、張苑湘、張苑湘、張苑湘、張苑湘、張

苑湘、張苑湘、張郁政、張郁政、張郁政、張郁政、張郁政、張郁政、張家明、

張素月、張素月、張素月、張素月、張惇涵、張惇涵、張惇涵、張惇涵、張惇涵、

張惇涵、張淑齡、張淑齡、張淑齡、張淑齡、張淑齡、張淑齡、張欽麟、張華軒、

張鳳來、張穎榛、張薇利、張鵬、張鵬、張鵬、張鵬、張鵬、張鵬、張麗娟、張

麗娟、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張殽、張殽、張殽、張殽、張殽、梁育君、梁

育君、梁潔芳、梁潔芳、梁潔芳、梁潔芳、梁潔芳、梁潔芳、莊育慧.林富仲、莊

政霖、莊喬雅、莊舒郁、莊舒郁、莊舒郁、莊舒郁、莊慶秋、莊慶秋、許文宗.

李月梅、許月霞、許台雄、許台雄、許台雄、許台雄、許台雄、許台雄、許怡龍、

許怡龍、許怡龍、許怡龍、許怡龍、許俐媺、許家瑜.曾淑桃.許筑婷.許凱翔.許瑞

麟、許徐秀.許全進、許徐秀.許全進、許徐秀.許全進、許徐秀.許全進、許徐秀.

許全進、許智亮、許智亮、許智亮、許智亮、許智亮、許智亮、許愷鈞、許源國、

許源國、許源國、許源國、許源國、許源國、許源培、許源培、許源培、許源培、

許源培、許源培、許嘉欣、許嘉欣、許嘉欣、許嘉欣、許嘉欣、許麗君、許筱韻、

許筱韻、許筱韻、許筱韻、許筱韻、許筱韻、郭亮雪、郭亮雪、郭家琪、郭家琪、

郭家琪、郭家琪、郭家琪、郭家琪、郭珮玉、郭雅芬、郭雅芬、郭雅芬、郭雅芬、

郭雅芬、郭雅芬、陳仁凱、陳仁凱、陳文君、陳文君、陳文君、陳文君、陳文君、

陳文君、陳文彬、陳佩君、陳定、陳定、陳定、陳定、陳定、陳定、陳宛萱、陳

宛萱、陳泱瑜、陳泱瑜、陳俊叡、陳俊叡、陳品伊、陳威年.周淑琴、陳建榮、陳

建榮、陳建榮、陳建榮、陳建榮、陳建榮、陳昭發、陳炳吉、陳炳吉、陳炳吉、

陳炳吉、陳炳吉、陳炳吉、陳紀璿、陳美櫻、陳美櫻、陳美櫻、陳美櫻、陳美櫻、

陳美櫻、陳珮琳、陳素娥、陳素娥、陳國瑤、陳淑女、陳淑娟、陳淑娥、陳淑娥、

陳許美華、陳許美華、陳許美華、陳許美華、陳許美華、陳許美華、陳連枝、陳

連枝、陳婷育、陳婷育、陳婷育、陳婷育、陳婷育、陳婷育、陳琳煒、陳琳煒、

陳琳煒、陳琳煒、陳琳煒、陳琳煒、陳雲英、陳順慈.林姿宜.陳廷瑜.陳廷愷.陳詩

捷、陳詩雨、陳鼎璿、陳鼎璿、陳鼎璿、陳鼎璿、陳鼎璿、陳鼎璿、陳榮財、陳

榮財、陳緒霆、陳緒霆、陳緒霆、陳緒霆、陳緒霆、陳緒霆、陳燕燕、陳燕燕、

陳燕燕、陳燕燕、陳燕燕、陳燕燕、陳龍誠、陳龍誠、陳龍誠、陳龍誠、陳龍誠、

陳謐、陳謐、陳駿強、陳鵬文、陳麗玉、陳麗玉、陳麗玉、陳麗玉、陳麗玉、陳

麗玉、陳麗花、陳秝緯、陳灝旭、陳灝旭、陳灝旭、陳灝旭、陳灝旭、陳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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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中丞、陸中丞、陸中丞、陸中丞、陸中丞、陸中丞、陶許玲瑩、陶曉晴、傅錦

山、曾光祖、曾強瑋、曾淑芳、曾淑芳、曾淑芳、曾淑芳、曾淑芳、曾淑芳、游

翔宇、程顯宏、程顯宏、程顯宏、程顯宏、程顯宏、程顯宏、童懷興、童懷興、

童懷興、童懷興、童懷興、童懷興、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黃文柔、黃文柔、黃文

柔、黃文柔、黃文柔、黃文柔、黃玉宏、黃玉宏、黃玉宏、黃玉宏、黃玉宏、黃

玉宏、黃玉佩、黃玉佩、黃玉佩、黃玉佩、黃玉佩、黃玉佩、黃玉鳳、黃玉鳳 

NT$500 黃柏育、黃柏強、黃柏瑞、黃柏瑞、黃柏瑞、黃柏瑞、黃柏瑞、黃柏瑞、黃美惠、

黃珮榮、黃珮榮、黃惠玲、黃智宏、黃智宏、黃智宏、黃智宏、黃智宏、黃智宏、

黃嘉銘、黃嘉銘、黃嘉銘、黃嘉銘、黃嘉銘、黃嘉銘、黃維君、黃錫彬、黃瓊文、

黃瓊文、黃瓊文、黃瓊文、黃瓊文、黃瓊文、黃麗昭、黃麗昭、黃麗真、黃麗真、

黃麗真、黃麗慧、黃麗蕙、黃麗蕙、黃麗蕙、黃麗蕙、黃麗蕙、黃麗蕙、黃麗霞、

黃莛茜、楊庭欣、楊訓聰、楊淳皓、楊領弟、楊領弟、楊領弟、楊領弟、楊錦香、

楊錦香、楊錦香、楊寶桂、楊寶桂、楊寶桂、楊寶桂、楊寶桂、楊寶桂、葉正民、

葉正民、葉正民、葉正民、葉正民、葉正民、葉秀鳳、葉秀鳳、葉秀鳳、葉秀鳳、

葉振華、葉清旺、葉清旺、葉清旺、葉清旺、葉清旺、葉惠禎、葉惠禎、葉惠禎、

葉惠禎、葉惠禎、葉惠禎、葉慶昌、董吉麟、董吉麟、董吉麟、董吉麟、董吉麟、

董吉麟、詹佳娜、詹怡娜、詹怡娜、詹寬智、詹寬智、詹寬智、詹寬智、詹寬智、

詹寬智、詹潤妹、詹潤妹、詹潤妹、詹潤妹、詹潤妹、詹潤妹、詹潤妹、鄒慶生、

鄒慶生、鄒慶生、鄒慶生、鄒慶生、鄒慶生、廖中誠、廖中誠、廖中誠、廖中誠、

廖中誠、廖中誠、廖明雄、廖明雄、廖明雄、廖明雄、廖厚任、廖禕帆、趙淑芬、

趙淑芬、趙淑芬、趙淑芬、趙淑芬、趙淑芬、趙瑾瑜、趙瑾瑜、趙瑾瑜、趙瑾瑜、

趙瑾瑜、趙瑾瑜、趙麗蓓、億鋒股份有限公司、劉妍辰、劉妍辰、劉妍辰、劉妍

辰、劉妍辰、劉妍辰、劉步奎、劉沛明、劉岱瑞、劉岱瑞、劉岱瑞、劉岱瑞、劉

岱瑞、劉岱瑞、劉阿鎮、劉阿鎮、劉阿鎮、劉阿鎮、劉阿鎮、劉阿鎮、劉苓玲、

劉恩廷、劉蒼梧、劉蒼梧、劉蒼梧、劉蒼梧、劉蒼梧、劉蒼梧、劉慧玲、劉麗珠、

劉琬琪、劉琬琪、劉琬琪、劉琬琪、劉琬琪、劉琬琪、歐玉梅、潘宣佑、潘哲偉、

潘泰盛、潘雅琪、潘瑞明、蔡仁智、蔡仁智、蔡仁智、蔡仁智、蔡仁智、蔡木蘭、

蔡正邦、蔡江雪、蔡佩蓉、蔡佩蓉、蔡佩蓉、蔡宗明、蔡宗明、蔡宗明、蔡宗明、

蔡宗明、蔡宗明、蔡欣昌、蔡信宗、蔡俊男、蔡俊男、蔡俊男、蔡俊男、蔡俊男、

蔡俊男、蔡婉婉、蔡婉婉、蔡逸琛、蔡學勤、蔡學勤、蔡學勤、蔡學勤、蔡學勤、

蔡學勤、談美劭、談美劭、談美劭、談美劭、談美劭、談美劭、談美劭、談美劭、

談美劭、談美劭、鄭世祥、鄭世祥、鄭世祥、鄭世祥、鄭世祥、鄭明、鄭明、鄭

昇諭、鄭振宏、鄭振宏、鄭振宏、鄭振宏、鄭振宏、鄭振宏、鄭梓辰、鄭梓辰、

鄭梓辰、鄭梓辰、鄭梓辰、鄭梓辰、鄭植清、鄭植清、鄭植清、鄭植清、鄭植清、

鄭植清、鄭筑尹、鄭詠全、鄭榮森、鄭榮森、鄭榮森、鄭榮森、鄭榮森、鄭榮森、

鄭慶龍、鄭慶龍、鄭慶龍、鄭慶龍、鄭慶龍、鄭慶龍、鄭寶滿、鄭蘭生、鄭蘭生、

鄭蘭生、鄭蘭生、鄭蘭生、鄭蘭生、鄭婕希、鄭婕希、鄭婕希、鄭婕希、鄭婕希、

鄭婕希、鄭鐶、鄧邦英、鄧明華、鄧明華、鄧明華、鄧明華、鄧明華、鄧春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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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春欣、鄧春欣、鄧春欣、鄧春欣、黎美杉、黎美杉、黎美杉、黎美杉、黎美杉、

黎美杉、蕭佳玲、蕭佳玲、蕭佳玲、蕭佳玲、蕭佳玲、蕭佳玲、蕭琬菱、賴明玟.

張家瑋.張家榕、賴芸、賴芸、賴芸、賴芸、賴芸、賴芸、賴秋吟、賴瑋君、龍瀛

珊、戴美芳、戴美芳、戴美芳、戴美芳、戴美芳、戴美芳、戴詠亮、薛文慶、薛

文慶、薛文慶、薛文慶、薛文慶、薛文慶、謝永裕、謝永裕、謝永裕、謝永裕、

謝永裕、謝永裕、謝玉容、謝州融、謝佩芝、謝佩芝、謝佩芝、謝佩芝、謝佩芝、

謝佩芝、謝明玲、謝明玲、謝明玲、謝明玲、謝明玲、謝明玲、謝春惠、謝春惠、

謝秋燕、謝美真、謝美真、謝美真、謝美真、謝美真、謝美真、謝美華、謝素娥、

謝素娥、謝素娥、謝素娥、謝素娥、謝素娥、謝德宗、謝德宗、謝慕諴、謝曜全、

謝曜全、謝曜全、謝曜全、謝曜全、謝曜全、謝曜駿、謝曜駿、鍾秀鑾、鍾秀鑾、

鍾秀鑾、鍾秀鑾、鍾秋滿、隱名氏、簡文亮、簡文亮、簡文亮、簡文亮、簡文亮、

簡文亮、簡金敏、藍汝海、藍汝海、藍汝海、藍汝海、藍汝海、藍汝海、顏玉娟、

顏安邦、顏安邦、顏安邦、顏安邦、顏李央、顏金貝、顏金貝、顏金貝、顏金貝、

顏金貝、顏金貝、顏葉富美、顏葉富美、顏葉富美、顏葉富美、顏葉富美、顏葉

富美、魏嘉瑩、羅光興、羅建華、羅建華、羅建華、羅建華、羅建華、羅培禹、

羅培禹、羅培禹、羅張明德、羅淑芳、羅淑芳、羅淑芳、羅淑芳、羅淑芳、羅淑

芳、羅璟洳、羅璟洳、羅璟洳、羅璟洳、羅璟洳、羅璟洳、藝冠皮件、譚克宏、

譚嘯雷.曾苔琳、譚嘯雷.曾苔琳、譚嘯雷.曾苔琳、譚嘯雷.曾苔琳、譚嘯雷.曾苔琳、

譚嘯雷.曾苔琳、嚴玉雲、蘇亮丞、蘇建文、蘇瑞廷、蘇瑞廷、蘇瑞廷、蘇瑞廷、

蘇瑞廷、蘇瑞廷、蘇詩方、顧元敏、顧忠山、顧黃玉女、龔芳琴、涂為強.林淑真、

粘照英、粘照英、粘照英、粘照英、粘照英、龎經略、栢淑絹、栢淑絹、栢淑絹、

栢淑絹、栢淑絹、栢淑絹 

NT$420 周玉琴 

NT$413 王正平.賴春琴 

NT$405 善心人士 

NT$400 尹廷華、方招來.方勝興、王文斌、王韋傑、王韋鈞、王御愷、王御愷、吳鴻連、

李宜儒、李泳欽.李黃瓊花、李泳欽.李黃瓊花、林純熙.李月嬌全家、林純熙.李月

嬌全家、林純熙.李月嬌全家、林純熙.李月嬌全家、林純熙.李月嬌全家、林純熙.

李月嬌全家、柯慶築、唐愛蓮、唐愛蓮、高思偉、張桂英、張許秀鳳、陳錦榮、

陳錦榮、陳錦榮、陳錦榮、陳錦榮、陳錦榮、曾春財.李惠花、曾春財.李惠花、

曾春財.李惠花、曾春財.李惠花、曾春財.李惠花、曾春財.李惠花、曾素麗、曾素

麗、曾素麗、曾素麗、曾素麗、曾素麗、善心人士、楊一芳、楊麗裕、楊麗裕、

楊麗裕、楊麗裕、楊麗裕、廖家梅、劉恩豪、劉恩豪、劉恩豪、劉恩豪、鄭倚庭、

鄭倚庭、鄭倚庭、鄭倚庭、鄭倚庭、鄭倚庭、賴小姐、謝春惠、謝春惠、謝春惠、

謝春惠 

NT$360 林青緯、陳彥宇、陳素惠 

NT$350 Candy、林吳瑞娥、彭敬樸、彭敬樸、彭敬樸、潘月英 

NT$315 莊月霜、莊月霜 

NT$309 許鈺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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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05 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NT$300 于正聰、于正聰、于正聰、于正聰、于正聰、于正聰、尤若綾、尤進添、方欣憶、

王心慈、王汪鳳鶯、王秀琳、王承源.黃柏雅.王煥睿、王金山、王映之、王御愷、

王御愷、王嘉慧、王嘉慧、王嘉慧、王嘉慧、王嘉慧、王嘉慧、王維剛、王維剛、

王維剛、王維剛、王維剛、王維剛、史榮美、史榮美、史榮美、史榮美、史榮美、

史榮美、江沛璇、江欣子、江欣子、江欣子、江欣子、江雪雲、江雪雲、江雪雲、

余清山、余慧玉、余慧玉、余慧玉、余慧玉、余慧玉、余慧玉、吳月惠、吳玫茹、

吳金娥、吳盈慧、吳盈慧、吳盈慧、吳盈慧、吳盈慧、吳盈慧、吳瑞琬、吳瑞琬、

吳瑞琬、吳瑞琬、吳學楨、吳學楨、吳學楨、吳學楨、吳學楨、吳學楨、吳姝宙、

吳姝宙、吳姝宙、吳姝宙、吳姝宙、吳姝宙、李玉祥.李汶珈、李玉祥.李汶珈、

李玉祥.李汶珈、李玉祥.李汶珈、李育辰、李佩韓、李怡靜、李怡靜、李怡靜、

李怡靜、李怡靜、李怡靜、李明芳、李采蓁、李家誼、李喜評、李學金、李瓊瑤、

李瓊瑤、李瓊瑤、李瓊瑤、李瓊瑤、李瓊瑤、李芊樺、李芊樺、李芊樺、李芊樺、

李芊樺、李芊樺、沈文宜、沈蘇玉芬、沈蘇玉芬、沈蘇玉芬、沈蘇玉芬、沈蘇玉

芬、沈蘇玉芬、汪彤沛、汪彤沛、汪彤沛、汪彤沛、汪彤沛、汪彤沛、周家萱、

林玉雲、林玉雲、林沛蓁、林秀玉、林姿秀、林禹岑、林禹岑、林禹岑、林秋源.

李秀鸞.林瑞隆.林瑞琮、林秋照、林慧玲、林慧玲、林慧玲、林慧玲、林慧玲、

林慧玲、林淂菣、林淂菣、邵巧然、邵巧然、邵巧然、邵巧然、邵巧然、邵巧然、

邱筱晴、金效瑾、金效瑾、金效瑾、金效瑾、金效瑾、侯高玉蘭、侯高玉蘭、侯

高玉蘭、侯高玉蘭、侯高玉蘭、施侑妮、施孟君、施怡如、施怡如、施怡如、施

怡如、施怡如、施怡如、柯美悧、柯美悧、柯美悧、柯美悧、柯美悧、柯許阿完、

洪明怡、洪明怡、洪明怡、洪明怡、洪明怡、洪明怡、洪惠滿、洪惠滿、洪惠滿、

洪惠滿、洪惠滿、洪惠滿、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

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錦德、胡登堯、

胡登堯、胡登堯、胡登堯、胡登堯、胡登堯、唐淑娟、夏郁喬、徐小姐、徐小姐、

徐良蕙、袁書蘋、袁書蘋、袁書蘋、袁書蘋、袁書蘋、袁書蘋、財團法人台北市

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高思

偉、高嘉陽、張正忠、張正忠、張言麒、張言麒、張言麒、張言麒、張姿瑩、張

宥寧、張宥寧、張宥寧、張宥寧、張宥寧、張宥寧、張偉倫、張偉倫、張偉倫、

張偉倫、張偉倫、張偉倫、張國祐、張敏忠、張敏忠、張敏忠、張敏忠、張敏忠、

張敏忠、張嘉麟、張碧珍、張遵言、張遵言、張遵言、張遵言、張遵言、張遵言、

張靜玫、莊正綺、莊尚育、莊尚育、許小姐、許可葳、郭玟婷、郭玟婷、郭玟婷、

郭玟婷、郭玟婷、郭柱英、郭桂英、郭桂英、郭素娥、郭彩玉、陳一銘、陳玉員.

田國發.田雅妃、陳玉燕、陳玉燕、陳玉燕、陳玉燕、陳玉燕、陳玉燕、陳芝誼、

陳侯淑貞、陳侯淑貞、陳侯淑貞、陳侯淑貞、陳侯淑貞、陳建彪、陳春美、陳柏

宏、陳基峰、陳基峰、陳基峰、陳基峰、陳基峰、陳淑美、陳淑美、陳淑美、陳

淑美、陳淑美、陳淑美、陳淑華、陳雪鴻、陳愉安、陳登崑、陳華斌、陳雯雯、

陳雯雯、陳雯雯、陳雯雯、陳雯雯、陳雯雯、陳裔淇、陳詩進、陳詩進、陳詩進、

陳麗如、陳嬿晴、陳嬿晴、陳嬿晴、陳嬿晴、陳嬿晴、陳嬿晴、陸文楨、陸文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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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文楨、陸文楨、陸文楨、陸文楨、陸道萱、陶建中、傅淑芬、傅淑芬、傅淑芬、

傅淑芬、傅淑芬、傅淑芬、彭涵芳、彭涵芳、彭涵芳、彭涵芳、彭涵芳、彭涵芳、

曾如冰、曾如冰、曾如冰、曾如冰、曾如冰、曾如冰、曾高月里、曾淑櫻、游宗

祐、游宗祐、游宗祐、程安育、程安育、程安育、程安育、程安育、程安育、童

月慧、童月慧、童月慧、童月慧、童月慧、童月慧、黃江春柳、黃江春柳、黃育

淇、黃育淇、黃育淇、黃育淇、黃育淇、黃育淇、黃金芳、黃金城、黃金城、黃

金城、黃金城、黃金城、黃彥錚、黃壽美、黃壽美、黃壽美、黃壽美、黃慧珠、

黃騰儀、黃騰儀、黃騰儀、楊玉汝、楊悅佳、楊悅佳、楊悅佳、楊悅佳、楊悅佳、

楊悅佳、楊清義、楊清義、萬芳汽車材料有限公司、葉松輝、葉松輝、葉松輝、

葉松輝、葉松輝、葉松輝、葉盈孜、葉盈孜、葉盈孜、葉盈孜、葉盈孜、葉盈孜、

葉純蓉、葉權富、農惠珍、趙春蘭、趙春蘭、趙春蘭、趙春蘭、趙春蘭、趙春蘭、

趙振宏、趙振宏、鄞孟里、鄞孟里、鄞孟里、鄞孟里、鄞孟里、鄞孟里、劉俐維、

劉嘉蓉、潘信伊、潘信伊、潘信伊、潘信伊、潘信伊、潘信伊、蔡如珍、蔡如珍、

蔡如珍、蔡如珍、蔡如珍、蔡孟娟、蔡孟娟、蔡孟娟、蔡孟娟、蔡孟娟、蔡孟娟、

蔡玲玉、蔡玲玉、蔡玲玉、蔡玲玉、蔡鶴鳴、蔡鶴鳴、鄭氏幸、鄭秀枝、鄭雯、

鄭雯、鄭雯、鄭雯、鄭雯、鄭雯、鄭義騰、鄭蘊彤、盧麗貞、蕭明鈞、蕭聯元、

蕭鴻鈞、賴伯宏、賴伯宏、賴伯宏、賴伯宏、龍美真、龍美真、龍美真 

NT$300 龍瀛珊、龍瀛珊、龍瀛珊、謝秀梅、謝秀梅、謝秀梅、謝秀梅、謝阿雪、謝許理、

闕妤丞、魏漢平、釋達如、涂淑菁 

NT$250 王振驊、邱義昇、邱義昇、邱義昇、邱義昇、邱義昇、邱義昇、陳友林、陳俊偉、

陳俊偉、陳俊偉、蔡英宗 

NT$240 謝伶娟 

NT$221 許鈺芬 

NT$220 許鈺雯 

NT$205 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NT$200 丁苡安、于卓英、尹鴻道、仇桂美、仇桂美、仇桂美、仇桂美、仇桂美、仇桂美、

支秉傑、王小蓓、王小蓓、王小蓓、王小蓓、王小蓓、王中瀧.周舒嬌、王正棋、

王正棋、王正棋、王正棋、王正棋、王正棋、王秀瑛、王秀瑛、王秀瑛、王秀瑛、

王秀瑛、王秀瑛、王明傑、王明傑、王明傑、王明傑、王明傑、王明傑、王金山、

王御愷、王雪琴、王樹馨、田琛漫、田燦燃、田麗逸、朱奕哲、朱驥瑋、江宇承、

江宇驊、江孝潔、江萬泰、江睿濂、吳少琴、吳少琴、吳玫茹、吳芭玫、吳勇璋、

吳勇勳、吳星魁、吳美慧、吳純美、吳純美、吳純美、吳純美、吳純美、吳純美、

吳麗玉、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

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敏雲、呂敏雲、李小姐、李育辰、

李佩韓、李宜庭、李宜儒、李宜儒、李珍慧、李美麗、李家誼、李淑映、李淑映、

李淑映、李淑映、李淑映、李喜評、李惠驊、李學金、李曉青、周育勝、周蓮秀、

林民燕、林孟筠、林孟筠、林孟筠、林孟筠、林孟筠、林孟筠、林金在、林青緯、

林禹岑、林科宏、林草香、林偉豐、林許茶、林詠昕、林黃玉女只、林黃玉女只、

林黃玉女只、林黃玉女只、林黃玉女只、林黃玉女只、林義郎、林錦坤、狐仙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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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靈姐、邵先生、姜俊傑、姚素霞、姚素霞、姚素霞、姚素霞、姚素霞、姚素霞、

柏暐玓、柏暐玓、洪炳樟、洪嘉玲、范雯鈞、范瑞珠、唐愛蓮、徐三梅、徐三梅、

徐屬銘.徐甫萱.張塾枝、徐屬銘.徐甫萱.張塾枝、徐屬銘.徐甫萱.張塾枝、徐屬銘.

徐甫萱.張塾枝、徐屬銘.徐甫萱.張塾枝、徐屬銘.徐甫萱.張塾枝、高明容、高明容、

高明容、高明容、高明容、高明容、張小姐、張太山、張世佳、張世佳、張世佳、

張世佳、張世佳、張世佳、張叔媖、張治明.李芳靜、張美珠、張哲綸.張仟又、

張哲綸.張仟又、張祐嘉、張素敏、張素敏、張素敏、張素敏、張景翔.顏月媛、

張榮志、張榮東、張榮東、張瀛榮、張瀛榮、張瀛榮、張瀛榮、張瀛榮、張瀛榮、

張顯彰、張瑋玲.黃智源、張鈺欣、張鈺欣、張鈺欣、張鈺欣、曹清山、曹清山、

曹清山、曹清山、許文凱、許文凱、許文凱、許文凱、許文凱、許文凱、許美智、

許美智、許美智、許美智、許美智、許美智、許國容、許溯芳、郭建志、郭建志、

郭毓琪、郭毓琪、郭鎮瑋、郭鎮瑋、郭旻宜、陳三從、陳玉員.田國發.田雅妃、

陳玉琴、陳如亮、陳佩卿、陳坤隆、陳信夫、陳囿男、陳宥樺、陳昭麟、陳昱凱、

陳柏翰、陳若淇、陳桂華、陳淑盈、陳淑盈、陳淑盈、陳淑盈、陳淑盈、陳淑盈、

陳郭淑卿、陳登崑、陳登崑、陳辜美媖、陳辜美媖、陳福財、陳麗、陳麗英、陳

權三、陶育廷、章賢哲、彭吉成、曾小姐、曾高月里、曾陳愛月、湯季原、善心

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黃永昌、黃玉卿、

黃江春柳、黃亭熒、黃亭熒、黃亭熒、黃亭熒、黃信志.黃睿宇、黃信志.黃睿宇、

黃信志.黃睿宇、黃信志.黃睿宇、黃信志.黃睿宇、黃信志.黃睿宇、黃國維.黃鄭純

枝.黃淑君、黃富卿、黃慧珠、黃鄭純枝.黃國維.黃淑君、黃鄭純枝.黃國維.黃淑君、

黃鄭純枝.黃國維.黃淑君、黃鄭純枝.黃國維.黃淑君、黃瓊誼、楊子毅、楊子毅、

楊兆鈞、楊兆鈞、楊怡慧、楊博宇、溫秋子、溫秋子、溫秋子、溫秋子、溫秋子、

溫秋子、葉凱文.陳美苓、董智美、董智美、董智美、董智美、廖杉郎、廖杉郎、

廖珮吟、管希燕、管希燕、管希燕、管希燕、管希燕、管希燕、劉昌偉、劉昌偉、

劉昌偉、劉欣威、劉清湶、劉淑芳、劉淑芳、劉淑芳、劉淑芳、劉淑芳、劉淑芳、

劉雅玲、劉賜枝、劉賜枝、劉賜枝、劉賜枝、劉賜枝、劉賜枝、歐賢明、潘李淑

娥、潘李淑娥、潘李淑娥、潘李淑娥、潘李淑娥、潘李淑娥、蔡文馨、蔡志峯、

蔡志峯、蔡志峯、蔡志峯、蔡志峯、蔡志峯、蔡宜蓁、蔡珮婕、蔡國良、蔡國良、

蔡進義、蔡進義、鄭秀枝、鄭秀枝.陳達人、鄧霞妹、黎育顯、蕭君琳、蕭金生、

賴小姐、賴小姐、賴小姐、駱旭民、駱致力、謝英睿、謝英睿、謝英睿、謝英睿、

謝英睿、謝英睿、謝綵嫺、謝靜惠、謝靜惠、謝靜惠、謝靜惠、謝靜惠、謝靜惠、

鍾孟庭、鍾孟庭、鍾孟庭、鍾孟庭、鍾孟庭、鍾孟庭、藍文沇、藍文沇、藍文沇、

藍文沇、藍文沇、藍文沇、闕妤丞、魏銘毅、魏銘毅、魏銘毅、魏銘毅、魏銘毅、

魏銘毅、羅燕芬、譚宇真、嚴淑美、嚴淑美、嚴淑美、嚴淑美、嚴淑美、嚴淑美、

蘇俊益、蘇俊益、蘇靜雯、涂國珍、涂國珍、涂國珍、涂國珍 

NT$180 許澤揚 

NT$171 許鈺芬 

NT$170 許嘉元 

NT$169 許鈺芬、許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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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152 許澤揚 

NT$150 王文伶、王文伶、王文伶、王文伶、王文伶、王文伶、王明峻、王明峻、王明峻、

王明峻、王明峻、王明峻、王榮泰、王榮泰、王榮泰、王榮泰、王榮泰、王榮泰、

林祈祥、林祈祥、林祈祥、林祈祥、林祈祥、林祈祥、姚建賢、莊碧玉、莊碧玉、

莊碧玉、莊碧玉、莊碧玉、莊碧玉、許仕龍.劉昌茂、許庭瑋、劉瑞玉、劉瑞玉、

劉瑞玉、劉瑞玉、劉瑞玉、劉瑞玉、蔡艾靜、蔡艾靜、蔡艾靜、蔡艾靜、蔡艾靜、

蔡艾靜 

NT$125 許嘉元 

NT$120 王禹傑、王崧驊、王崧驊、王崧驊、王崧驊、林瑞龍、林瑞龍、林瑞龍、林瑞龍、

林瑞龍、林瑞龍、許弘儒、陳佩萱、蔡慧蓁 

NT$115 朱驥瑋、宋素真、翁祥荃、翁睦盛、張若婷、張瑜晏 

NT$113 陳靖南 

NT$110 李文慧.黃誠、李文慧.黃誠、李文慧.黃誠、李文慧.黃誠 

NT$105 善心人士 

NT$100 無名氏、無名氏、十方菩薩、十方菩薩、十方菩薩、十方菩薩、十方菩薩、文逢

生、文逢生、方立越、王柏閔、王秋慧、王秋慧、王秋慧、王秋慧、王秋慧、王

崧驊、王崧驊、王雅虹、王韶蓉、王慶有、田鑫、田鑫、田鑫、田鑫、田鑫、田

鑫、地基主、朱玉珍、朱玉珍、朱玉珍、朱玉珍、江姿陵、何小姐、何正江、吳

友仁、吳支仁、吳永欣、呂佳紋、呂清龍.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

呂承翰、呂清龍.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呂清龍.呂秀玉.

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呂清龍.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

呂承諺.呂承翰、呂清龍.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呂清龍.

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宋建宏、李巧又、李永鏘、李永

鏘、李永鏘、李永鏘、李永鏘、李永鏘、李欣儒、李涔瑛、李涔瑛、李愛群、李

愛群、李瑞妙、李盟田、李翊豪、李栢霆.李欣憶、李栢霆.李欣憶、李栢霆.李欣

憶、李栢霆.李欣憶、李栢霆.李欣憶、周季靜、周季靜、周季靜、周季靜、林小

姐、林吳麗美、林吳麗美、林李金蘭、林宗明、林宗明、林宗明、林采潔、林新

惠、林嶽山、林韓鎔、林旻賢、邱錫顯、邱懷宗、邱馨慧、邱馨慧、邱馨慧、邱

馨慧、邱馨慧、邱馨慧、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俞玉燕、俞玉燕、俞玉燕、俞玉燕、俞玉燕、姜俊傑、洪廷昌、洪廷昌、洪

廷昌、洪廷昌、洪宗杰、洪宗杰、洪宗杰、洪宗杰、洪明宗、唐寶惠、哲人學堂、

孫逸嫻、孫逸嫻、孫逸嫻、孫逸嫻、孫逸嫻、孫逸嫻、孫艷琴、孫艷琴、孫艷琴、

孫艷琴、孫艷琴、孫艷琴、徐小姐、徐小姐、徐明山、殷凱黎、殷凱黎、殷凱黎、

殷凱黎、殷凱黎、殷凱黎、袁天民、袁天民、袁天民、袁天民、袁天民、袁天民、

康小姐、張岱萍.張龔梅枝、張瓊方、張瓊方、張瓊方、張瓊方、張瓊方、張瓊方、

張礫文、張礫文、張礫文、張鏸、梁勝梅、莊小姐、莊柏祥、莊柏祥、許旭楷、

許頌嘉、許頌嘉、許頌嘉、許頌嘉、許頌嘉、許頌嘉、許睿宏、許睿宏、許睿宏、

許瓊慧、許瓊慧、許瓊慧、許瓊慧、許瓊慧、許瓊慧、郭芳玉、郭芳玉、郭芳玉、

郭芳玉、郭芳玉、郭芳玉、陳先生、陳先生、陳先生、陳秀好、陳秀好、陳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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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好、陳怡華、陳怡華、陳怡華、陳怡華、陳怡華、陳怡華、陳明華、陳威捷、

陳思穎、陳思穎、陳思穎、陳思穎、陳思穎、陳思穎、陳昭麟、陳美琪、陳婉菁、

陳婉菁、陳婉菁、陳惟馨、陳敏惠、陳榮豈、陳靜儀、陳靜儀、陳佶亨、傅珮珮、

傅珮珮、傅珮珮、傅珮珮、傅珮珮、傅珮珮、單宜萍、單宜萍、單宜萍、單宜萍、

單宜萍、單宜萍、曾文昕、曾文昕、曾文昕、曾文昕、曾文昕、曾文昕、善心人

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賀芬、馮敬桀、黃小姐、黃仁藝、黃仁藝、黃仁藝、

黃仁藝、黃仁藝、黃仁藝、黃永豪、黃永豪、黃江春柳、黃江春柳、黃育祥、黃

育祥、黃育祥、黃育祥、黃育祥、黃育祥、黃金婷、黃俊諺、楊文豐、楊文豊、

楊初枝、楊初枝、楊貴蘭、楊貴蘭、葉日吉、葉淦沅、葉淦沅、葉淦沅、葉淦沅、

葉淦沅、葉淦沅、葉慶龍、葉慶龍、葉慶龍、葉慶龍、葉慶龍、解炳杭、解炳杭、

解炳杭、解炳杭、解炳杭、解炳杭、解夢芳、解夢芳、解夢芳、解夢芳、解夢芳、

解夢芳、詹善宇、詹善宇、詹善宇、詹善宇、詹善宇、詹善宇、詹黃依潔、詹黃

依潔、詹黃依潔、詹黃依潔、詹黃依潔、詹黃依潔、詹龍雄、詹龍雄、詹龍雄、

詹龍雄、詹龍雄、詹龍雄、廖偉任、趙莊明妹、趙莊明妹、趙莊明妹、趙莊明妹、

趙莊明妹、趙莊明妹、劉王酉妹、劉兆玄、劉姿伶、劉姿伶、劉姿伶、劉姿伶、

劉姿伶、劉晏伶、劉晏伶、劉梅蘭、劉淑貞、劉德宗、樊依婷、樊依婷、樊依婷、

樊依婷、蔣先生、蔡秀媛、蔡秀媛、蔡秀媛、蔡秀媛、蔡秀媛、蔡秀媛、蔡佳琳、

鄭宇翔、鄭美惠、鄭美惠、鄭美惠、鄭美惠、鄭美惠、鄭美惠、鄭茹徽、鄭雅蓁、

鄭雅蓁、鄭馨怡、賴威樵.賴妹秀.賴品銓.賴王秋蓮、賴曉珮、賴曉珮、賴曉珮、

賴曉珮、賴曉珮、賴曉珮、謝順美、謝順美、謝順美、謝順美、謝順美、謝順美、

鍾逸賢、簡仲良、簡仲良、簡仲良、簡仲良、簡仲良、簡仲良、闕妤丞、羅淑貞、

蘇汪幸、蘇汪幸、蘇汪幸、蘇汪幸、蘇汪幸、蘇汪幸、蘇建勳、蘇建勳、蘇翌勝、

蘇翌勝、蘇翌勝、蘇翌勝、蘇翌勝、蘇翌勝、蘇會章、蘇會章、蘇楚棋、蘇楚棋、

蘇楚棋、蘇楚棋、蘇楚棋、蘇楚棋、蘇雍貴、蘇雍貴 

NT$50 孟育詮、梁勝梅、梁勝梅、陳正輝、陳正輝、陳正輝、陳正輝、陳正輝、陳正輝、

廖翊佑、蕭家發、蕭家發 

NT$1 梅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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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1000000 劉國珍 

NT$302232 陳東海 

NT$200000 王小蕙、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NT$191400 財團法人台北富邦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NT$155400 財團法人永瑞慈善事業基金會 

NT$100000 于緒洋、奇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財團法人金

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蘇天財文教基金會、童韻家、謝軒瑞 

NT$80000 陳國維、賴尤秀敏 

NT$66000 王頌安 

NT$60000 石金堯 

NT$50000 天和企業有限公司、金慈中、財團法人臺北市財聖公益慈善基金會、財團法人濟

安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陳永泰公益信託、陳淑美、黃昱翔、黃堯福、黃朝棟、

楊燦弘、楊燦弘、趙淑芬 

NT$40000 林淑貞、臺北市私立寶血幼兒園 

NT$39470 善心人士 

NT$36000 陳道本 

NT$31588 善心人士 

NT$30000 浜中松琴工業有限公司、大陳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王婷妮、王頌安、吳俞臻、林

明正、柯本田、洪麗娟、陳石祥、陳美貞、陳美滿、傅明明、琦美興業股份有限

公司、楊錦昌 

NT$23024 善心人士 

NT$22760 善心人士 

NT$21880 善心人士 

NT$21206 善心人士 

NT$21000 張立媛 

NT$20000 王吳琴.王巾幗、台電台北市區營業處、朱載宇、江素貞、吳麗玲、宜大景觀工程

有限公司、林秉源、林學昌、社團法人台灣一心齋淨宗教育協會、段珮瑜、胡曉

雲、徐梓璿、桃園扶輪社、陳銓龍、善心人士、善心人士、馮臨娜、黃金爐、黃

壹良、葉鈴鮮、鄒來庭 

NT$18000 梁芳雄、蘇龍華 

NT$16200 點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NT$16000 俞柏浚 

NT$15000 吳昇澤、故鄉卡拉 OK、蔣馮蘊芝 

NT$13950 善心人士 

NT$12020 王富美 

NT$12000 高永華、張國泰、陳曉倩 

NT$10000 丁柏森、王宏智、王宏智、王娟華、台灣岸卡股份有限公司、朱瓊芳、何錫霖、

何錫霖、吳中庸、吳芸萱、李國壘、沈芳瑜、林吳寶桂、林志展、林依晨、林夢

琴.李隆容.林祥慎.林琴釵.李從清....、金善堂、施錦秀、柯永忠、洪正修、胡靚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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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孫佳玲、徐惠麒、徐植萱、徐瑞霞、益協實業有限公司、

高儷文、崔莉、張参、張杏、張桂珠、張桂珠、張桂珠、張高罔茶、張景嵩、張

游金枝、張裕盛、張碧惠、晨堡有限公司、梁倩、梁懷信、莊惠娟、許樹根、許

樹根、許樹根、許樹根、許樹根、陳宏州、陳雅華、陳慧萍、陳毅、晶時有限公

司、晶時有限公司、游桂春、善心人士、舒國光、黃秋田.林玉玲、黃惠珠、黃綠

星、慈悟寺、楊雪珠、楊薇蓁、廖滄澤、劉惠貞、蔡萬福...等、蔡萬福...等、盧

業隆、蕭佩宸、蕭綾悅、謝朝棟、鞠忠誠、韓東兆、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

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

限公司、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顏英杰、羅文玲 

NT$9300 中獎發票 

NT$9000 謝宇琪 

NT$8000 王惠如、王麗娟、丘英元、李國賢、陳慈殷、褚曉雯、賴惠美 

NT$7600 中獎發票 

NT$7545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6650 善心人士 

NT$6145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6100 鍾啟煌 

NT$6005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6000 Wen Chuen Lin、中獎發票、王泰人、何佳玲、余翠如、吳中庸、吳中庸、吳彥瑭、

李佳玲、李慶森、李黎香、杜佳蓉、辰淇有限公司、周奎成、林志誠、林志誠、

林志誠、林志誠、林志誠、林志誠、林依晨、林楷龍、邵秋菊、施宜錦、胡素卿、

孫郭萱、翁美玲、財團法人台北市明達教育基金會、張建國、張貞婉、晨堡有限

公司、梁昱翧、陳以民、傅志芳、善心人士、善心人士、黃明義、葉永盛、劉春

岑、潘秋宜、潘菊芳.潘李雅惠、蔡淑珍、霍啟明、藍英綬、魏秀炫、蘇建智、饒

鴻鵬 

NT$5830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5795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5165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5040 嚴郭貴美 

NT$5000 天主教盧森堡普慈方濟各會附設桃園市私立方濟幼兒園、王月娥、王昇、王姚萍、

王美齡、王高金時、王惠珠、丘英元、主顧聖母堂教友、艾維依瑪餐飲事業有限

公司、何琬容、吳秀燕、吳若晨、吳若晨、吳若晨、吳若晨、吳若晨、吳若晨、

吳婉如、吳劉富玉、李佳玲、李春桂、李美燕、李美燕、李訓銀、杜筑生、汪仁

川、周大慶、周映明、周祥蕙、周開屏、周麗華、林梅琪、林碧珠、林潔佑、邱

文聲、邱垂清、柯美雪、洪玉容、洪揚、洪揚、洪瑋、胡天成、徐玉蓉、海裕芬、

財團法人新北市天主教聖心會、高鍾佩容、張中昭、張淑琍、張麗芬、許聰敏、

許聰敏、連珠琳、郭金玉、郭金玉、郭金玉、郭金玉、郭金玉、郭金玉、陳又瑜、

陳又瑜、陳又瑜、陳又瑜、陳又瑜、陳又瑜、陳姿芬、陳祐聖、陳維強、陳維強、

陳維強、曾文清、曾昭仁、曾嬌娥、湯玟蕙、黃月秀、黃月秀、黃月秀、黃月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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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月秀、黃月秀、黃玉金、黃秀枝、黃國貞、楊碧雪、楊劍偉、楊劍偉、楊劍偉、

楊劍偉、楊劍偉、楊劍偉、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葉紅娣、廖月霞、廖秀齡、劉子豪、劉宥希、劉

炳炎、劉炳炎、劉淞云、劉賢芝、劉賢芝、劉賢芝、劉賢芝、劉賢芝、劉賢芝、

潘邦楊、蔡侑潔、鄧玫郁、噶瑪三乘法輪中心、盧長禧、盧建生、賴吉雪、賴建

全、賴建全、賴建全、賴建全、賴建全、賴建全、顏宗養、顏宗養、羅文玲、羅

文玲、羅文玲、羅馬鳳英、羅懷才、羅麗芬 

NT$4500 許龐 

NT$4300 愛心箱 

NT$4200 中獎發票 

NT$4000 中獎發票、毛秋臨.魏志剛、毛秋臨.魏志剛、毛秋臨.魏志剛、李佳玲、李淑文、

烘爐地福德宮、莊惠娟、許聰敏、楊博雄、劉松輝、劉松輝、劉松輝、蕭莉莉、

魏惠韻 

NT$3600 吳靜芬、李沛澍、蔡黃米+庚、蘇冀萍 

NT$3300 陳林詩、陳俊生 

NT$3200 善心人士 

NT$3100 沈麗雲、沈麗雲、沈麗雲、沈麗雲、沈麗雲、沈麗雲 

NT$3015 三姊弟 

NT$3000 温宥榛、丁春媛、方儷珍、王小鳳、王信貴、王美華、王美華、王淳耀、王黃琴、

王維駿、王德麟.曹愛玲、王德麟.曹愛玲、王德麟.曹愛玲、王德麟.曹愛玲、丘佩

潔、台灣駿升股份有限公司、甘耀華、牟星垣、何潤榛、吳玉雯、吳懿芷、吳畹

蘭、呂怡珍、呂怡珍、呂振隆、李永賢、李永賢、李孟倚、李宗倍、李宗倍、李

岱融、李春桂、李嘉芳、周秀霞、昀浩有限公司、昀浩有限公司、昀浩有限公司、

昀浩有限公司、林丕、林雪玲、林湘芸、林煌輝、林榮堅、林榮堅、林榮堅、林

榮堅、林榮堅、林榮堅、林禍、邵永添、邱德生、金善堂慈心基金會、長春愛心

會、姜仁皇、姜仁皇、姜仁皇、柯正品、柯育騰、洪秋萍、洪秋萍、洪秋萍、洪

秋萍、洪秋萍、洪秋萍、洪靚倫、徐富民、徐惠麒、徐鴻發、張子英、張子英、

張子英、張子英、張丕虎、張兆雲、張兆雲、張至仁、張哲源、張哲源、張哲源、

張哲源、張哲源、張哲源、張淑琍、張淑琍、張惠娟、張栥綺、御翔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笠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笠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笠偉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許宗錦、許宗錦、許惠真、速玉梅、陳孝仁、陳志貞、陳佩君、陳奕婷、陳

珠如、陳淑吟、陳凱軍、陳富美、陳湘倩、陳麗如、陳瑋倩、陳瑋倩、陳瑋倩、

陳瑋倩、陳瑋倩、陳瑋倩、陳澐槿、陸晉、陸晉、陸晉、陸晉、陸晉、陸晉、彭

玉儀、彭玉儀、曾錦富、曾聰文、湯順發、程桂芳、善心人士、黃今鈺、黃光超、

黃廷昇、黃昇輝、黃冠諭、黃冠諭、黃冠諭、黃美麗、黃美麗、黃惠謙、黃惠謙、

黃惠謙、楊祥珍、楊碧雪、楊錦成、楊錦成、楊錦成、葉任平、葉黃玉、葉黃玉、

廖怡菊、廖學吉、蔡建維.蔡珮均.陳美華.蔡丁財、蔡美香、蔡美香、談美劭、鄭

文維、鄭孝模、鄭孝模、鄭孝模、鄭孝模、鄭孝模、鄭孝模、鄭林信惠、鄭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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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華、賴麗妃、謝武義、謝燕華、隱名氏、簡巧婷、簡育才、簡豊庭、魏健、

羅玫玲、羅美雪、譚秀娟、譚秀儀、邊安鍇、邊安鍇、邊安鍇、邊安鍇、邊安鍇、

邊安鍇、關靄華、竇念慈、蘇桐桐、蘇桐桐、蘇湘琦、蘇湘琦、蘇湘琦、蘇湘琦、

蘇湘琦、蘇湘琦、葳競科技有限公司 

NT$2890 黃蔭基 

NT$2800 中獎發票、林淑惠、愛心小天使 

NT$2500 吳鄭阿梅、范敏華、張政德、源本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蘇桐桐、蘇桐桐 

NT$2485 李雪琴 

NT$2400 李岱融、林瑩冠、林瑩冠、張貞麗、張寶仁.蔡正偉.蔡庭瑞、陳月女 

NT$2200 陳志貞、傅玉翠 

NT$2120 李豐樹、李豐樹、李豐樹、李豐樹、李豐樹 

NT$2100 李林秀鶴、善心人士 

NT$2025 黃協超 

NT$2020 賴玉美 

NT$2000 毛艾芬、毛艾芬、毛艾芬、毛艾芬、毛艾芬、毛艾芬、毛秋臨.魏志剛、毛蔚領、

王仁潔、王仁潔、王仁潔、王仁潔、王月書、王正芳、王正芳、王正芳、王正芳、

王李富貴、王李富貴、王李富貴、王李富貴、王李富貴、王李富貴、王俊堯、王

宣傑、王高慶、王高慶、王雪雪、王復明、王惠珠、王際喬、田貴秋、田貴秋、

田貴秋、田貴秋、朱星、江翠瑛、江翠瑛、何致緯、何素真、利彥儒.利彥承、吳

佳瑩、吳芷芸、吳俊葦、吳俊葦、吳俊葦、吳素仙、吳欽震、吳錦月、吳豐宗、

吳蘭心、呂英鳳、呂黃秋香、宋文鑫、宋金龍、巫師箕、李永賢、李永賢、李永

賢、李永賢、李妙菁、李佳緯、李春生、李國清、李雅惠、李蓮村、李麗姜、李

翊瑋、李翊瑋、李翊瑋、李翊瑋、李翊瑋、李翊瑋、杜寶月、沈雪碧、汪惠君、

周世剛、周台生、周玉珍.余品洋、周秀霞、周明賢、周明賢、周明賢、周明賢、

周明賢、周明賢、周珍惠、周開發、周開發、周開發、周開發、周開發、周開發、

周裕憲、林志彥、林佳蓉、林怡婷、林美惠、林彩綾、林淑敏、林淑敏、林淑敏、

林淑敏、林淑敏、林淑敏、林羨菊、林憶如.陳榮昌、林憶如.陳榮昌、邵寶林、

邱芳美、邱英雄、邱真瑩、邱紫琴、長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侯博智.黃淑琪.

侯丞洧、施昶如、洪光熙.陳靜珠、洪光熙.陳靜珠、洪光熙.陳靜珠、洪光熙.陳靜

珠、洪光熙.陳靜珠、洪光熙.陳靜珠、洪秀端、洪敬如、洪碧慧、胡玉馨、范珮

珠、唐習之.唐懷之、夏智華、展新帥有限公司、徐禎懋、翁千喬、耿李靜貞、耿

李靜貞、袁世敏、高美滿、高滿足、常立萍、張介蔭、張吟瑜、張美玉、張美鳳、

張晏瑋.龔子庭.張智沅、張素珠.張素萍、張智淳.黃鳳蘭.陳禹潔.陳禹璇.陳俞安、

張瑞芬、張嘉慧、張蕊、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

張麗華、張寶堂、梁基祥、梁雪琴、梁雪琴、梁雪琴、梁雪琴、梁雪琴、梁雪琴、

莊韡翔、莊韡翔、莊韡翔、莊韡翔、許先生、許志芬、許曾清秀、許瑞卿、連李

玉枝、郭巧佩、郭香洵、郭憲三、陳卜瑛、陳田城、陳吳淑真、陳束里、陳依言、

陳秋萍、陳羿伶、陳彩琴、陳淑華、陳惠齡、陳燕燕、陳燕燕、陳燕燕、陳燕燕、

陳燕燕、陳燕燕、陳穎萱、陳穎萱、陳穎萱、陳穎萱、陳穎萱、陳穎萱、陳鎮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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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敏茹、曾良玉、曾粉妹、游崇輝、游崇輝、游崇輝、游崇輝、游崇輝、游崇輝、

游雅年、童炳勳、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

人士、黃于廷、黃宇辰、黃州安、黃州安、黃州安、黃州安、黃州安、黃州安、

黃明煌、黃明煌、黃明煌、黃明煌、黃明煌、黃明煌、黃泓智、黃奕姜、黃英惠、

黃翊軒、黃筱柔、黃閮晏、楊政憲、楊為仁、楊家珍、楊淑美、溫玉紅、溫佳敏、

溫偉興、葉力銓、葉力銓、葉力銓、葉力銓、葉力銓、葉力銓、葉文雄.賴愛、葉

祐誠、葉蔡慎、廖堃宏、廖堃隆、廖大博、廖元宗、廖元宗、廖明宣、廖靜宜、

端木甫、端木甫、端木甫、端木甫、端木甫、端木甫、趙若淇、趙若淇、趙若淇、

劉邦毅、劉雪蕙、劉萬子、劉儀君、劉儀君、劉儀君、劉儀君、劉儀君、劉儀君、

劉霞、蔡明輝、蔡明輝、蔡欣羨、蔡珮珊、蔡耀裕、蔡耀裕、蔡耀裕、蔡耀裕、

蔡耀裕、蔡耀裕、蔡懿馨、蔡懿馨、鄭建初、鄭雯方、鄭廖平、鄭廖平、鄭廖平、

鄭廖平、鄭廖平、鄭廖平、鄧志山、魯同瑜、盧冠每、蕭季軒、賴秉亨、賴秉秀、

賴信安、謝玲珠、鍾育、隱名氏、隱名氏、簡臣步、簡臣步、簡臣步、簡臣步、

闕吳純真、顏志杰、顏志杰、顏志杰、顏志杰、顏志杰、顏志杰、魏全、魏秀蓮、

魏秀蓮、魏秀蓮、魏秀蓮、魏秀蓮、魏秀蓮、關秀薇、籃志千、籃志千、籃雅寧、

蘇晃陞、蘇桐桐、蘇莉穎 

NT$1807 韓永嫻 

NT$1800 愛心箱、潘正和.喻娟娟.潘冠圻.潘荺臻.潘彥睿.黃柔瑄 

NT$1660 龍淑珍 

NT$1650 沈秀梅 

NT$1600 林石和、鍾憲章 

NT$1555 沈秀梅 

NT$1509 林東隆 

NT$1500 王安齡、王安齡、王安齡、王安齡、王安齡、王安齡、王佩媛、王昌年、王純粹、

王純粹、王純粹、王純粹、王純粹、王純粹、池宗信.林沛雯.池鎔瑄、李榮炘、

周啟媛、周啟媛、周啟媛、周啟媛、周啟媛、周啟媛、林西喜、林得森、林得森、

林得森、林得森、林得森、林得森、林嘉音、林嘉音、林嘉音、林嘉音、林嘉音、

林嘉音、施明萱、胡益成、胡益成、徐才淵、張文英、張石森、張寶貴、莊上文、

陳玉蓮、陳俊叡、彭閔暉、黃陳靜如、黃陳靜如、黃陳靜如、黃陳靜如、黃陳靜

如、黃陳靜如、黃慧琳、黃駿献、詹德仁、劉玉紅、劉玉紅、劉玉紅、蔣武梅、

蔡洪許祝、蔡美香、譚岑岑、譚岑岑、譚岑岑、譚岑岑、譚岑岑、譚岑岑、蘇秀

蓮 

NT$1491 謝姿儀、鍾文祥 

NT$1440 沈士貴 

NT$1400 黃寶萱 老師、道明中學高三 2A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國三 2班全體同學 

NT$1226 王家瑋 

NT$1220 嘉義縣中埔豪哥 

NT$1200 毛子萱、王麗莉、有限責任台北市華江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朱美燕.鄭雅云、

宋松年、宋奕萱、宋奕旻、杜瓊肌、沈煜、周筱蓉、林玲君、林楨凱、許若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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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月雲、陳成漢、陳江龍、陳江龍、陳江龍、陳江龍、陳江龍、陳江龍、陳俊銘、

彭子郡、彭子郡、彭子郡、彭子郡、彭子郡、彭子郡、黃呈儀、黃佳琪、黃馨慧、

黃鈺淳、鄒美娥、鄒美娥、劉克靜、劉益華、黎志貞、謝媚珠、魏彩密、羅山龍、

羅采苓 

NT$1100 林玲君、林玲君、林玲君、洪志彬 

NT$1098 吳秋涵 

NT$1030 彭宏楨 

NT$1028 賴品岑 

NT$1020 李福銀、郭貴美、陳美智、韓家瑜 

NT$1016 林鈺潔 

NT$1000 丁怡容、丁怡容、丁怡容、丁怡容、丁怡容、丁怡容、丁榮國、丁麗湄、于復珉、

于復珉、于復珉、于復珉、于復珉、于復珉、方家葳、方莞淳、方確娟、王又笙、

王小姐、王文福、王正芳、王正芳、王如翠、王君瑞、王妤嫻、王李素鑾、王秀

如、王怡茹、王怡茹、王怡茹、王怡茹、王怡茹、王怡婷、王武林、王泳閑、王

亭雅、王俊傑、王俊傑、王俊傑、王俊傑、王俊傑、王俊傑、王南粢、王品蓉、

王宣文、王柔錞、王美玲、王倚屏、王素蘭、王基安、王培元、王培元、王淳瀅、

王淑慧、王莉雯、王富智、王惠君、王惠珠、王瑞鴻、王瑜婷、王靖雯、王慧珍、

王樂仁、王錦豐、王錦豐、王錦豐、王錦豐、王錦豐、王錦豐、王靜雯、王寶辰、

王騰樂、丘英元記帳士事務所、主顧聖母會、古宇雯、古宇蓁、古智宇、甘瓊芬、

田世偉、白美雅、白美雅、白美雅、白美雅、白美雅、白美雅、石天鐘、石珈語、

伍開賢、伍開賢、伍開賢、伍開賢、伍開賢、匡振股份有限公司、合創企業社、

曲素娥、朱玉娥、朱益弘、朱益弘、朱益弘、朱益弘、朱益弘、朱益弘、朱淑惠、

朱興亞、朱旻、朱琇絹、江子朋、江子朋、江子朋、江子朋、江子朋、江子朋、

江艾臻、江金成、江恬儀、江春喜、江昭芬、江昭芬、江昭芬、江夏葒、江桂枝、

江桂枝、江桂芳、江茹蓉、江瑞源、江瑞源、江瑞源、江瑞源、江瑞源、江翠英.

李詣斌、江翠英.李詣斌、江賢哲、江賢哲、池宗信.林沛雯.池鎔瑄、何心怡、何

心怡、何心怡、何心怡、何心怡、何心怡、何心怡、何秀琴、何彥玲、何彥穎、

何美鈴、何麗卿、何權祐、余伯偉、余彥頻、余彥頻、余彥頻、余彥頻、余彥頻、

余彥頻、余啟仁、余鎮宇、余媄云、吳文雅、吳月麗、吳志峰、吳亞倫、吳佳津、

吳宗益、吳宗益、吳定中、吳宜潔、吳宜瑾、吳宜瑾、吳宜瑾、吳宜瑾、吳宜瑾、

吳宜瑾、吳怡儒、吳芳妤、吳俊杉、吳俊葦、吳俊葦、吳俊葦、吳俊葦、吳春昤、

吳春昤、吳秋涵、吳英代、吳凌瑜、吳偉哲、吳偉哲、吳淑芳、吳淑慧、吳智欽、

吳湘琪、吳華益、吳華益、吳華益、吳銘、吳曉萍、吳賴雪芬、吳賴雪芬、吳賴

雪芬、吳賴雪芬、吳賴雪芬、吳賴雪芬、吳襄頤、吳懿芷、呂秀緞、呂秀緞、呂

欣蕓、呂美蘭、呂素禎、呂素禎、呂素禎、呂素禎、呂素禎、呂素禎、呂純香、

呂純香、呂清泉、呂蕙如、呂聯鎰、呂聯鎰、呂寶如、呂寶如、呂寶如、呂寶如、

呂寶如、呂寶如、呂枃翰、宋美慈、巫世偉、巫政達、快樂人、快樂人、李玉季、

李玉季、李玉季、李玉季、李玉季、李玉季、李如玉、李宇虹、李秀真、李秀真、

李佳芹、李佳芹、李佳芹、李佳芹、李佳芹、李佳芹、李協宇、李定樺、李尚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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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念庭、李怡慧、李昌霖、李明芳、李明芳、李明修、李昇榮、李昇榮、李昇榮、

李昇榮、李昇榮、李昇榮、李枕華、李枕華、李枕華、李枕華、李枕華、李枕華、

李炎秋、李牧學、李芳蘭.高佳慧.高明義.高春生、李芳蘭.高佳慧.高明義.高春生、

李芳蘭.高佳慧.高明義.高春生、李芳蘭.高佳慧.高明義.高春生、李厚德、李建勳、

李昭誼、李昱鋒、李昱鋒、李昱鋒、李昱鋒、李昱鋒、李昱鋒、李盈儀、李書傑、

李浩、李浩、李浩、李浩、李浩、李浩、李國源、李婉莉、李敏慧、李淑惠、李

淑華、李淑華、李淑燕、李郭花緊、李雪琴、李游香、李華、李雅芬、李獻琛、

李倢、杜沛蓁、杜幸如、杜美慧、沈秀慧、沈尚賢、沈尚賢、沈桂華、沈桂華、

沈桂華、沈桂華、沈桂華、沈桂華、沈煜、沈煜、汪炳元、汪炳元、汪炳元、汪

炳元、汪炳元、汪炳元、汪素秋、汪素秋、汪詩敏、汪麗艷、汪麗艷、汪麗艷、

汪麗艷、汪麗艷、汪麗艷、狄珮綺、狄珮綺、狄珮綺、狄珮綺、狄珮綺、狄珮綺、

辛珮琪、辛珮琪、辛珮琪、辛珮琪、辛珮琪、辛珮琪、阮文慧、阮文慧、阮文慧、

阮文慧、阮文慧、阮文慧、阮珮羚、卓慧婷、卓慧婷、周王積慧、周志清、周志

清、周志清、周志清、周志清、周志清、周亞蒂、周宜頲、周明松、周明松、周

明松、周明松、周明松、周國雄、周國雄、周國雄、周國雄、周國雄、周國雄、

周國雄、周國雄、周啟雲、周啟雲、周啟雲、周啟雲、周啟雲、周啟雲、周許卻、

周鈞瑩、周鈞瑩、周鈞瑩、周鈞瑩、周鈞瑩、周鈞瑩、周雯櫻、周德文、周德文、

周德文、周德文、周德文、周德文、周燕燕、周麗華、周麗華、周麗華、周澔瑀、

孟楚洹、居子堯、東品行、東品行、東品行、東品行、東品行、東品行、林珏伶、

林子葳、林文心、林文強、林汀華、林玉霞、林立峰.呂佩庭、林汝軒、林羽庭、

林克翰、林秀英、林育安、林育嬌、林育嬌、林育嬌、林育嬌、林育嬌、林育嬌、

林育璇、林佳誼、林佩詩、林佩儀、林佩蓁、林宗立、林宗隆、林宜芳、林宜樺、

林宜樺、林尚澔、林延龍、林怡均、林怡妮、林承諺、林昌寬、林明蘭、林松枝、

林松枝、林松枝、林松枝、林松枝、林松枝、林玫均、林芳萱、林金隆、林俐秀、

林品嫻、林奕誌、林威志、林津銘、林炫辰、林珊如、林玲君、林盈孜、林美如、

林美秀、林貞慧、林貞慧、林貞慧、林貞慧、林貞慧、林貞慧 

NT$1000 林哲禎、林家豪、林家儀、林峻葦、林振興、林珮箏、林珠玲、林珠玲、林珠玲、

林珠玲、林珠玲、林珠玲、林益裕、林軒儀、林軒樂、林婉婷、林婉琪、林密仙、

林得正、林清同、林清同、林淑芬、林淑娟、林惠冠、林惠冠、林惠冠、林惠冠、

林惠冠、林惠冠、林逸姍、林進發.林冠伶、林雅玲、林雅雯、林雅雯、林雅雯、

林雅雯、林雅雯、林雅雯、林順才、林瑞啟、林義彬、林羨菊、林羨菊、林羨菊、

林羨菊、林羨菊、林詳罡、林詩雯、林詹鏡、林詹鏡、林詹鏡、林詹鏡、林詹鏡、

林詹鏡、林鈴華、林靖翎、林碧霞、林碧霞、林蜜雪、林銘國、林賜煙、林賜煙、

林賜龍、林賜龍、林賜龍、林賜龍、林賜龍、林賜龍、林輝寰、林燕容、林穎禎、

林靜玲、林豐男、林淯綸、林淯綸、林淯綸、林淯綸、林淯綸、林浻揚、林筱娉、

林筱娉、林筱娉、林筱娉、林筱娉、林筱娉、林鈺潔、林讌米、林讌米、邵長雲、

邱峯福、邱一涵、邱千芳、邱千芳、邱大祐、邱光宇、邱李順妹、邱美琪、邱莉

雯、邱湘卉、邱紫琴、邱紫琴、邱紫琴、邱紫琴、邱稚宸、邱顯貴、邱顯貴、邱

顯貴、邱顯貴、邱顯貴、邱顯貴、邱翊琪、金世光、金世光、金世光、金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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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世光、金世光、金怡安、金淼、金淼、金淼、金淼、金淼、長鴻國際人力仲介

有限公司、長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長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長鴻國際

人力仲介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

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侯泉安、侯博智.

黃淑琪.侯丞洧、俞明傑、俞明傑、俞明傑、俞明傑、俞明傑、俞明傑、俞振芬、

俞振芬、俞振芬、俞振芬、俞振芬、俞振芬、姜心瑜、姚秀靜、姚肇隆、姚肇隆、

姚肇隆、姚慶順、施雨倫、施雅琄、施銘澤、施麗玲、柯怡萱、柯瓊芳、柯霈騂、

柳玉敏、洪子晴、洪文娟、洪羽璇.洪筠晞、洪廷菊、洪沛縈、洪茶、洪崇智、洪

毓璘、洪毓璘、洪毓璘、洪毓璘、洪毓璘、洪毓璘、洪瑋婷、穿透力創意行銷科

技有限公司、胡仁惠、胡涵棻、胡億新、胡曉方、范美容、苗川英、郎正麟、郎

正麟、郎正麟、郎正麟、郎正麟、郎正麟、倪憶文、唐鈺喬、孫王秀羚、孫永昌、

孫永昌、孫永昌、孫永昌、孫永昌、孫永昌、孫玉婷、孫玉婷、孫玉婷、孫玉婷、

孫玉婷、孫玉婷、孫沛雲、展新帥有限公司(廖樟燈)、徐艹+品琁、徐子婷、徐子

婷、徐子婷、徐子婷、徐子婷、徐子婷、徐小姐、徐金鳳、徐俊隆、徐美齡、徐

復明、徐惠娟、徐進成、徐義凱、徐資雅、徐德蘭、晉誠法律事務所、晉誠法律

事務所、晉誠法律事務所、晉誠法律事務所、晉誠法律事務所、晉誠法律事務所、

素倩、耿李靜貞、袁玉芬、袁宗莉、袁宗莉、袁宗莉、袁宗莉、袁宗莉、袁宗莉、

馬自立、馬抒予、馬抒予、馬抒予、馬杜富賢、馬瑞陽、高明義.高春生.李芳蘭.

高佳慧、高明義.高春生.李芳蘭.高佳慧、高曾鶴雲、高曾鶴雲、高雄市靈雲功德

會、高綾苑、高翠幸、高樂生.陳蕙雯、高楙崴、高鈺琦、高鈺琦、張乃翔、張乃

翔、張乃翔、張乃翔、張乃翔、張乃翔、張子枰、張心慧、張文玲、張文玲、張

文玲、張文玲、張文玲、張文玲、張以勳、張四華、張四華、張四華、張四華、

張四華、張四華、張巧琪、張巧靜、張玉娟、張玉華、張示忠、張示忠、張示忠、

張示忠、張示忠、張示忠、張如慧、張如慧、張如慧、張如慧、張如慧、張如慧、

張宇享、張米瑢、張志宗、張志偉、張沛慈、張良敏、張貝穗、張金敏、張玲蘭、

張美芳、張美芳、張美芳、張美芳、張美芳、張美芳、張美智、張美智、張美齡、

張家維、張峻銘、張珮潔、張淑媛、張涵婷、張涵鈺、張涵鈺、張涵鈺、張勝雄、

張瑛.張琪、張嘉珊、張嘉莉、張嘉莉、張睿浩、張維珍、張鳳來、張慧玲、張翰

文、張興華、張瀚文、張麗雪、張寶猜、張琬菁、張媺昕、張瑋君、張葳立.張宇

君、曹佳玲、曹秋冬、莊文君、莊文君、莊文君、莊文君、莊文君、莊文君、莊

永私、莊玉仙、莊志明、莊宗毓、莊宗毓、莊宗毓、莊宗毓、莊宗毓、莊桂芳、

莊喬鈞、莊媚婷、莊舒郁、莊舒郁、莊舒郁、莊舒郁、莊舒郁、莊舒郁、莊燕蕙、

莊鵠霙、莊麗玉、莊韡翔、莊韡翔、許羣華、許羣華、許羣華、許羣華、許羣華、

許羣華、許文豪、許玉樺、許玉樺、許玉樺、許玉樺、許玉樺、許玉樺、許佩琪、

許芳瑋、許哲維、許雪梨、許慈文、許靖琴、許嘉玲、許琇閔、連美智、連美智、

連美智、連美智、連美智、連美智、連彩妙、連麗玲、郭弘揚、郭秀英、郭哄志、

郭建廷、郭美茵、郭郁琪、郭家豪、郭家豪、郭家豪、郭家豪、郭家豪、郭家豪、

郭瑞斌、郭達謙、郭達謙、郭達謙、郭達謙、郭達謙、郭達謙、郭碧蓮、郭洳秀、

陳(女+衣)彣、陳介民、陳介民、陳介民、陳介民、陳介民、陳介民、陳壬川、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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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豪、陳文彬、陳文祥、陳文傑、陳月里、陳以民、陳弘霖、陳正忠、陳玉

梅、陳玉蓮、陳玉蓮、陳玉蓮、陳玉蓮、陳玉蓮、陳玉蓮、陳兆學、陳如盈、陳

安平.陳芳玲、陳艾淳、陳余生、陳余生 

NT$1000 陳君綾、陳志宗、陳志哲、陳志榮.陳雁如、陳沛玲、陳沐榮、陳秀蘭、陳秀蘭、

陳秀蘭、陳尚紘、陳尚紘、陳尚紘、陳尚紘、陳尚紘、陳尚紘、陳怡秀、陳怡珍、

陳怡珍、陳怡珍、陳怡珍、陳怡珍、陳怡珍、陳昇懋、陳欣彥、陳泓賓、陳芳玲.

陳瑞文、陳亭君、陳亭君、陳亭君、陳亭君、陳亭君、陳亭君、陳亮羽、陳亮杰、

陳俞儒、陳冠仁、陳品良、陳品諭、陳姿伶、陳姿燕、陳宣孝、陳彥伶、陳政言、

陳春宇、陳春宇、陳春宇、陳春宇、陳春宇、陳春宇、陳昭君、陳昭慧、陳昱仲、

陳昱仰、陳昱伃、陳柚年、陳柏志、陳盈如、陳秋月、陳秋萍、陳美妍、陳美惠、

陳美潔、陳美潔、陳美潔、陳美潔、陳美潔、陳美潔、陳美潔、陳羿蓁、陳姬娟、

陳家萱、陳振隆、陳益謀、陳益謀、陳益謀、陳益謀、陳益謀、陳益謀、陳素芬、

陳偉明、陳偉明、陳偉明、陳偉明、陳偉明、陳偉明、陳國治、陳國治、陳清輝.

梁芳瑜、陳清輝.梁芳瑜、陳清輝.梁芳瑜、陳清輝.梁芳瑜、陳清輝.梁芳瑜、陳清

輝.梁芳瑜、陳淑芬、陳淑麗、陳淑麗、陳淑麗、陳淑麗、陳淑麗、陳淑麗、陳惠

珍、陳惠珠、陳惠珠、陳惠珠、陳惠珠、陳惠珠、陳惠珠、陳雁如.陳志榮、陳雅

惠、陳順福、陳順福、陳順福、陳順福、陳順福、陳順福、陳意文、陳瑞明、陳

瑞美、陳聖明、陳聖明、陳靖芳、陳碧芳、陳碧珠、陳維婷、陳維婷、陳維婷、

陳維婷、陳維婷、陳維婷、陳維婷、陳蓓丹、陳鳴、陳鳴、陳鳴、陳鳴、陳鳴、

陳鳴、陳儀蔓、陳德文、陳論新、陳論新、陳儒杰、陳學雲、陳憶雯、陳薇羽、

陳薇薇、陳鵬文、陳鵬文、陳炘君、陳姵蓉、陳紘志、陸正康、陸正康、陸正康、

陸正康、陸正康、陸正康、彭智賢、彭運財、惠蘭英、曾宇安、曾宇安、曾宇安、

曾宇安、曾宇安、曾宇安、曾佳慧、曾忠義、曾柏豪、曾郁汝、曾梅香、曾齡臻、

曾齡臻、曾齡臻、曾齡臻、曾齡臻、曾齡臻、曾鈺淇、曾鈺淇、游沛蓁、游沛蓁、

游沛蓁、游沛蓁、游沛蓁、游沛蓁、游俊彬、游惠萍、游傳裕.賴秀民、游寶秀、

湯秋蓮、湯綺馨、程書瑾、程韻茹、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菩薩園林精舍、華飛宇、

辜長森、黃三郎、黃三郎、黃士軒、黃子淳、黃子綺、黃中、黃月青、黃以任、

黃以喬、黃仟惠、黃志偉、黃怡珊、黃怡真、黃林月英、黃林月英、黃林月英、

黃林月英、黃林月英、黃林月英、黃金蓮、黃俊明、黃俊豪、黃俊豪、黃建程、

黃建穎、黃彥哲、黃政芳、黃政芳、黃洪芸香、黃秋豔、黃美芳、黃美瑜、黃美

譯、黃軍筑、黃郁芹、黃郁芹、黃郁芹、黃郁芹、黃敏正、黃敏正、黃敏正、黃

淳湄、黃淑菊、黃祥宇、黃勝昌、黃婷萱、黃棋鈴、黃雅麗、黃碧娟、黃維琳、

黃維琳、黃維琳、黃維琳、黃維琳、黃維琳、黃德盛、黃德盛、黃慧真、黃瑩綺、

黃麗春、黃麗蓉、黃瑋玲、黃鈺玲、楊子璇、楊佳仁、楊佳仁、楊佳仁、楊佳仁、

楊佳仁、楊佳瑋、楊承豫、楊明珠、楊明珠、楊明珠、楊明珠、楊明珠、楊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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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采蓁、楊金煌、楊金榮、楊姚平珠、楊建鴻、楊建鴻、楊建鴻、楊建鴻、楊建

鴻、楊建鴻、楊崇凱、楊淑雅、楊惠敏、楊竣傑、楊雅淳、楊與齡、楊鳳敏、楊

慕賢、楊禮仁、源士林、源士林、溫淑惠、萬波笛、萬波笛、萬波笛、萬波笛、

萬波笛、萬波笛、葉尤美榮、葉尤美榮、葉尤美榮、葉尤美榮、葉尤美榮、葉尤

美榮、葉光恆、葉光恆、葉欣怡、葉信宏、葉春榮、葉秋鳳、葉庭豪、葉涵湘、

葉錦華、葉麗珍、葉寶珠、葛尉壬、董秀玲、董秀玲、董秀玲、董秀玲、董秀玲、

董秀玲、董威廷、董黛琳、詹月幼、詹每、詹媛媛、詹景如、詹景如、詹景如、

詹景如、詹景如、詹景如、詹雅鈞、詹德仁、詹麗華、詹昶明、路以心理治療所、

鄒明秀、鄒森林、廖子廷、廖文綺、廖文綺、廖文綺、廖文綺、廖文綺、廖玉春、

廖志烽、廖怡鈞、廖芥楓、廖美柔、廖麗琴、蒲幸男、趙星瑜、趙培宏、趙培宏、

趙培宏、趙培宏、趙培宏、趙培宏、趙逸雲、趙逸雲、趙瑾瑜、趙琇芬、趙琇芬、

趙琇芬、趙琇芬、趙琇芬、趙琇芬、劉力君、劉亦秀、劉亦秀、劉亦秀、劉亦秀、

劉亦秀、劉亦秀、劉育娟、劉亞鳳.王克勇、劉季鑫、劉季鑫、劉季鑫、劉季鑫、

劉季鑫、劉季鑫、劉幸宜、劉昌文、劉松炎、劉柏鋐、劉洧榛、劉秋芝、劉純繕、

劉軒、劉國峯、劉國銘、劉國億、劉翌如、劉景寧、劉雅萍、劉雅萍、劉雅萍、

劉雅萍、劉雅萍、劉雅萍、劉靜雯、潘丕芬、潘卉珊、潘民和、潘冠樺、潘惠雯、

潘惠雯、潘惠雯、潘惠雯、潘惠雯、潘惠雯、潘姵吟、蔣卉姍、蔣仲閔、蔣依婷、

蔣奕瑄、蔡孝灥、蔡佳倩、蔡佳凌、蔡佳凌、蔡佳凌、蔡佳凌、蔡佳凌、蔡佳凌、

蔡怡君、蔡明宏、蔡明洲、蔡明慧、蔡明慧、蔡明慧、蔡明慧、蔡明慧、蔡明慧 

NT$1000 蔡林如、蔡美珠、蔡美珠、蔡美珠、蔡美珠、蔡美珠、蔡美珠、蔡振宗、蔡益堂、

蔡莉春、蔡莉春、蔡莉春、蔡莉春、蔡莉春、蔡莉春、蔡惠芬、蔡惠芬、蔡惠貞、

蔡智玲、蔡貴櫻、蔡逸琛、蔡瑞容.鄧倩慧.鄧慧慧、蔡瑞容.鄧倩慧.鄧慧慧、蔡詩

詩、蔡翠芳、蔡燕玲、蔡麗娟、蔡麗燕、蔡馨儀、蔡鶴立、蔡鶴立、蔡鶴立、蔡

鶴立、蔡鶴立、蔡鶴立、蔡靈芝、鄭小姐、鄭伊晴、鄭旭萍、鄭旭萍、鄭旭萍、

鄭旭萍、鄭旭萍、鄭旭萍、鄭至宏、鄭至宏、鄭至宏、鄭泓耀、鄭泓耀、鄭泓耀、

鄭泓耀、鄭泓耀、鄭泓耀、鄭春蘭、鄭美麗、鄭郁瑾、鄭高玉惠、鄭祥琨、鄭勝

然、鄭勝然、鄭勝然、鄭勝然、鄭勝然、鄭暖萍、鄭暖萍、鄭暖萍、鄭暖萍、鄭

鳳汝、鄭寶淋、鄭鐘英、鄭鐘英、鄭鐘英、鄭鐘英、鄭鐘英、鄭鐘英、鄭鐶、鄧

孔彰、鄧孔彰、鄧孔彰、鄧孔彰、鄧孔彰、鄧孔彰、鄧佳燕、鄧翔之、盧正賢、

盧東岳、盧東岳、盧東岳、盧玫娟、盧玫娟、盧玫娟、盧俊廷、盧冠宇、盧建助、

盧建助、盧建助、盧建助、盧建助、盧建助、盧泰宇、盧泰宇、盧泰宇、盧靖璇、

盧靖璇、盧靖璇、盧靖璇、盧濟明、盧濟明、蕭力傑、蕭力菁、蕭友銓、蕭怡婷、

蕭劉芳玉、蕭耀文、蕭耀文、蕭芠綺、賴秀妹、賴秀妹、賴秀妹、賴秀妹、賴秀

妹、賴秀妹、賴佳裕、賴奇園、賴怡萱、賴秉壯、賴青青、賴冠蕓、賴奕蓁、賴

彥勳、賴昱榕、賴悅瑜、賴理利、賴嘉傑、賴嘉傑、賴嘉傑、賴嘉傑、賴嘉傑、

賴嘉傑、賴擁慶、賴擁慶、賴擁慶、賴擁慶、賴擁慶、賴擁慶、賴錫明、賴錦燕、

賴麗玲、賴芊呈、賴薏如、錢耀生、駱昊霆、駱彥如、鮑李學萍、戴于鈞、戴宏

熊、戴韻梅、薛芳芝、薛芳芝、薛芳芝、薛芳芝、薛芳芝、薛芳芝、薛惠琪、薛

惠琪、薛惠琪、薛智仁、薛智仁、謝世華、謝世華、謝世華、謝世華、謝世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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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世華、謝正宗、謝玉玲、謝玉麟、謝妙逸、謝志成、謝志成、謝志成、謝志成、

謝志成、謝志成、謝狄献、謝坤吉、謝幸如、謝武義、謝芳真、謝芳真、謝芳真、

謝芳真、謝芳真、謝芳真、謝美枝、謝美枝、謝范玉蘭、謝素玫、謝敏貞、謝敏

貞、謝敏貞、謝敏貞、謝敏貞、謝敏貞、謝紫燕、謝德旺、謝慧珍、謝慧珍、謝

慧珍、謝慧珍、謝慧珍、謝慧珍、謝靜宜、謝寶禎、謝鈺涓、鍾妮辰、鍾孟修、

鍾欣穎、鍾雅婷、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

隱名氏、簡志安、簡足鳳、簡足鳳、簡桂卿、簡桂卿、簡桂卿、簡桂卿、簡桂卿、

簡桂卿、簡淑琪、簡雪芳、簡雪芳、簡雪芳、簡麗雪、聶曾綉瓊、藍文廷、藍以

倩、藍淑華、闕月圓、闕芳君、顏士程、顏崇仁、顏雪如、顏惠君、顏雅婷、顏

瑋宗、懷恩、懷恩、羅文淇、羅文斌、羅宏字、羅秀珠、羅依榛、羅婉綸、譚秀

娟、嚴奕翎、嚴珮瑜、嚴瑪莉、寶源企業有限公司、蘇玲瑩、蘇玲瑩、蘇家瑜、

蘇家瑜、蘇桐桐、蘇桐桐、蘇得志、蘇雅函、蘇意婷、蘇敬修、蘇德音、蘇曉君、

顧金銘、顧愷晨.顧詠昌.許素珠、龔郁涵、龔郁涵、龔郁涵、龔郁涵、龔郁涵、

龔郁涵、逄增國、龎文麗、龎筠、龎筠、龎筠、龎筠、龎筠、龎筠 

NT$999 盧漢騫 

NT$868 呂悅瑜 

NT$840 黃意晴 

NT$800 李小千、李小千、李小千、李小千、林瑞瑜、柴苑生.柴維沄.張孟歆.柴育楨.柴銘

邦.柴梁湘蘭.張芝婷、張*賢、張超凱、陳錦榮、善心人士、董翠玲、劉佳青 

NT$762 賴品岑 

NT$750 張哲豪、張莉雯、張睿芯、陳春木、善心人士、楊秀玲 

NT$700 吳文惠、吳文惠、吳文惠、吳文惠、吳文惠、吳文惠、張瑋芳、許典、許典、許

典、許典、許典、許典、曾玉芷、曾玉芷、曾玉芷、曾玉芷、曾玉芷、曾玉芷、

黃寶萱 老師、黃寶萱 老師、黃寶萱 老師、黃寶萱 老師、黃鈺珺、道明中學高

三 2A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高三 2A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國三 2班全體同學、

道明中學國三 2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國三 2班全體同學、廖春櫻 

NT$680 善心人士 

NT$622 幸念慈 

NT$600 王文鎮、王雅慧、王蕙玫、王蕙玫、王蕙玫、王蕙玫、王蕙玫、王蕙玫、王蕙玫、

江雪雲、何佩儒、吳芷榕、吳芷榕、吳芷榕、吳芷榕、吳芷榕、吳芷榕、吳偉傑、

夾夾樂中誠、巫淑蘭、巫淑蘭、巫淑蘭、巫淑蘭、李建驊、李盈儀、李盈儀、李

盈儀、李盈儀、李盈儀、李苡綸、李苡綸、李苡綸、李苡綸、李苡綸、李苡綸、

杜麗卿、林于軒、林于軒、林于軒、林于軒、林于軒、林于軒、林天南.陳美玉.

林辰樺.林柏成.林崑聰、林天南.陳美玉.林辰樺.林柏成.林崑聰、林天南.陳美玉.

林辰樺.林柏成.林崑聰、林天南.陳美玉.林辰樺.林柏成.林崑聰、林孟倫、林孟倫、

林孟倫、林孟倫、林孟倫、林孟倫、林鈺婷、林鈺婷、林鈺婷、林鈺婷、林鈺婷、

林鈺婷、胡振忠、徐桂君、徐桂君、徐桂君、徐桂君、徐桂君、徐桂君、財團法

人台北富邦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張芷瑄、張芷瑄、張芷瑄、張芷瑄、張芷瑄、

張洛羚、張洛羚、郭怡君、陳志貞、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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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成、陳婉苓、陳瑋樺、善心人士、黃品佳、楊佳郡、楊鈞穎、楊麗鳳、楊麗

鳳、楊麗鳳、楊麗鳳、楊麗鳳、楊麗鳳、廖君桓、廖孜桓、劉懿賢、歐陽慧鵑、

歐陽慧鵑、歐陽慧鵑、歐陽慧鵑、歐陽慧鵑、歐陽慧鵑、蔡立蓉、蔡立蓉、蔡立

蓉、蔡立蓉、蔡立蓉、蔡立蓉、蔡孟佳、蔡慧君、蔡慧君、蔡慧君、蔡慧君、蔡

慧君、蔡慧君 

NT$583 許鈺雯 

NT$577 林育璇 

NT$550 陳明琡、陳明琡、陳明琡、陳明琡、陳明琡、陳明琡 

NT$546 羅傳鈞 

NT$530 向君璧 

NT$520 王鐵島、王鐵島、王鐵島、王鐵島、李恩慈、蔡林淑英 

NT$515 許麗玲、許麗玲、許麗玲、許麗玲、許麗玲、許麗玲 

NT$510 王阿菊 

NT$500 丁心嵐、丁心嵐、丁心嵐、丁心嵐、丁心嵐、丁心嵐、九七、千年冰水晶玉石店、

千年冰水晶玉石店、千年冰水晶玉石店、千年冰水晶玉石店、千年冰水晶玉石店、

千年冰水晶玉石店、尹鴻道、方立越、王吳孟月、王李素鑾、王秀琳、王冠、王

冠、王冠、王冠、王冠、王冠、王容、王素美、王淑芳、王淑芳、王淑芳、王淑

芳、王淑芳、王淑芳、王紫妮、王翔億、王順弘、古貫廷、永康國小四年六班、

安李艷美、朱世梓、朱世梓、朱世梓、朱世梓、朱世梓、朱世梓、朱先生、朱先

生、朱美貞、朱美貞、朱美貞、朱美貞、朱美貞、朱美貞、朱重光.朱陳秀英、朱

靜芸、朱靜芸、朱靜芸、朱靜芸、朱靜芸、朱靜芸、江明德、江美譽、江美譽、

江美譽、江美譽、江美譽、江美譽、艾司技術工程有限公司、何育潔、何東豐、

何炎雄、何炎雄、何炎雄、何炎雄、何炎雄、何炎雄、余媄云、吳有欽、吳沂蓁、

吳秀貞、吳秀貞、吳來菊.吳仁太.吳保賢.許文宗、吳昆宗、吳長恩、吳長恩、吳

青蓉、吳青蓉、吳青蓉、吳青蓉、吳青蓉、吳青蓉、吳美連、吳美連、吳美連、

吳美連、吳美連、吳美連、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

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倩綿、吳倩綿、吳倩綿、吳倩綿、

吳倩綿、吳倩綿、吳雪嬌、吳雪嬌、吳雪嬌、吳雪嬌、吳雪嬌、吳詠均、吳萬鋒、

吳經緯、吳經緯、吳經緯、吳經緯、吳經緯、吳經緯、吳憶筠、吳憶筠、吳憶筠、

吳憶筠、吳憶筠、吳憶筠、吳琇茹、吳筱慧、吳筱慧、吳筱慧、吳筱慧、吳筱慧、

吳筱慧、呂雪鳳、呂雪鳳、呂雪鳳、呂雪鳳、呂雪鳳、呂雪鳳、宋小姐、李小千、

李玉枝、李宏彥、李宏彥、李宏彥、李宏彥、李宏彥、李宏彥、李秀琴、李孟書、

李孟書、李孟書、李孟書、李孟書、李孟書、李宜蓁、李宛庭、李承紘、李承紘、

李承紘、李承紘、李承紘、李承紘、李易俊、李林省、李松貞、李松貞、李泳欽.

李黃瓊花、李泳欽.李黃瓊花、李泳欽.李黃瓊花、李泳欽.李黃瓊花、李秉正、李

采縈、李采縈、李金葉、李厚德、李威豫、李庠穎、李庠穎、李庠穎、李建樺、

李美玲、李振義、李素鑾、李添福、李添福、李紹華、李紹華、李森松、李森松、

李森松、李森松、李森松、李嘉芳、李嘉芳、李嘉芳、李嘉芳、李嘉芳、李嘉芳、

李蔡釗、李蔡釗、李蔡釗、李蔡釗、李蔡釗、李蔡釗、沈秀芳、卓瓊慧、周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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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任中、周任中、周任中、周任中、周任中、周明懿、周明懿、周明懿、周明懿、

周明懿、周明懿、周建全、周建全、周建全、周建全、周建全、周建全、周淑貞、

周福楠、周福楠、周福楠、周福楠、周福楠、周福楠、周蓮秀、周蓮秀、周靜君、

周靜君、周靜君、周靜君、周靜君、周靜君、周麗瓊、周麗瓊、宛兆宏、昇大人

力資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

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林文炳、林文炳、

林文炳、林文炳、林文炳、林文炳、林月盈、林永紳、林永紳、林先生、林先生、

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江彩麗、林江彩麗、林妙芬、林妙芬、林

妙芬、林妙芬、林妙芬、林妙芬、林志強、林志強、林志勝、林邦典、林佳樺、

林佳樺、林佳樺、林佳樺、林佳樺、林佳樺、林怡秀、林怡秀、林怡秀、林芳頤、

林芳頤、林芳頤、林芳頤、林芳頤、林芳頤、林俊賢、林俊賢、林建名、林建名、

林建名、林建名、林建名、林昭伶、林昭伶、林昭伶、林昭伶、林昭伶、林昭伶、

林美君、林美智、林美智、林美智、林美智、林美智、林美智、林素蘭、林得正、

林得正、林得正、林清同、林清同、林清同、林清朗、林清雄、林貴宛、林聖涵、

林聖涵、林聖涵、林聖涵、林聖涵、林聖涵、林憲章、林憲章、林魏丹、林魏丹、

林魏丹、林魏丹、林魏丹、林靄妏、林靄妏、林靄妏、林靄妏、林靄妏、林靄妏、

林銥覲、林霈芯、林霈芯、林霈芯、林霈芯、林霈芯、林霈芯、林靚維、林讌米、

林讌米、邱于芾.邱瀚逸、邱玉文、邱玉文、邱美(女+勻)、邱美(女+勻)、邱美(女

+勻)、邱美(女+勻)、邱涵湘、邱麗卿、邱麗卿、邱麗卿、邱麗卿、邱麗卿、邱麗

卿、金進雄.孫肇祥、金進雄.孫肇祥、金進雄.孫肇祥、侯貞如、姚逸興、姚逸興、

姚逸興、施家琪、柯佳青、柯佳青、柯長宏、柯慶築、洪于涵、洪于涵、洪于涵、

洪于涵、洪于涵、洪于涵、洪千惠、洪千惠、洪千惠、洪千惠、洪千惠、洪千惠、

洪偉倫、洪習栯、洪習栯、洪習栯、洪習栯、洪習栯、洪習栯、洪新忠、洪毓娸、

洪毓娸、洪義村、洪驊成、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公司、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

有限公司、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公司、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公司、胡永

仁、胡永仁、胡永仁、胡永仁、胡永仁、胡永仁、苗川英、苗川英、郎慧玲、郎

慧玲、郎慧玲、郎慧玲、郎慧玲、夏鏂閎、夏鏂閎、夏鏂閎、夏鏂閎、夏鏂閎、

夏鏂閎、峻碕土木包工業-呂聯棋、徐天仙、徐天仙、徐玉珍、徐玉珍、徐玉珍、

徐玉珍、徐玉珍、徐果鈴、徐金波 

NT$500 徐雪媄、徐雪媄、徐雪媄、徐雪媄、徐雪媄、徐雪媄、秦裕傑、秦裕傑、秦裕傑、

秦裕傑、秦裕傑、翁雪凌、翁雪凌、翁雪凌、翁雪凌、翁雪凌、翁雪凌、翁禮祺、

袁啟泰、馬九如、馬九如、馬毓穗、馬毓穗、高淑美、高雅慧、高雅慧、高雅慧、

高雅慧、高雅慧、高雅慧、偉苓、培華蘭園、培華蘭園、培華蘭園、培華蘭園、

培華蘭園、培華蘭園、張云慈、張云慈、張允澤、張李銨、張佩凌、張金蓮、張

金蓮、張金蓮、張金蓮、張金蓮、張金蓮、張姿琪、張炳煌、張苑湘、張苑湘、

張苑湘、張苑湘、張苑湘、張苑湘、張郁政、張郁政、張郁政、張郁政、張郁政、

張郁政、張家銘、張家瑋、張素月、張惇涵、張惇涵、張惇涵、張惇涵、張惇涵、

張惇涵、張淑婷、張淑齡、張淑齡、張淑齡、張淑齡、張淑齡、張淑齡、張華軒、

張慈芳、張鵬、張鵬、張鵬、張鵬、張鵬、張鵬、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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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娟、張麗娟、張麗娟、張蘇淑花、張蘇淑花、張殽、張殽、張殽、張殽、張殽、

張媺昕、張瑋真、張瑋真.高瑜澤、張瑋真.高瑜澤、梁育君、梁育君、梁育君、

梁育君、梁育君、梁潔芳、梁潔芳、梁潔芳、梁潔芳、梁潔芳、莊政霖、莊慶秋、

許台雄、許台雄、許台雄、許台雄、許台雄、許台雄、許正、許怡龍、許怡龍、

許怡龍、許怡龍、許怡龍、許俐媺、許俐媺、許家瑜.曾淑桃.許筑婷.許凱翔.許瑞

麟、許家輔、許徐秀.許全進、許徐秀.許全進、許徐秀.許全進、許徐秀.許全進、

許徐秀.許全進、許徐秀.許全進、許智亮、許智亮、許智亮、許智亮、許智亮、

許智亮、許源國、許源國、許源國、許源國、許源國、許源培、許源培、許源培、

許源培、許源培、許嘉欣、許嘉欣、許嘉欣、許嘉欣、許嘉欣、許嘉欣、許筱韻、

許筱韻、許筱韻、許筱韻、許筱韻、許筱韻、郭亮雪、郭亮雪、郭亮雪、郭美榛、

郭美麗、郭家琪、郭家琪、郭家琪、郭家琪、郭家琪、郭珮玉、郭珮玉、郭珮玉、

郭雅芬、郭雅芬、郭雅芬、郭雅芬、郭雅芬、郭雅芬、郭懿萱、陳文君、陳文君、

陳文君、陳文君、陳文君、陳文君、陳文彬、陳文彬、陳文彬、陳安平.陳芳玲、

陳羽蓁、陳宏袁、陳秀京、陳秀卿、陳佩君、陳定、陳定、陳定、陳定、陳定、

陳定、陳怡伺、陳怡伺、陳亭、陳俊叡、陳威年.周淑琴、陳建榮、陳建榮、陳建

榮、陳建榮、陳建榮、陳建榮、陳彥君、陳思喬、陳炳吉、陳炳吉、陳炳吉、陳

炳吉、陳炳吉、陳炳吉、陳盈光、陳秋錫、陳美櫻、陳美櫻、陳美櫻、陳美櫻、

陳美櫻、陳美櫻、陳素娥、陳素娥、陳梅雪、陳淑娟、陳淑雯、陳許美華、陳許

美華、陳許美華、陳許美華、陳許美華、陳許美華、陳婷育、陳婷育、陳婷育、

陳婷育、陳婷育、陳婷育、陳惠美、陳惠美、陳琳煒、陳琳煒、陳琳煒、陳琳煒、

陳琳煒、陳琳煒、陳楊華雲、陳義華、陳鼎璿、陳鼎璿、陳鼎璿、陳鼎璿、陳鼎

璿、陳鼎璿、陳榮財、陳緒霆、陳緒霆、陳緒霆、陳緒霆、陳緒霆、陳緒霆、陳

燕燕、陳燕燕、陳燕燕、陳燕燕、陳燕燕、陳燕燕、陳龍誠、陳龍誠、陳龍誠、

陳龍誠、陳龍誠、陳龍誠、陳營和、陳營和、陳營和、陳營和、陳營和、陳璿亦、

陳麗玉、陳麗玉、陳麗玉、陳麗玉、陳麗玉、陳麗玉、陳麗花、陳麗蘭、陳麗蘭、

陳麗蘭、陳麗蘭、陳灝旭、陳灝旭、陳灝旭、陳灝旭、陳灝旭、陳灝旭、陸中丞、

陸中丞、陸中丞、陸中丞、陸中丞、陸中丞、麥嘉玲、傅錦山、曾淑芳、曾淑芳、

曾淑芳、曾淑芳、曾淑芳、曾淑芳、游鎮隆、程顯宏、程顯宏、程顯宏、程顯宏、

程顯宏、程顯宏、童懷興、童懷興、童懷興、童懷興、童懷興、童懷興、善心人

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

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賀志芸、馮先生、黃文柔、黃文柔、黃文

柔、黃文柔、黃文柔、黃文柔、黃玉宏、黃玉宏、黃玉宏、黃玉宏、黃玉宏、黃

玉佩、黃玉佩、黃玉佩、黃玉佩、黃玉佩、黃玉佩、黃育淇、黃育淇、黃育淇、

黃育淇、黃育淇、黃育淇、黃宛竹、黃金蘭、黃柏育、黃柏強、黃柏瑞、黃柏瑞、

黃柏瑞、黃柏瑞、黃柏瑞、黃柏瑞、黃秋燕、黃秋燕、黃秋燕、黃秋燕、黃秋燕、

黃秋燕、黃珮榮、黃珮榮、黃珮榮、黃智宏、黃智宏、黃智宏、黃智宏、黃智宏、

黃智宏、黃嘉銘、黃嘉銘、黃嘉銘、黃嘉銘、黃嘉銘、黃嘉銘、黃維君、黃維君、

黃維君、黃維君、黃維君、黃維君、黃瓊文、黃瓊文、黃瓊文、黃瓊文、黃瓊文、

黃瓊文、黃麗昭、黃麗昭、黃麗昭、黃麗真、黃麗真、黃麗真、黃麗蕙、黃麗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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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蕙、黃麗蕙、黃麗蕙、黃麗蕙、楊庭欣、楊國洲、楊淑芳、楊雅淳、楊雅淳、

楊雅淳、楊雅淳、楊雅淳、楊領弟、楊領弟、楊領弟、楊領弟、楊領弟、楊領弟、

楊錦香、楊錦香、楊錦香、楊錦滿、楊寶桂、楊寶桂、楊寶桂、楊寶桂、楊寶桂、

楊寶桂、葉正民、葉正民、葉正民、葉正民、葉正民、葉正民、葉秀鳳、葉忠賢、

葉忠賢、葉金玉、葉清旺、葉惠禎、葉惠禎、葉惠禎、葉惠禎、葉惠禎、葉惠禎、

葉朝和、葉朝和、葉德萱、董吉麟、董吉麟、董吉麟、董吉麟、董吉麟、董吉麟 

NT$500 虞劉曉菁、詹定國、詹怡娜、詹怡娜、詹怡娜、詹寬智、詹寬智、詹寬智、詹寬

智、詹寬智、詹寬智、詹潤妹、詹潤妹、詹潤妹、詹潤妹、詹潤妹、鄒慶生、鄒

慶生、鄒慶生、鄒慶生、鄒慶生、鄒慶生、廖中誠、廖中誠、廖中誠、廖中誠、

廖中誠、廖中誠、廖明雄、廖明雄、廖明雄、廖美玉、廖美玉、廖珮伶、趙淑芬、

趙淑芬、趙淑芬、趙淑芬、趙淑芬、趙淑芬、趙瑾瑜、趙瑾瑜、趙瑾瑜、趙瑾瑜、

趙瑾瑜、劉一璇、劉一璇、劉王酉妹、劉妍辰、劉妍辰、劉妍辰、劉妍辰、劉沛

明、劉岱瑞、劉岱瑞、劉岱瑞、劉岱瑞、劉岱瑞、劉岱瑞、劉金美、劉金美、劉

阿鎮、劉阿鎮、劉阿鎮、劉秋娥、劉桂如、劉桂如、劉桂如、劉章、劉章、劉蒼

梧、劉蒼梧、劉蒼梧、劉蒼梧、劉蒼梧、劉蒼梧、劉慧玲、劉蔡市、劉琬琪、劉

琬琪、劉琬琪、劉琬琪、劉琬琪、劉琬琪、蔡宗明、蔡宗明、蔡宗明、蔡宗明、

蔡宗明、蔡宗明、蔡承翰、蔡俊男、蔡俊男、蔡俊男、蔡俊男、蔡俊男、蔡俊男、

蔡婉婉、蔡婉婉、蔡學勤、蔡學勤、蔡學勤、蔡學勤、蔡學勤、蔡學勤、鄭世祥、

鄭世祥、鄭世祥、鄭世祥、鄭至宏、鄭至宏、鄭至宏、鄭宏、鄭宏、鄭振宏、鄭

振宏、鄭振宏、鄭振宏、鄭振宏、鄭振宏、鄭素霞、鄭梓辰、鄭梓辰、鄭梓辰、

鄭梓辰、鄭梓辰、鄭梓辰、鄭博夫、鄭博夫、鄭博夫、鄭植清、鄭植清、鄭植清、

鄭植清、鄭榮森、鄭榮森、鄭榮森、鄭榮森、鄭榮森、鄭慶龍、鄭慶龍、鄭慶龍、

鄭慶龍、鄭慶龍、鄭慶龍、鄭蘭生、鄭蘭生、鄭蘭生、鄭蘭生、鄭蘭生、鄭婕希、

鄭婕希、鄭婕希、鄭婕希、鄭婕希、鄭婕希、鄧春欣、鄧春欣、黎美杉、黎美杉、

黎美杉、黎美杉、黎美杉、黎美杉、盧吉太建築師事務所、盧冠每、蕭佳玲、蕭

佳玲、蕭佳玲、蕭佳玲、蕭佳玲、蕭佳玲、蕭鴻、賴明玟.張家瑋.張家榕、賴芸、

賴芸、賴芸、賴芸、賴芸、賴芸、賴秋吟、賴美曄、龍瀛珊、龍瀛珊、龍瀛珊、

龍瀛珊、龍瀛珊、戴美芳、戴美芳、戴美芳、戴美芳、戴美芳、戴美芳、戴美玲、

薛文慶、薛文慶、薛文慶、薛文慶、薛文慶、薛文慶、薛桂玉、謝永裕、謝永裕、

謝永裕、謝永裕、謝永裕、謝永裕、謝宇琪、謝宇琪、謝沁樺、謝佩芝、謝佩芝、

謝佩芝、謝佩芝、謝佩芝、謝明玲、謝明玲、謝明玲、謝明玲、謝明玲、謝明玲、

謝春惠、謝春惠、謝春惠、謝春惠、謝春惠、謝春惠、謝美真、謝美真、謝美真、

謝美真、謝美真、謝美真、謝素娥、謝素娥、謝素娥、謝素娥、謝素娥、謝素娥、

謝堂正、謝睦宜、謝睿玲、謝德宗、謝慕諴、謝慕諴、謝慕諴、謝慕諴、謝慕諴、

謝慕諴、謝曜全、謝曜全、謝曜全、謝曜全、謝曜全、謝曜全、謝曜駿、謝曜駿、

謝曜駿、謝曜駿、謝曜駿、謝曜駿、鍾秀鑾、鍾秀鑾、鍾秀鑾、鍾秀鑾、鍾秀鑾、

鍾秀鑾、鍾秋滿、鍾秋滿、鍾秋滿、鍾秋滿、鍾秋滿、鍾秋滿、鍾琳妹、隱名氏、

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簡文亮、簡文亮、簡文亮、簡文亮、簡文亮、

簡文亮、簡月雲、簡玉屏、簡玉屏、簡頎庭、藍汝海、藍汝海、藍汝海、藍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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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汝海、藍汝海、藍婉綺、藍婉綺、藍婉綺、藍婉綺、藍婉綺、藍婉綺、顏安邦、

顏安邦、顏安邦、顏安邦、顏安邦、顏安邦、顏金貝、顏金貝、顏金貝、顏金貝、

顏金貝、顏金貝、顏葉富美、顏葉富美、顏葉富美、顏葉富美、顏葉富美、顏葉

富美、魏宏娟、羅世君、羅建華、羅建華、羅建華、羅建華、羅建華、羅培禹、

羅培禹、羅培禹、羅培禹、羅培禹、羅淑芳、羅淑芳、羅淑芳、羅淑芳、羅淑芳、

羅淑芳、羅璟洳、羅璟洳、羅璟洳、羅璟洳、羅璟洳、羅璟洳、譚嘯雷.曾苔琳、

譚嘯雷.曾苔琳、譚嘯雷.曾苔琳、譚嘯雷.曾苔琳、譚嘯雷.曾苔琳、譚嘯雷.曾苔琳、

蘇秀淑、蘇桐桐、蘇桐桐、蘇瑞廷、蘇瑞廷、蘇瑞廷、蘇瑞廷、蘇瑞廷、蘇瑞廷、

涂為強.林淑真、栢淑絹、栢淑絹、栢淑絹、栢淑絹、栢淑絹、栢淑絹 

NT$498 鍾清保 

NT$480 陳珮芬 

NT$452 劉芝瑟 

NT$450 善心人士 

NT$433 黃品方 

NT$431 賴品岑 

NT$400 中獎發票、尹廷華、王文斌、王韋傑、王韋鈞、朱家珍、夾樂中誠、林羽庭、林

純熙.李月嬌全家、林純熙.李月嬌全家、林純熙.李月嬌全家、林純熙.李月嬌全家、

林純熙.李月嬌全家、林純熙.李月嬌全家、張桂英、曹清山、陳錦榮、陳錦榮、

陳錦榮、曾春財.李惠花、曾春財.李惠花、曾春財.李惠花、曾春財.李惠花、曾春

財.李惠花、曾素麗、曾素麗、曾素麗、曾素麗、曾素麗、曾素麗、善心人士、楊

麗裕、楊麗裕、鄞晉瑜.鄞書瑜.鄞庭瑜.鄞秀蘭、劉光哲、劉恩豪、劉恩豪、劉恩

豪、劉恩豪、鄭倚庭、鄭倚庭、鄭倚庭、鄭倚庭、鄭倚庭、鄭倚庭、賴小姐、涂

國珍 

NT$382 許鈺芬 

NT$381 簡足鳳 

NT$378 吳鳳嬌.呂悅瑜 

NT$365 連清浩.林秀英 

NT$360 李珮詩、蔡明宏、蘇秀怡 

NT$350 彭敬樸、廖春櫻、潘月英、潘月英 

NT$343 許鈺雯 

NT$340 許鈺芬 

NT$316 賴品岑 

NT$315 林松義、莊月霜、莊月霜、湯婕菱 

NT$304 黃兆琳 

NT$300 黄世華、黄福俊、刁柏嶸、三寶弟子、上官百祥、于正聰、于正聰、于正聰、于

正聰、于正聰、于正聰、尤延熹、尤愃隆、方思偉、方家齊、王天一、王心慈、

王月卿、王安順、王秀琳、王秀琳、王季雄、王則發、王苔湸、王婉華、王梓凌、

王雲仙、王嘉慧、王嘉慧、王嘉慧、王嘉慧、王嘉慧、王嘉慧、王榮仁、王維剛、

王維剛、王維剛、王維剛、王維剛、王維剛、王緒維、史美華、史榮美、史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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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榮美、史榮美、史榮美、史榮美、石宏基、石良彩、朱貴和、江正邦、江克雄、

江沛璇、江沛璇、江明助、江欣子、江欣子、江欣子、江茂雄、何文光、何喜鳳、

何錦璋、余伯偉、余雨順、余桂伶、余慧玉、余慧玉、余慧玉、余慧玉、余慧玉、

余慧玉、吳文維、吳月惠、吳月惠、吳秀蘭、吳玫茹、吳玫茹、吳玫茹、吳玫茹、

吳財福、吳培鈺、吳隆誠、吳瑞琬、吳瑞琬、吳瑞琬、吳夢麟、吳榮鴻、吳碧燕、

吳慶源、吳學楨、吳學楨、吳學楨、吳學楨、吳學楨、吳隱、吳鏡弓、吳麗娟、

吳姝宙、吳姝宙、吳姝宙、吳姝宙、吳姝宙、吳姝宙、呂坤梅、呂炎鴻、呂淑惠、

呂學位、巫繁昌、李文江、李玉祥.李汶珈、李玉祥.李汶珈、李玉祥.李汶珈、李

玉祥.李汶珈、李聿秦、李自明、李育辰、李育辰、李育辰、李育辰、李佳勲、李

佩韓、李佩韓、李佩韓、李佩韓、李怡靜、李怡靜、李怡靜、李怡靜、李怡靜、

李怡靜、李武奇、李秉正、李保田、李洲聰、李美雲、李英彥、李英哲、李家誼、

李家誼、李家誼、李家誼、李案察、李國蕙、李得高、李喜評、李喜評、李喜評、

李喜評、李揚光、李福隆、李憲欽、李瓊瑤、李瓊瑤、李瓊瑤、李瓊瑤、李瓊瑤、

李麗敏、李寶鍾、李芊樺、李芊樺、李芊樺、李芊樺、李芊樺、李芊樺、沈永誠、

沈律、沈家新、沈淑霞、沈照義、沈瑞隆、沈蘇玉芬、沈蘇玉芬、沈蘇玉芬、沈

蘇玉芬、沈蘇玉芬、沈蘇玉芬、汪天一、汪彤沛、汪彤沛、汪彤沛、汪彤沛、汪

彤沛、汪彤沛、汪國宗、卓銘欣、周子豪、周文發、周文榮、周信逸、周健之、

周謝秀滿、屈致雍、林永弄、林安鈺、林江鴻、林妙黛、林廷霖、林廷霖、林廷

霖、林廷霖、林廷霖、林廷霖、林廷霖、林廷霖、林廷霖、林廷霖、林廷霖、林

廷霖、林廷霖、林志宏、林坤全、林坤錦、林忠和、林欣泉、林金財、林金財、

林金財、林俊宏、林恬因、林為章、林茂盛、林淑娟、林淑娟、林淑惠、林莉蕓、

林煜淳、林煥彰、林瑞如、林瑞基、林夢龍、林德玲、林慧玲、林慧玲、林慧玲、

林慧玲、林慧玲、林慧玲、林蔚安、林麗如、林淂菣、林淂菣、邵巧然、邵巧然、

邵巧然、邵巧然、邵巧然、邵巧然、邱明智、邱建發、邱美(女+勻)、邱傳發、邱

鴻光、邱鎮明、邱麗明、金效瑾、金效瑾、金效瑾、金效瑾、金效瑾、金效瑾、

金健清、金健清、金健清、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侯孔超、侯高玉蘭、侯

高玉蘭、侯高玉蘭、侯高玉蘭、姜雪林、施怡如、施怡如、施怡如、施怡如、施

怡如、施怡如、施淑連、柯世昌、柯兆陽、柯志宏、柯美悧、柯美悧、柯美悧、

洪志明、洪明怡、洪明怡、洪明怡、洪明怡、洪明怡、洪明怡、洪建興、洪惠滿、

洪惠滿、洪惠滿、洪惠滿、洪惠滿、洪惠滿、洪朝郎、洪福壽、紀宜霈、胡安明、

胡晶光、胡登堯、胡登堯、胡登堯、胡登堯、胡登堯、胡登堯、范秉德、范姜金

剛、范揚碧、倪正發、唐愛蓮、唐愛蓮、徐小姐、徐天仙、徐世炚、徐立民、徐

良蕙、徐良蕙、徐金洲、徐建喜、徐睿鈴、徐憲洲、殷秀芬、翁建平、翁豐彰、

袁書蘋、袁書蘋、袁書蘋、袁書蘋、袁書蘋、袁書蘋、袁啟泰、袁啟泰、袁啟泰、

財團法人台北富邦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馬心蕙、馬為鵬、高滿足、高銘、張寛

仁、張文榮、張以勳、張正忠、張永文、張永源、張玉葉、張君鳳、張金木、張

金宮、張俊雄、張宥寧、張宥寧、張宥寧、張宥寧、張泰松、張偉倫、張偉倫、

張偉倫、張偉倫、張偉倫、張偉倫、張敏忠、張敏忠、張敏忠、張敏忠、張敏忠、

張敏忠、張敏忠、張智隆、張瑞益、張義國、張義濱、張嘉仁、張碧珍、張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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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蔭灝、張遵言、張遵言、張遵言、張遵言、張遵言、張遵言、張錦治、莊文泉、

莊正綺、莊慶秋、許晃仁、許能貴、許國賢、許聞廉、許憲中、許錦源、連羿婷、

郭玟婷、郭玟婷、郭玟婷、郭玟婷、郭玟婷、郭玟婷、郭芳棟、郭桂英、郭桂英、

郭桂英、郭桂英、郭清瑛、郭淑美、郭淑美、陳一男、陳一男、陳一銘、陳士群、

陳文芳、陳文堅、陳月娥、陳世勝、陳四賓、陳正光、陳玉燕、陳玉燕、陳玉燕、

陳玉燕、陳玉燕、陳玉燕、陳光亮、陳全、陳似照、陳秀忠、陳延晰、陳忠泰、

陳芬珠、陳金倫、陳信成、陳侯淑貞、陳侯淑貞、陳侯淑貞、陳侯淑貞、陳建志、

陳建誌、陳春美、陳柏均、陳秋丹、陳茂庭、陳茂盛、陳迪弘、陳振帮、陳振智、

陳捆山、陳泰明、陳健文、陳國良、陳國桐、陳基峰、陳基峰、陳基峰、陳基峰、

陳基峰、陳基峰、陳淑美、陳淑美、陳淑美、陳淑美、陳淑美、陳淑美、陳淑釵、

陳淑齡、陳登崑、陳登崑、陳登崑、陳貴仁、陳雯雯、陳雯雯、陳雯雯、陳雯雯、

陳雯雯、陳雯雯 

NT$300 陳傳基、陳源順、陳義泉、陳義勤、陳詩進、陳道平、陳鳳笙、陳德義、陳慧霖、

陳賜益、陳曉義、陳澤鑫、陳聰明、陳麗如、陳騰祿、陳潢然、陳嬿晴、陳嬿晴、

陳嬿晴、陳嬿晴、陳嬿晴、陳嬿晴、陸文楨、陸文楨、陸文楨、陸文楨、陸文楨、

陸文楨、陸早行、陸道萱、麥巍鐘、麥巍鐘、麥巍鐘、傅大公、傅得利、傅淑芬、

傅淑芬、傅淑芬、傅淑芬、傅淑芬、傅淑芬、傅翔猷、彭汝均、彭妤筠、彭治、

彭涵芳、彭涵芳、彭涵芳、彭涵芳、彭涵芳、彭涵芳、彭敬樸、彭敬樸、彭輝、

彭鈺人、曾尹俊、曾如冰、曾安然、曾秀美、曾淑櫻、游宗祐、游宗祐、游宗祐、

游鄂生、游麗珠、游麗珠、湯先體、湯先體、焦東傑、程安育、程安育、程安育、

程安育、程安育、程安育、程國琳、童月慧、童月慧、童月慧、童月慧、童月慧、

童月慧、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賀志芸、賀志芸、項海濤、馮國忠、

黃仁宗、黃世明、黃玉丹、黃玉佐、黃志期、黃明楨、黃金城、黃金城、黃金城、

黃金城、黃金城、黃振洋、黃素珍、黃偉信、黃婉玲、黃崇祐、黃富卿、黃富澤、

黃森檳、黃聖崴、黃壽美、黃壽美、黃慧豐、黃瓊誼、黃騰儀、黃騰儀、黃騰儀、

楊丞羿、楊怡慧、楊悅佳、楊悅佳、楊悅佳、楊添寳、楊清俊、楊清義、楊清義、

楊清義、楊清鶴、楊詠圳、楊順祥、楊讚長、楊淯淳、楊淯淳、溫宏光、溫明桓、

溫偉婷、溫錦湖、溫耀祥、葉佩綺、葉松輝、葉松輝、葉松輝、葉松輝、葉松輝、

葉松輝、葉柏旻、葉盈孜、葉盈孜、葉盈孜、葉盈孜、葉盈孜、葉盈孜、葉雲光、

葉旗山、董子棟、詹安正、詹協逸、詹忠坪、詹前棟、鄒永昌、鄒治璞、廖文雄、

廖本錩、廖美玉、廖述宏、廖瑞碧、廖碧玉、趙邦彥、趙春蘭、趙春蘭、趙春蘭、

趙春蘭、趙春蘭、趙春蘭、鄞孟里、鄞孟里、鄞孟里、鄞孟里、鄞孟里、鄞孟里、

劉烱方、劉玉堂、劉承洲、劉建宗、劉國禎、劉雪嬌、劉雲波、劉嘉榕、潘信伊、

潘信伊、潘信伊、潘信伊、潘信伊、潘信伊、潘宣佑、潘宥余、潘重光、蔡文雄、

蔡世欽、蔡玉蓮、蔡如珍、蔡如珍、蔡如珍、蔡如珍、蔡如珍、蔡如珍、蔡孟娟、

蔡孟娟、蔡孟娟、蔡孟娟、蔡孟娟、蔡孟娟、蔡清榮、蔡喜勉、蔡碧洋、蔡麗雅、

蔡鶴鳴、談菊菊、鄭世良、鄭世傑、鄭克昭、鄭秀娥、鄭雯、鄭雯、鄭雯、鄭雯、

鄭雯、鄭雯、鄭源敏、盧秋德、盧桃央、盧麗貞、蕭明鈞、蕭明鈞、蕭國平、蕭

富裕、蕭德興、蕭聯元、蕭聯元、蕭鴻鈞、蕭鴻鈞、賴文聰、賴伯宏、賴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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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順基、賴緆瑩、龍美真、龍美真、龍美真、龍美真、龍美真、龍美真、戴秀梅、

戴廣裕、戴鏡峰、薛春鎮、謝永慶、謝秀梅、謝秀梅、謝秀梅、謝秀梅、謝秀梅、

謝秀梅、謝宗朴、謝阿雪、謝偉屏、謝照栖、謝興隆、謝旻蓁、鍾天忠、鍾勝德、

鍾雄威、鍾鳳蘭、隱名氏、韓小蔚、藍李穎、魏俊新、魏乾惠、羅世欣、羅兆麟、

羅宗山、羅家妤、羅達、譚成喜、蘇智修、芫苯、涂志龍 

NT$295 張晰晶 

NT$289 邱真瑩 

NT$280 陳韻涵 

NT$270 葉涵湘 

NT$264 葉哲宏 

NT$262 許榮宏 

NT$250 吳鴻連、邱義昇、邱義昇、邱義昇、邱義昇、邱義昇、邱義昇 

NT$240 劉厚傑 

NT$233 黃文祥 

NT$216 賴怡萱 

NT$215 徐宜欣 

NT$203 許鈺芬、許鈺雯 

NT$200 八德貴族世家、仇桂美、仇桂美、仇桂美、仇桂美、仇桂美、仇桂美、支秉傑、

支秉傑、王小蓓、王小蓓、王小蓓、王小蓓、王小蓓、王小蓓、王岑文、王秀瑛、

王秀瑛、王秀瑛、王秀瑛、王秀瑛、王秀瑛、王明傑、王明傑、王明傑、王明傑、

王明傑、王明傑、王金山、王金山、王晨耀、王紫涵、王翔、朱奕哲、朱盈娟、

朱詣軒、江沛璇、江逸笙、何秀美、何秀美、何美麗、何淑瑾、何鎌、余建良、

余啟文、余啟文、余啟文、余祥、余樹清、余龍慶、吳少琴、吳妙嫺、吳佩蓉、

吳玫茹、吳勇勳、吳勇勳、吳勇勳、吳紹瑋、吳紹瑋、吳陳滿、吳肇倫、吳肇倫、

吳肇倫、吳肇倫、吳蕙樺、呂敏雲、呂銘輝、宋宜霖、李子揚、李弘璽、李光裕、

李聿秦、李育辰、李佩韓、李宗軒、李宗軒、李宗翰、李宜庭、李尚英、李金華、

李施義、李家誼、李淑映、李淑映、李淑映、李淑映、李淑映、李淑映、李喜評、

李嘉馨、李昶熹、沈逸恩、周文偉、周妞妞、周志雄、周育勝、周育勝、周育勝、

周育勝、周育勝、周育勝、周建成、周家萱、周書呈、周曼青、周朝棟、周錡、

周鎮坤、林玉璇、林宇翔、林妙勢.林陳盡、林孟筠、林孟筠、林孟筠、林孟筠、

林孟筠、林孟筠、林宗明、林昌裕、林明宏、林金在、林金在、林律安、林紀妃、

林家湶、林許茶、林榮國、林芮爾、林暐程、林鈺娗、金健清、姚素霞、姚素霞、

姚素霞、姚素霞、姚素霞、姚素霞、建陞隔熱膜、故 施家歷代祖先、柯彥慶、

柯虹瑩、柯虹瑩、洪志勇、洪郁為、洪晨睿、洪晨睿、洪惠玲、范金春、唐淑娟、

唐愛蓮、唐膺捷、徐子剛、徐悠慈、徐靖恩、徐屬銘.徐甫萱.張塾枝、徐屬銘.徐

甫萱.張塾枝、徐屬銘.徐甫萱.張塾枝、徐屬銘.徐甫萱.張塾枝、徐屬銘.徐甫萱.張

塾枝、徐屬銘.徐甫萱.張塾枝、翁新舜、袁啟泰、袁啟泰、馬逖、高怡馨、高怡

馨、高明容、高明容、高明容、高明容、高明容、高明容、高銘、張小姐、張小

姐、張允澤、張世佳、張世佳、張世佳、張世佳、張世佳、張世佳、張有謂、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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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女、張言鴻、張言鴻、張言鴻、張言鴻、張言鴻、張言鴻、張言麒、張言麒、

張言麒、張言麒、張言麒、張言麒、張佩倫、張治明.李芳靜、張哲綸.張仟又、

張哲綸.張仟又、張家齊、張庭維、張素敏、張素敏、張素敏、張素敏、張素敏、

張盛舒、張羚珍、張森、張欽聰、張欽聰、張欽聰、張欽聰、張欽聰、張欽聰、

張皓、張嘉陵.陳禹彤、張榮東、張睿鈞、張瀛榮、張瀛榮、張瀛榮、張瀛榮、張

瀛榮、張瀛榮、曹清山、曹清山、曹清山、曹清山、梁士皋、梁正勳、淨行、莊

佳璇、許丁卯、許文凱、許文凱、許文凱、許文凱、許文凱、許文凱、許志偉、

許美智、許美智、許美智、許美智、許美智、許美智、許慈文、許溯芳、許霓霓、

郭乃福、郭玟妤、郭芷瑜、郭雨晴、陳士、陳佩卿、陳佩卿、陳佩卿、陳和國、

陳昌言、陳秉莆、陳品棣、陳彥臣、陳春蓉、陳昱卉、陳昱超、陳柏豪、陳祈睿、

陳美華、陳英美、陳國峯、陳國興、陳庸恩、陳淑盈、陳淑盈、陳淑盈、陳淑盈、

陳淑盈、陳淑盈、陳辜美蝧、陳辜美蝧、陳辜美蝧、陳辜美蝧、陳辜美媖、陳禧、

陳麗安、陳瓔華、陳芊瑜、彭紫彤、彭萬益、曾小姐、曾建平、善心人士、善心

人士、善心人士、隋安舜、黃亭熒、黃亭熒、黃亭熒、黃亭熒、黃亭熒、黃亭熒、

黃信志.黃睿宇、黃信志.黃睿宇、黃信志.黃睿宇、黃信志.黃睿宇、黃信志.黃睿宇、

黃信志.黃睿宇、黃宥誠、黃宥騰、黃禹翰、黃進興、黃燕忠、黃瓊慧、楊子毅、

楊孚德、楊尚勳、楊怡生、楊怡慧、楊羿涵、楊羿涵、楊書豪.王麗菁、楊泰雄、

溫秋子、溫秋子、溫秋子、溫秋子、溫秋子、溫秋子、葉玟妤、葉玟妤、葉玟妤、

葉玟妤、葉玟妤、葉采綸、董智美、董智美、董智美、董智美、董智美、董智美、

廖吳秀鳳、廖晨佐、廖晨佑、廖聖維、管文雄、管希燕、管希燕、管希燕、管希

燕、管希燕、管希燕、趙思涵、劉士俠、劉火龍、劉昌偉、劉昌偉、劉昌偉、劉

昌偉、劉康懋、劉淑芳、劉淑芳、劉淑芳、劉淑芳、劉淑芳、劉淑芳、劉雲智、

劉達武、劉賜枝、劉賜枝、劉賜枝、劉賜枝、劉賜枝、劉賜枝、劉儷芬、潘李淑

娥、潘李淑娥、潘李淑娥、潘李淑娥、潘李淑娥、潘李淑娥、滕春德、蔡宜蓁、

蔡宜蓁、蔡宜蓁、蔡尚榮、蔡玲玉、蔡玲玉、蔡玲玉、蔡玲玉、蔡玲玉、蔡玲玉、

蔡陳素華、蔡瑀滐、鄭宇翔、鄭志強、鄭秀枝.陳達人、鄭秀枝.陳達人、鄭秀枝.

陳達人、鄭秀枝.陳達人、鄭怡仁、鄧國煥、盧厚璟、蕭上容、蕭富裕、蕭睦容、

賴小姐、賴小姐、賴小姐、賴均輔、賴宥丞、謝英睿、謝英睿、謝英睿、謝英睿、

謝英睿、謝英睿、謝靜惠、謝靜惠、謝靜惠、謝靜惠、謝靜惠、謝靜惠、謝靜惠、

鍾孟庭、鍾孟庭、鍾孟庭、鍾孟庭、鍾孟庭、鍾孟庭、鍾承恩、韓保印、韓家祥、

韓國瑜、簡赫騰、藍文沇、藍文沇、藍文沇、藍文沇、藍文沇、藍文沇、魏銘毅、

魏銘毅、魏銘毅、魏銘毅、魏銘毅、魏銘毅、羅易崴、羅芳志、羅淑貞、羅番仔、

嚴淑美、嚴淑美、嚴淑美、嚴淑美、嚴淑美、嚴淑美 

NT$200 蘇俊益、蘇俊益、蘇建全、蘇格馨、釋達如、釋達如、釋達如、釋達如、釋達如、

饒興奇、涂國珍、涂國珍、涂國珍 

NT$185 羅迪偉 

NT$181 黃馨瑩 

NT$175 簡甫臣 

NT$160 林克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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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155 許添能 

NT$150 王文伶、王文伶、王文伶、王文伶、王文伶、王文伶、王明峻、王明峻、王明峻、

王明峻、王明峻、王明峻、王榮泰、王榮泰、王榮泰、王榮泰、王榮泰、王榮泰、

周郁晴、周素珍、姚建賢、許添能、許添能、許添能、許添能、許添能、楊政諺、

劉瑞玉、劉瑞玉、劉瑞玉、劉瑞玉、劉瑞玉、劉瑞玉、蔡艾靜、蔡艾靜、蔡艾靜、

蔡艾靜、蔡艾靜、蔡艾靜、薛郁臻 

NT$130 張小姐 

NT$120 林瑞龍、林瑞龍、林瑞龍、林瑞龍、林瑞龍、林瑞龍、曾梅鳳、詹丞凱 

NT$115 翁祥荃、陳天却.陳吳迎、陳吳迎、陳郁歆、陳郁歆、陳燈培、黃薰仟、葉伯煒 

NT$113 林琨富 

NT$111 張凱翔、賴漫純 

NT$110 李文慧.黃誠、李文慧.黃誠、李文慧.黃誠 

NT$100 十方菩薩、十方菩薩、十方菩薩、王小姐、王秋慧、王秋慧、王秋慧、王秋慧、

王秋慧、王秋慧、王美雪、王御愷、王御愷、王御愷、王御愷、王御愷、王騰鋒、

甘暉民.黃誼華、田鑫、田鑫、田鑫、田鑫、田鑫、田鑫、地基主、朱文玲、朱玉

珍、朱玉珍、江源松、江源松、何小姐、何小姐、何小姐、吳昱嫺、吳雅玲、呂

清龍.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呂清龍.呂秀玉.呂郭玉霞.

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呂清龍.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

呂承翰、呂清龍.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呂清龍.呂秀玉.

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宋連娣、李永鏘、李永鏘、李永鏘、李

永鏘、李永鏘、李永鏘、李怡慧、李怡慧、李欣懋、李品皓、李建村、李國維、

李愛群、李愛群、李瑞妙、李瑞妙、李嘉、李蓮村、李澤波、李栢霆.李欣憶、李

栢霆.李欣憶、李栢霆.李欣憶、李栢霆.李欣憶、李栢霆.李欣憶、李栢霆.李欣憶、

杜幼惟、阮曨加、周季靜、周季靜、周季靜、林子淳、林小姐、林宗明、林宗明、

林宗明、林宗明、林亭佑、林家妤、林淑惠、林楷翔、邱于峮、邱先生、邱秀月、

邱馨慧、邱馨慧、邱馨慧、邱馨慧、邱馨慧、邱馨慧、俞玉燕、俞玉燕、俞玉燕、

俞玉燕、俞玉燕、俞玉燕、施侑伶、段可望.石青瑞、洪廷昌、洪廷昌、洪辰龍、

洪宗杰、洪宗杰、洪琳貽、洪苡宸、胡煉榮、唐婉蓉、唐蔡阿麥、唐蔡阿麥、唐

蔡阿麥、唐蔡阿麥、孫先生、孫逸嫻、孫逸嫻、孫逸嫻、孫逸嫻、孫逸嫻、孫逸

嫻、孫艷琴、孫艷琴、孫艷琴、孫艷琴、孫艷琴、孫艷琴、殷凱黎、殷凱黎、殷

凱黎、殷凱黎、殷凱黎、殷凱黎、翁小姐、袁天民、袁天民、袁天民、袁天民、

袁天民、袁天民、康綺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如宸、張老師、張岱萍.張龔梅

枝、張岱萍.張龔梅枝、張岱萍.張龔梅枝、張岱萍.張龔梅枝、張家翔、張家榕、

張雅埕、張瓊方、張瓊方、張瓊方、張瓊方、張瓊方、張瓊方、張礫文、張礫文、

張礫文、張鏸、莊柏祥、莊柏祥、莊柏祥、莊柏祥、莊柏祥、許善霞、許善霞、

許頌嘉、許頌嘉、許頌嘉、許頌嘉、許頌嘉、許頌嘉、許頌嘉、許睿宏、許瓊慧、

許瓊慧、許瓊慧、許瓊慧、許瓊慧、許瓊慧、郭立義、郭存芳、郭沛宣、郭芳玉、

郭芳玉、郭芳玉、郭芳玉、郭芳玉、郭芳玉、陳以旋、陳弘毅、陳先生、陳先生、

陳先生、陳先生、陳先生、陳妙宜、陳妙宜、陳秀好、陳秀好、陳秀好、陳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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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佩君、陳怡華、陳怡華、陳怡華、陳怡華、陳怡華、陳怡華、陳明華、陳明華、

陳炎城、陳俊曲、陳思穎、陳思穎、陳思穎、陳思穎、陳思穎、陳思穎、陳美珠、

陳美珠、陳美琪、陳峻彰、陳雪芹、陳靜儀、陳靜儀、陳瓔華、傅珮珮、傅珮珮、

傅珮珮、傅珮珮、傅珮珮、傅珮珮、單宜萍、單宜萍、單宜萍、單宜萍、單宜萍、

單宜萍、曾文昕、曾文昕、曾文昕、曾先生、曾冠之、曾冠之、曾冠之、曾冠之、

曾冠之、曾敬宗、曾敬宗、曾敬宗、曾敬宗、曾敬宗、曾新旻、曾新旻、曾新旻、

曾新旻、曾新旻、游法賜、善心人士、賀芬、賀芬、賀芬、賀芬、賀芬、賀芬、

黃仁藝、黃仁藝、黃仁藝、黃仁藝、黃仁藝、黃仁藝、黃永豪、黃育祥、黃育祥、

黃育祥、黃育祥、黃育祥、黃育祥、黃彥銘、黃柏尊、黃家棟、黃榮彬、楊文豐、

楊文豐、楊文豊、楊文豊、楊初枝、楊初枝、楊秋屏、葉淦沅、葉淦沅、葉淦沅、

葉淦沅、葉淦沅、葉淦沅、葉慶龍、解炳杭、解炳杭、解炳杭、解炳杭、解炳杭、

解炳杭、解夢芳、解夢芳、解夢芳、解夢芳、解夢芳、解夢芳、詹善宇、詹善宇、

詹善宇、詹善宇、詹善宇、詹善宇、詹黃依潔、詹黃依潔、詹黃依潔、詹黃依潔、

詹黃依潔、詹黃依潔、詹龍雄、詹龍雄、詹龍雄、詹龍雄、詹龍雄、詹龍雄、趙

家慧、趙莊明妹、趙莊明妹、趙莊明妹、趙莊明妹、趙莊明妹、趙莊明妹、劉秀

雯、劉姿伶、劉姿伶、劉姿伶、劉姿伶、劉姿伶、劉姿伶、劉晏伶、劉桂妘、劉

晨寧、劉晨寧、劉晨寧、劉曉慧、劉曉慧、蔣先生、蔣爵安、蔣爵安、蔡秀媛、

蔡秀媛、蔡秀媛、蔡秀媛、蔡秀媛、蔡秀媛、鄭美惠、鄭美惠、鄭美惠、鄭美惠、

鄭美惠、鄭美惠、鄭英華.李榮熙.李學昌.李俐蓉、鄭歐美玉 闔家、鄭穎澤、鄭興

全、鄭珈沄、黎拾、盧姿尹、盧姿尹、盧姿尹、蕭小姐、蕭家發、蕭瑞榛、蕭瑞

榛、賴小姐、賴心怡、賴秀鳳、賴秀鳳、賴秀鳳、賴秀鳳、賴秀鳳、賴曉珮、賴

曉珮、賴曉珮、賴曉珮、賴曉珮、賴曉珮、聯金便當、謝宗周、謝宗周、謝順美、

謝順美、謝順美、謝順美、謝順美、謝順美、鍾曉婷、隱名氏、隱名氏、簡仲良、

簡仲良、簡仲良、簡仲良、簡仲良、簡仲良、羅淑貞、羅淑貞、嚴慧如、蘇汪幸、

蘇汪幸、蘇汪幸、蘇汪幸、蘇汪幸、蘇汪幸、蘇建勳、蘇建勳、蘇翌勝、蘇翌勝、

蘇翌勝、蘇翌勝、蘇翌勝、蘇翌勝、蘇惠貞、蘇會章、蘇會章、蘇楚棋、蘇楚棋、

蘇楚棋、蘇楚棋、蘇楚棋、蘇楚棋、蘇雍貴、蘇雍貴 

NT$94 王文伍 

NT$74 蕭宜蓁 

NT$72 柯文慈 

NT$55 高儷芹 

NT$52 張淯評 

NT$50 李佑安、陳正輝、陳正輝、陳正輝、陳正輝、陳正輝、陳正輝、陳慧貞、隱名氏、

隱名氏 

NT$48 楊安安 

NT$42 徐秀玲 

NT$35 黃俊杰 

NT$15 陳秋男 

NT$12 倪佳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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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6 黃軍筑 

NT$1 蔡哲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