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輯 手 記

集結演藝愛心‧關懷燙傷兒童
2011年3月，日本發生了舉世震撼的九級超級大地震，隨後引發的大海嘯，更
造成慘重的死傷悲劇。災難發生後的那幾天，不斷看到媒體畫面所傳送出來日本重
災區被摧殘過後的景象，心裡除了替那些受難者感到悲痛外，也更震懾於大自然力
量的浩大。

除了日本大地震引發的大海嘯，近期國內台中市夜店ALA PUB的大火災，也造
成九死十二傷的悲劇。「水」與「火」，儼然是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另
一方面水火無情，有多少珍貴的生命，都因著滾滾大水或熊熊烈火的產生，而受到
嚴重威脅與傷害。對於燒燙傷的孩子們而言，「水」與「火」，也曾是他們生命中
不可承受的痛！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水與火，大家很容易忽略他們的威脅，但
一旦燒燙傷意外發生，常常讓人措手不及，甚至造成人們一輩子的傷痛。

我本人出身媒體演藝圈，有幸在這一任期的董事會擔任兒童燙傷基金會董事
長，心中一直期望能集結演藝老友的力量，共同來關心燒燙傷的議題，並進一步關
懷燒燙傷兒童。因此，2010年下半年，我們邀集了許多演藝界朋友，包括李志希、
李志奇、向娃、葉蔻、勾峰、王瑞、張國棟、王昌熾、李景光、敏芳、宋宜芳、周
玉等多位好友，一起來協助本會平面廣告的拍攝。這次的平面廣告設計，我們仍以
燒燙傷的正確急救「沖、脫、泡、蓋、送」為宣導重點，並透過藝人朋友呼籲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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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關心燙傷兒童。第一版的稿件設計主題「演藝人員關懷篇」已設計完成並陸續
對外刊登，而第二版的稿件設計「士農工商兵篇」也已著手設計製作中。

除了上述多位藝人好友們的幫忙之外，2010年底兒燙二十二週年慶活動中，
我們也受到很多演藝朋友們的支持。包括資深藝人國策顧問孫越先生、知名學者及
作家高信譚教授、中華演藝總工會理事長康凱先生、中視大樂隊資深指揮林家慶老
師，以及夏禕、邱蘭芬、章永華、張健、藍琪、王中平、常楓、王孫等許多藝人朋
友，也都前來表達祝福跟肯定，並承諾加入兒燙的志工行列，為更多燒燙傷兒童發
聲。

回顧兒燙的成長，成功的宣導教育與行銷策略是很重要的關鍵因素。近些年
來，由於考量媒體生態改變以及兒燙許多醫療事務發展政策，兒燙基金會投注在廣
告刊登的行銷經費已經非常少。經濟的不景氣加上國際上許多災難接連發生，對於
久未進行媒體宣傳的兒燙，在捐款數額上確實受到不小衝擊。

這次全新設計製作的宣導海報，除了感謝前來協助拍攝的多位演藝朋友外，也
感謝中視老友會、中華演藝總工會以及STARTIME明星秀多媒體公司的協助。希望透
過全新設計的宣導海報，再次喚醒社會大眾對燒燙傷議題的重視以及對燙傷兒童的
關心，並持續給予兒燙實質的支持。
董事長

(余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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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燙 動 態
兒童燙傷基金會公關組秘書

柯玉珊

「感恩之夜」紀念音樂會
兒燙基金會於1988年11月發起成立，至今已歷經22
個寒暑，一路上相關機構、贊助廠商、幫助基金會的貴
人不勝枚舉。余董事長經邦有鑒於此選定在聖誕節前舉
辦這場「感恩之夜」紀念音樂會，並且運用原本在演
藝事業的人脈邀請國內首屈一指的爵士樂團—林家慶
大樂團與多位協助拍攝本基金會公益海報的資深藝人
點綴盛宴。
這場音樂會我們邀請到了各界先進，包括馬偕
紀念醫院蔡正河主任、台北市美生慈壇社孫中台社
長、資深媒體人高信譚教授、公益大使孫越先生
等。這些人學問高大心中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強，是實實在在的僕人
領袖也是眾人效法的對象。擔任公關組秘書的我幫忙輔助活動與協調前置作業，這
之中我看到極多美善：董事長專業的企劃敏銳度與場控能力、盡心盡力付出的工作
人員以及熱誠參與的每一位貴賓，身為兒燙一份子實在感到無比的光榮。
充滿溫馨與懷舊的氛圍，環繞著優雅的爵士樂與柔和的燭光…我感受到22年前
前人種樹的艱辛，也感受到今
日基金會飲水思源的作為。我

兒燙２２週年感恩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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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燙傷兒童關懷的火炬必須
繼續傳遞下去，擁有了第一個
20年、以後還有第二個、第三
個、無限多個20年。我們抱持
一顆感恩的心，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未來的兒燙絕對更加傑
出！

兒 燙 動 態
兒童燙傷基金會執行長

黃惠芬

大陸昆明參訪研習之旅

雲南地處大陸邊陲，許多偏遠山區仍然極其貧困，受生存條件限制，冬季只能
依靠火爐，火盆取暖，一些進城工作的父母忙於生計，往往忽視了對兒童的細心照
料。他們對於生活安全的觀念極為薄弱，熱水瓶，飯鍋，熱湯等危險物品常隨地放
置，造成兒童們很容易被燒燙傷，且受傷後往往又無經濟能力可醫治，導致燒燙傷
兒童生命的威脅或留下終身殘疾。
在昆明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每年大約有一萬多名燒燙傷兒童到院就診，其中
生命。為了救助這些無經濟能力治療的燒燙傷兒童，昆明電視台、昆明醫學院第二
附屬醫院以及雲南真宇律師事務所於2008年1月聯合發起「雲南省燒傷兒童救助行
動」，正式開始了中國大陸唯一有組織的燒燙傷兒童救助工作。
2009年七月，在高雄長庚醫院張瑞昆復健師的引薦下，本會首次邀請昆明醫學

大陸昆明參訪研習之旅

病重住院的約500名，而當中又約有100多人因經濟困難不得不放棄治療，甚至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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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燒傷團隊、救助行
動重要成員以及燙傷兒童來台參加燙傷
兒童夏令營。透過這次的經驗，昆明醫
療團隊人員除了見證夏令營對於傷後心
理重建的成效外，也更堅定了他們要持
續幫助燙傷兒童的信念。除了傷後心理
重建，他們對於兒燙在推展燒燙傷預防
以及正確急救教育的工作經驗上，也展
現了高度的請益意願。
2010年七月，昆明的朋友們再度參加了夏令營，而我們也進一步了解到他們當
地燒燙傷意外事件發生的嚴重程度。為了更進一步借鏡兒燙的成功經驗，雙方在幾
次洽談之後，確定了這次九月份昆明參訪活動的舉辦！除了參觀昆明醫學院第二附
屬醫院的燒傷科外，我們也就三個主題：基金會的成立與社會功能、燒燙傷的三級
預防及夏令營的籌辦，與他們進行研討與分享。
兒燙至今已走過二十二個年頭，
一路上也曾面臨多次大環境不景氣的
困難與挑戰，但我們最終都能克服困
境，順利完成多項重要工作，繼續在
各項服務燒燙傷兒童的事功上努力前
進。然而我們都知道，兒燙今日的成
功並非閉門造車，我們也是透過不斷
的觀摩學習，參考不同的經驗之後，
進一步加強與改進，才能造就這許多
有目共睹的成就。

大陸昆明參訪研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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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昆明訪問行，很開心能本
著人道關懷的信念，將經驗無私地與
其他有需要的人分享，期望能協助昆
明地區降低燒燙傷的發生率，並進一
步協助建立正確的急救觀念。

兒 燙 動 態

預防宣導教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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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燙傷基金會
2010年合約醫院工作研討會
會議時間：2010年8月27日(星期五)13:00-17:00
會議地點：馬偕紀念醫院15樓階梯講堂
時

間

13:00-13:05

內

容

主

講

人

開幕式致詞
【余經邦董事長、馬偕紀念醫院蔡正河院長、燒傷學會謝俊昇理事長】

燒燙傷研究專題報告【引言人：陳恆常董事】
13:05-13:08

引言

陳恆常董事

13:08-13:23

顆粒細胞刺激因子於大鼠燒燙傷口上
組織再生的機轉及應用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整形外科 李書欣 醫師

13:23-13:38

以 Aquacel 敷料攜帶臍帶間葉幹細胞
治療燒燙傷慢性潰瘍

三軍總醫院整形外科
陳天牧 教授

13:38-13:53

全部體內植入式骨骼牽引延長器之設
計及其於應用在動物之實驗備以後手
燙傷病患之重建

馬偕紀念醫院整形外科
杜隆成 醫師

專題演講【引言人：董光義董事】
13:53-13:55

引言

董光義董事

13:55-14:35

專題演講一：
Extending the Resources of Burn
Management to Economically
Developing Countries

Ted T. Huang, M.D.
Division of Plastic Surger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Galveston Texas , USA

14:35-15:15

專題演講二：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Burn Care
and Prevention in Low-Income
Countries

Michael Dickens Peck, M.D.
Director of Ambulatory and Outreach
Programs, Arizona Burn Center , USA

15:15-15:30

茶敘

復健暨營養專題報告【引言人：黃惠芬代執行長】

會議研習心得報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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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5:35

引言

黃惠芬代執行長

15:35-15:50

復健之路是否有另外的選擇？－－
wii遊戲機在燒傷病房的應用

奇美醫院 曾瓊瑩護理長

15:50-16:05

燒傷病患之營養照護

國軍左營總院

李婉君營養師

兒童燙傷基金會各項業務報告及交流討論【引言人：黃惠芬代執行長】

16:05-17:00

燙傷兒童夏令營方案成果報告
流行病學登錄要點暨系統改寫報告
醫療及醫材補助申請
會務交流及Q&A

黃惠芬 代執行長
董光義董事

杏 林 天 地
成大外科

陳琮琳 醫師

第四十二屆美國燒傷學會紀事
美國燒傷學會年會是當今世界有關燒傷會議中，內容最豐富、品質也最齊全的會
議。今年會議地點選在波士頓，離上一次該地點舉辦年會是九年前Dr. Tompkins RG 為
美國燒傷學會理事長時。今日學會理事長為Dr. Sheridan RL，而Dr. Tompkins是時下國際
燒傷學會理事長，二者同為Boston Shriners Hospital for Children 之同事，及該group之副、
正主管。
年會時間是三月九日至十二日，但由於該group為感謝Dr. Burke J(第十四屆美國燒
傷學會理事長) 長期經營Boston Shriners Hospital 有成及桃李滿天下。特意在三月八日
晚上聚集門生們一起為Dr. Burke祝福及感謝，因此筆者於三月七日下午即先到Boston，
晚宴地點在Harvard Club，來賓除筆者(台灣)外有Dr. Royle G (英)、Dr. Aikawa N(日)、Dr.
Shinozawa Y(日)、Tredqet E E(加)，及其他美國學者，共三十六人。晚宴中認識了Yannas
博士，他與Dr. Burke 同為全世界第一種用組織工程製造成知名合成物(Integra)而日後
可再生為人體組織之發明人；Dr. Tredget 自豪於他新設立的Burn center 已有效地降低
病人感染率及對於他上一次(兩年前，ISBI蒙特婁)未能有空陪同參觀他的燒傷中心而抱
歉；Dr. Aikawa 則主動告知他已退休，現為財團法人國際醫學交流資訊中心的負責人
(Chairman)及慶應義塾大學之名譽教授。晚宴從六點半一直至九時許在歡樂中結束。
三月九日起，同時段即有數個不同討論會、座談會或委員會議在進行，例如
Educational Symposium, ABLS, Tissue Banking Special Interest Group, Psychosocial Special
Interest Group, Nutrition Special Interest Group…等，我則選擇了Rehabilitation Workshop。
該Workshop 題目為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of Hypertrophic scar 含蓋醫師、職能治療
師、物理治療師及少數位病人約共三百多人參加。第一位學者Dr. Galriel V (達拉斯醫
胞趨化，且因此而導致不同結果之疤痕；職能治療師Lisa Forbes演講Burn Scar Outcome
Measurement相當精彩，其內容可參考2009年JBCR文章。第三子題也是由職能治療師
(Nedelec B)說明High Tech Scar Quantification 詳細列舉十二種測量或評估疤痕之儀器或
設備及其各別優、缺點。三月十日開始重頭戲，有早上六點三十至七點四十五之同時
十三場Sunrise Symposia；Dr. Salisbury RE (第二十四屆美國燒傷學會理事長)主持Sun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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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心)講解疤痕之生理、病理變化，認為纖維母細胞有深、淺層之分，並受上皮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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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osia 功力一流有針對手部四度灼傷、掌、背側之不同固定角度進行討論。八點開
幕式，大會理事長Dr. Sheridan RL 報告了他參與海地大地震、911事件、等重大災難之
經驗，呼籲異地救災應持「Do what we can do. but not what we used to do.」；繼之分別
有感染、重症看護--代謝、傷口--組織工程、心理社會--結果、心理社會--疼痛，及復
健六領域之論文發表。是日下午，巧遇北卡張營養師，藉用機會問一些如血糖控制、
燒傷營養等等日前學術上主流看法。隔日早上，即與陳恆常醫師湊巧在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Facial Scars 之Sunrise Symposium相遇，該Symposium主席Klien MB為來自
Seattle Harborview Hospital，是一年輕、溫文儒雅之整形外科醫師，然內容則未見特殊。
緊接著又為全體會議，此會議由大會理事長Dr.Sheridan 主持，分別有Dr. Pruitt B A jr.回顧
ABA歷史至1980年代；Dr. Tompkins講Shrine Burn Outcome Program，此program自1996年
三月起迄今含蓋十八歲以下燒傷病人之問卷及追蹤調查，內容鉅細靡遺，是一相當大
program，最後還有Dr. Saffle JR之美國燒傷學會多家燒傷中心聯合試驗計畫之演講。之
後如同前一日，六領域之論文發表，分別為預防、嚴重照護、傷口癒合--基礎研究、
災難處理、復健及品質改善--結果。筆者十年前曾在Boston Shriners Hospital當研究員一
年與Sheridan理事長早有認識，他也很高興看到我參與此次大會；會中遇到國內較熟悉
學者除在Harvard Club中提起外還有Dr. Pruitt、Dr. Tompkins、Dr. Herndon、Dr. Monlar、Dr.
Yu.、Dr. Peck…等。由於長榮航班及成大公務影響，我只能在十一日下午離開Boston回
台。此次為筆者第五次參加美國燒傷學會年會，回顧過去與當今會議安排，架構不甚
差別，然而嚴謹度及品質控制更加細緻。尤其各主要會議或討論會，除有明確主題及
應不同學習者需求之不同課程外，更有清楚標示與會者學習目標。此種以「與會者」
角度為核心之學術活動，實已具正規教育體制之精髓和實現，也值得國內各學會參考
及努力方向。

會議研習心得報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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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席Dr. Robert L Sheridan 對全體會員演講 Dr. John Burke(圖右) 史上第一個可轉化成
人體組織之組織工程產品(Integra)的發明人

杏 林 天 地
成大外科

陳琮琳 醫師

第15屆國際燒傷學會
學術研討會紀要
「目的」：
分享研究結果、學習他人經驗並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以增進國際交流。
「過程」：
六月二十日清晨搭華航經首爾轉土耳其，於當日晚抵達伊士坦丁堡。
六月二十一日報到及參與來會學者聚會(Welcome Party)。在此聚會中與大會
主席也是個人十年前美國研究時指導教授RG Tompkins相見歡，另與加拿大
EE.Tregget 、日本Naoki Aikawa、 韓國DC Kim、美國Ming Yu、 Dr.MB Donelan
等老朋友閒聊。
六月二十二日開幕式並開始三天半之學術研討會，其中並有發表研究結
果。研究論文為98年成醫研計畫之部分(見附件)。
除發表論文外特地參與有Symposium 之會場如 Research in Burn 、Metabolism/
Nutrition、 Skin Substitutes 、Reconstruction in Burns、Wound Management /Infection
Control。其中以Skin Substitutes那場當今醫療使用各種人工合成真皮之種類及比較最為
吸引注目。
會期中遇到西雅圖N Gibran(Chief of burn center, Harborview Hospital),她是潘信誠醫師
現在在美國進修的指導老師相當誇讚潘醫師，也期望潘醫師會有如期成果 。
Dr.MB Donelan任職哈副教授為一整形外科醫師尤其對燒傷後傷疤之整形有獨特成就，
接受邀請來成大醫院演講並交流。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搭機離開，六月二十五日下午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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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獲大會邀請演講；他也接受台灣燒傷學會邀請為明年年會外賓。藉此之便，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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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國際燒傷學會學術研討會為唯一全球性燒傷學會，與會者及其文章不
會如美國或歐洲燒傷學會般只呈現已開發國家擁有資源才能達成的侷限
性，相對地可擴展視野及學習多樣性。
兒燙基金會贊助台灣學者醫師積極參與國際會議可接受到國際級專家
在相關領域做有系統性地介紹及複習(Symposium) ，也可瞭解新的臨床治療
概念及趨勢有利於提升機構和國內臨床醫療品質並嘉惠於燒傷病患。
此次台灣參與學者含陽光基金會兩人共十五人，比起韓國三十六人少
了一半多，在世界上有多個背景相似同時也是競爭的國家韓國而言，對我
國此領域發展和競爭是一隱憂。

會議研習心得報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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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 林 天 地
長庚整形外科

楊瑞永 醫師

台灣在世界燒傷學會的角色
世界燒傷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Burn Injuries, ISBI)五十歲了，它對世人的貢獻有
多大呢？台灣在這學會裏的角色又如何呢？
這一次的第15屆世界燒傷國際會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Istanbul)舉行,同時慶祝學
會成立50週年。台灣燒傷界照例有許多人前往參加，並發表專題演講，口頭報告或張
貼論文海報。其中大半由兒童燙傷基金會補助並組團前往，包括數位歷任台灣燒傷學
會理事長、資深護理師及兒燙董事等。其他有自行前往的，也有陽光基金會人員共17
人，一共發表二個專題演講、八篇口頭報告及八篇論文海報。除了學術活動，也參與
多項社交活動及會務工作，可說整個會議到處都有台灣的影子，常然不容國際社會忽
視。
世界燒傷學會將它的成員分佈分成六個區。台灣、日本、韓國、新加坡及澳洲等
被歸在西太平洋區。大陸、印度、泰國等歸在東南亞區。在50週年慶祝會上，西太平
洋區代表日本慶應大學Naoki Aikawa（相川直樹）教授提到本區對世界燒傷會議的貢獻
時，提到台灣參加學會的活動會員有64名，僅次於日本的76名，卻遠超過韓國的6名，
也比東南亞區的大陸的23名多很多。十年來(2000-2010)在學會雜誌(Burns)上，台灣有56
篇。世界排名第十一。在另一本國際燒傷雜誌(Journal of Burn Care and Research, JBCR)有
9篇，排名第十五。在外傷國際雜誌(Trauma)則有213篇，排名第四。此外台灣還舉辦過
第三屆亞太燒傷會議(3rd APBC)，由本人擔任主席，除了邀請亞太區外，也邀請其他區
包括美洲許多國際友人參加。這個會議也被相川直樹教授列為台灣對世界燒傷學會的
貢獻。每次世界燒傷會議之舉辦，台灣都有一大票人參加。因此不論那個國家主辦，
都會熱情邀請台灣燒傷界人士參加，顯示此會議非常重視我們的參與。
國際外科周(International Surgical Week, ISW)都會提供燒傷醫療相關講師及節目共襄盛
舉。本人也曾應燒傷學會之邀，遠赴墨西哥參加國際燒傷週會議。至於與世界衛生組
織的聯繫，也很緊密，有專人溝通，更積極響應世衛的呼籲，支援落後及發展中國家
如不丹、尼泊爾….等的燒傷醫療。本次會議中，西雅圖的燒傷界大老D.Heimbach就報
導了那些區域燒傷醫療資源的匱乏。台灣既然很積極參與世界燒傷學會，常然也會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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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燒傷學會與世界外科學會及世界衛生組織(WHO)都有密切的聯繫，每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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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世衛的呼籲，希望有機會能直接參與世衛的活動。
這次本人發表一個專題演講，指出灼傷病房感染的問題仍然方興未艾。尤其經常出
現抗藥菌種包括MDRAB（多重抗藥性AB菌）及VRE（抗萬古黴素腸道球菌），造成許
多醫療上的困擾。除了危害病人本身外，也威脅整個病房的作業，值得重視，更值得
將各國經驗提到國際燒傷學會上討論。另外，我也發表一篇實驗報告，經病人同意，
從人體剩餘檢體取得的肥厚性疤痕或疤瘤，埋入不具排斥性的裸鼠身上，研究各種藥
物注射抑制疤痕增生的效用。打算研發出一種雞尾酒配方，來控制疤痕增生。此外還
張貼一篇論文海報，利用痕內切除術加上減厚（Debulk）技術來整建耳部3D結構的持
久性肥厚疤痕，效果不錯。很高興有外籍友人詢問及討論我的做法，還有人來攝影存
檔（附圖一）。另外發表一篇用內側腿部皮瓣重建複雜性（動態加靜態）燒傷後疤痕
攣縮的功能及外觀。另一篇是探討糖尿病足嚴重度的分析及處理。反應還不錯，都有
人提問。這兩篇是代替因故不能來的馮醫師做報告，這樣代報告可避免演講者沒出現
（no show）的尷尬，不要像有些地方只繳出題目，沒來報告。而且本人在每次演講最
後一張幻燈片都會打上謝謝聽講，歡迎來台（附圖二）的圖案，藉此增加台灣的曝光
率。
除了本人的演講外，同行的報告或海報也都很精彩，而且積極參與大會的活動，
如開幕典禮、歡迎晚會、會員大會、50週年慶祝大會及大會晚宴等等。當然被世界燒
傷學會認定是重要的成員。這是台灣燒傷界及兒燙及陽光兩大基金會努力的成果，值
得寶貴並持續。
（註）此次活動受到兒燙的補助，謹此致謝！

會議研習心得報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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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附圖二

杏 林 天 地
國軍左營總醫院

謝俊昇 醫師

參加第十五屆
ＩＳＢＩ燒傷會議心得報告
晨曦中自桃園機場起飛，經韓國
仁川轉機，飛抵土耳其伊斯坦堡正好
夜幕低垂，感覺就好像早上出門，晚
上到達，但事實上因時區的關係已是
經過了將近一個晝夜，這是参 參 加國際
會議以來飛的最遠的一次了。此次台
灣的參加人數也許也是因為地點較遠
的關係，比往年要少了許多。
此次雖是ＩＳＢＩ第15屆的
國際會議，但也是第50個Anniversary Plenary Session，所以也是ＩＳＢＩ的Golden
Anniversary。大會主席 Dr. Tompkins特別以「ＩＳＢＩ－Vision for the Future」來與與
會的世界各地燒傷治療的專家學者共勉。世界燒傷界大老 Dr. Heimbach ，接著也以燒
傷治療在過去幾十年來的進步闡述「How far have we come?」「Where are we now?」
「Where to go next?」，要從事燒傷治療的每個人思考，當文明世界的燒傷治療存活
率LD50己從60年前的30%體表面積提昇到現今的70%體表面積；治療結果也以 excellent
cosmetic和functional results為目標時，我們要如何放眼燒傷治療的未來？或許


★協助改善開發中國家及地區的燒傷治療品質
★解決大面積燒傷病人重返社會的問題
★繼續全球推動燒燙傷預防宣導工作
是我們可以做的下一步工作吧！
這次會議也是ＩＳＢＩ主席及各區代表的改選年。亞洲區代表成員之一日本的
Prof. Aikawa在卸任前特別報告及分析亞洲區各國在ＩＳＢＩ活動中的表現，包括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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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對燒傷治療，包括傷口深度、手術時機及疤痕預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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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文章的數量、活動會員人數、舉辦的各項燒傷會議等。台灣地區雖然人口只有
二千三百萬，但在ＩＳＢＩ活動的参與、文章發表數、活動會員數等都名列前矛，這是
我們的榮譽，也是所有前輩努力的成果。而Aikawa教授也特別在報告中推崇中華民國
兒童燙傷基金會多年來對國際燒傷的貢獻，不謹贊助各項國際會議，也自西元2000年
開始舉辦燒傷兒童夏令營的活動，（圖ニ）真是成就非凡、貢獻良多！而此次的改選，
兒燙基金會的陳恆常董事也膺選為亞洲區代表之一，真是值得為他高興！新的ＩＳＢ
Ｉ主席則由荷蘭的David P. Mackie, M.D擔任。
這次會議議題共有18個MAIN TOPICS，包括Burn 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on、 Acute
Management、Anesthesia, Pain Management, Intensive Care、Clinical and Intensive Care、
Inhalation Injury、Infection Control、Metabolism / Nutrition、Nursing / Pain Prevention、Wound
Management、Immunology、Management of Bur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sychosocial
Post-Burn Psychological Reactions、Burn Reconstruction, Scar Management and Rehabilitation、
Skin Substitute、World Wide Management of Pediatric Burn Care、Transplantation、Mass
Casualty and Disaster Planning、Research in Burns等等。議題多、場地也多，雖然依自己的
興趣與時間，事先排定勾選了許多想聽的題目，卻也常常因為時間衝突而不得作罷！
不過在重建手術方面倒是有許多收獲。如韓國Dr. Kim對燒傷後顏面五官的重建；Dr.Jang
燒傷後頭頸部的疤痕重建；日本Dr. Sakurai以Tissue expander重建燒傷後疤痕等，都讓人
覺得讚嘆不已！
本屆會議共有325篇口頭論文發表及302篇海報論文張貼，另外還有一些Scientific
Symposium。台灣代表團有兩篇口頭
論文報告，海報張貼則有6篇。可能
是先天語言背景的關係，這使得國人
總覺得用英文發表論文有著一股莫名
的壓力，這是我們要努力克服及訓練

會議研習心得報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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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個重要課題。最後則要感謝兒
童燙傷基金會多年來對國內燒傷治療
的貢獻，能獲得國內外專家學者的肯
定，真可謂是實至名歸啊！

杏 林 天 地
三軍總醫院

鄧守成 醫師

鄧守成醫師參加第15屆國際
燒傷學會年會會議心得報告
這次有機會投稿海報於第15屆國際燒傷學會年會發表，我所發表的題目是前外側
反轉皮瓣用於膝蓋部位嚴重燒燙傷覆蓋之研究與臨床案例分享。因為學會開會地點的
關係至土耳其伊斯坦堡開會，進而有機會與世界各國燒傷醫療界大師與前輩做資訊與
技術交流，了解燒傷醫療現況最新發展，癒後所做的處理及未來的展望，相信回國後
有助於促進個人提昇國內燒傷醫療的品質。
這次開會在土耳其，也見識到兒童燙傷基金會的理事及顧問群們對國際事務的積
極參與，另人刮目相看，也值得後輩學習，因為他們不但在重要國際場合為台灣發
聲，確保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更對國際友人的情誼穩固擢墨甚深，當然他們對專業
的燒燙傷議題更是有獨到的見解。會中有幸參觀世界著名景點之一 : 藍色清真寺，進
入清真寺參觀需脫下鞋子，特地將襪子也脫了，赤足踏在昂貴又柔軟的地毯上，陽光
透過彩色的玻璃投射在寺內，寺內顯得華麗而莊嚴，雖然我不是回教徒，但我也深深
受到週遭氛圍感動，在那一刻，我的心靈也得到平靜。在醫療病患的過程當中看盡生
老病死，人生百態，還能保持心境如平靜的湖水一般，這需要極大的修為，這一刻我
深刻的學習體會到。
大面積燒燙傷是重大醫療的一部份，所以如何避免燒燙傷以及各個國家燒燙傷所
抒發的原因也不相同，急性期的重症照護工具運用以及使用不同的植皮方式觀念，關
係到病患存活與癒後狀況，感染管控方式更是強調的重點，疤痕的復健與攣縮的治療
在會中也有許多專家提出他們的做法，後續心理復健，或其他燒傷相關基礎研究不外
乎希望能發展出理想的人工替代皮膚或減輕病患在療傷期疼痛及癒後疤痕的減少，對
病患而言是一大福音，這次在土耳其上課，現在各國的醫療品質已大幅提昇許多，有
新知，感謝學會讓我參與這次研討會上課，更感謝兒童燙傷基金會的旅費補助，這次
上課所學到新的醫療知識，相信在未來運用在燒傷醫療上必能提昇醫療品質，使病患
安全獲得改善，更減少醫療不必要支出，增進研究的能量。我也極力推薦有志從事燒
傷醫療的年輕工作者應有機會多參與像這樣的國際醫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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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在描述治療過程所用的醫材、照護時應注意事項及如何減少感染，讓我增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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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小 百 科
中華民國燒傷學會

吳玉蘭 資深護理師

燒燙傷急救 忌冰敷、亂塗藥
轉載自自由時報
每個人在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曾受過一些燒燙傷或曬傷，這些傷口大多是一度至
淺二度的小面積傷口，只要不受細菌感染，不需特殊處理，這些傷口多會在2至3週內
癒合，疤痕的顏色也會隨著時間慢慢消退。
只是很多人在處理燒燙傷的傷口時，有一些小錯誤，雖不至於有什麼大麻煩，但
也會讓人多痛苦好幾天。
◎錯誤一：燒燙傷後要立刻冰敷。
●正解：儘管大家對於燒燙傷的急救5字訣：「沖、脫、泡、蓋、送。」不陌生，可是
一旦遇到燒燙傷事件時，大多都沒依照正確的急救步驟處理。
高溫會傷害皮膚，低溫也會造成傷害。燒燙傷後，受損的皮膚已經失去表皮的保
護，不可以直接冰敷，以免凍傷。要立刻以緩和、流動的冷水沖30分鐘，或沖到不痛
為止。
◎錯誤二：燒燙傷後，要立刻塗抹藥膏才會趕快好。
●正解：塗抹藥膏會讓熱能包覆在皮膚上繼續傷害皮膚。燒燙傷後，要迅速將「熱」
移除，用風扇吹沒用，立刻沖水降溫，才是正確的處理方式。
◎錯誤三：高壓電才會電死人，一般的家用電電到了，也不會怎樣。
●正解：高壓電會立刻造成嚴重的傷害，甚至死亡，大多數人被一般的家用電電到雖
不致受傷，但電流若流經心、肺、腦、腎等重要器官也會造成傷害。
舉例來說：電流流經心臟易造成心律不整、心跳停止或死亡。還有，不管遭受何

新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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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電傷，只要患者有喪失意識的情形，即使只有幾秒鐘就恢復，皆應立刻送醫治療。

家 庭 小 百 科

因為有些電傷的症狀會延遲發生，一旦發生往往會讓人措手不及。
◎錯誤四：燒燙傷的水泡不可以弄破。
●正解：燒燙傷的水泡如果直徑小於2公分可不需弄破水泡，若水泡直徑大於2公分，
或水泡的位置在關節等活動頻繁處及易摩擦處，為避免不小心弄破水泡，造成更大
的傷口，可用無菌針頭、棉花棒將水泡刺破後，吸乾組織液，再用優碘消毒，蓋上紗
布，要注意不要移除水泡上的表皮，以做為保護層。
◎錯誤五：醬油、咖啡等深色的食物會讓疤痕的顏色變深。
●正解：疤痕的顏色變深，與紫外線照射後造成的色素沉著有很大的關係。燒燙傷傷
口癒合後防曬3至6個月，外出前，擦上防曬係數（SPF）15至30的防曬用品，或穿上長
衣褲皆可避免或減少色素沉著的情形。
深色食物不會讓疤痕顏色變深的，不過，菸、酒及刺激性食物會影響傷口的癒
合，傷口越慢癒合日後留下疤痕的機會也越大。所以為了傷口好，在傷口完全癒合以
前，這些東西還是少碰為妙。

新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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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情 驛 站
馬偕醫院燙傷中心

翁立窈 物理治療師

「燙傷小勇士！加油！」
五年前，當我剛踏進馬偕醫院成為燙傷中心的治療師時，我遇到了博文，那年他
六歲，已經在馬偕醫院持續地做了三四年的復健。每個禮拜五下午，媽媽會向公司請
假帶著他來運動治療室。當時，個兒小小又可愛活潑的他，總是把復健室當作是遊戲
基地，每次來復健時，除了帶著大大小小的玩具，還會在結束時，繞著治療室跳呀跳
的，抓著平行杆爬上爬下。然而，可愛俊俏的臉龐的臉上卻留著抹滅不了的疤痕印
記。
燒燙傷，實在是個可怕的事情。燙傷孩童的醫療復健歷程並不是在傷口復原離開
醫院就結束了。由於孩童還在生長發育的階段，而疤痕卻無法隨著身體的長高長胖一
起伸展，如果沒有做適當的整形及復健，疤痕的拉力會造成關節及身體的變形。所以
每隔幾年，孩童都得回到醫院接受整形及復健。除此之外，遭受燒燙傷的孩童，身體
需要許多蛋白質來供應傷口的修復，所以在研究中發現，尤其在受傷後的一兩年間，
遭受大面積燒燙傷的孩童與同年齡的孩童相較，體重較輕而身高較矮，但如果孩童有
持續地做肌力和心肺耐力訓練，則有助於骨質密度、肌肉密度及體重的增加。博文雖
然不是遭受大面積燒燙傷的孩子，不過我也為了他設計了一系列的肌力訓練活動。現
在他在班級中的身高排名，也不再一直都是前三名了。
博文的右腳踝及腳背的疤痕，影響他腳的使用能力。剛來醫院的時候，甚至沒辦

「燙傷小勇士！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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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單腳站及扶著欄杆墊腳尖，這其實會影響到他的跑跳等肢體活動的靈巧度，也會影
響到他上體育課的表現。為此，除了基本的伸展運動外，我也設計了一連串的障礙賽

心 情 驛 站

遊戲來增加他對下肢的使用能力，包括:過
獨木橋、跳階梯等等。還好，博文是個好動
樂觀的孩子，很喜歡這些遊戲，也因為這樣持
續地復健，他的狀況越來越好。在做伸展運動
時，疤痕的牽拉造成的疼痛往往讓他受不了，這時
候他會試著拿起他喜歡的玩具(現在則是一本又一本
的課外讀物)，轉移自己的注意力。現在的他，單腳站
已經不是他的問題，不過右小腿的力量仍然較差，在單
腳跳和跑跳上仍在加強中。
燒燙傷孩童的復健是個辛苦且漫長的過程。家長的陪伴與適時的教導，讓孩子在
這一連串的生理折磨下，仍能保持著正向健康的心。五年前的他，還是個懵懂的孩
子，常在痛得受不了的時候鬧脾氣，嘟著小嘴拒絕復健，也曾經治療室裡流著眼淚，
哭著問媽媽說:「為什麼是我?失火的時候你們在哪裡?哥哥就不用做復健?」而媽媽總是
在旁陪伴他教導他。
至於，他臉上的疤痕，他的媽媽說:「未來的醫療美容技術不是會越來越好嗎?」他
們期待在未來，如果老天許可，博文長大成人後，好好做一次美容整形手術，還給他
俊俏的臉龐。
轉眼間，我已擔任這份專職的燒燙傷物理治療師五年多了，十分感謝中華民國兒
童燙傷基金會及馬偕醫院給我這個機會能夠地幫這些遭受燒燙傷的孩童們復健。而內
而自暴自棄，相反地，勇敢去承接這份老天爺莫名奇妙的禮物。看著他們的每每在做
復健時努力，心裡面總是洋溢起一份感動，大喊著：「小勇士們！加油！」。

「燙傷小勇士！加油！」

心深處最支持我繼續下去的力量，就是能看到這些孩童們不會因為疤痕而自憐，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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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情 驛 站
國軍左營總醫院 陳芳儀 社工

烙印天使，展翅高飛吧！
阿燕（化名）與男友曾是事業和情感的夥伴，男友因職務之便，背著阿燕與另一
名女子交往，甚至瞞著阿燕與對方論及婚嫁。
阿燕在朋友勸告下，意外發現男友背棄的事實，一氣之下服藥燒炭，以為用死來
警告男友，可以讓男友回心轉意，重新回到她身邊。但因為，燒炭時距離火源太近，
加上安眠藥物催化下，導致精神狀況昏沉，一不小心跌入炭堆中，阿燕昏睡過去，但
腳卻仍陷在炭堆中不自覺，也不知道過了多久，被家人發現，緊急送醫，因為接觸性
燙傷時間過久，造成阿燕的左下肢嚴重灼傷，醫師評估後，為維持阿燕的生命，建議
進行截肢手術，這讓平時喜愛跳舞和運動的阿燕，完全無法接受，難過的在病房裡大
哭大叫。
住院期間，阿燕不斷企盼男友能到醫院探視他，心理仍抱有一絲期待，認為男友
會因為心疼她為情受傷而回心轉意。然而，日子一天天過去，男友不僅沒有出現，阿
燕反倒是不斷接到廠商催費通知，和銀行催帳通知，阿燕才知道，男友在阿燕住院期
間，利用公司和阿燕名義借貸多筆款項，造成阿燕不僅信用破產，還負債累累！
家人雖然對阿燕自我傷害的行為很不諒解，但仍一路扶持和支持阿燕經歷住院期
間水療換藥與手術的痛苦，面對積欠大筆負債，母親與妹妹也鼓勵阿燕勇敢面對，家
人一起想辦法解決，只是母女三人，能想的辦法實在有限，阿燕氣不過，執意要找男
友理論，可是他就像是石沉大海般，了無音訊！
阿燕的母親變賣所有值錢的首飾和土地，

烙印天使，展翅高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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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兼三份工作，努力幫阿燕還債，妹妹
則是半工半讀，累積薪水貼補家用，
母親與妹妹的付出，感動了原先仍
有求死念頭的阿燕，阿燕終於想
通，了解到自己為這樣負心的男

心 情 驛 站

友付出寶貴生命實在太不值得，於是阿燕開
始努力復健，也透過社工聯繫義肢公司，打
算裝上義肢來重新面對生活。
對男友，阿燕已經不想再去回想，也不
想再聯繫，現在的阿燕只想為自己、母親和
妹妹重新振作過生活，重新對自己負責，過自
己的新人生！
人一生中難免遭受挫折和困境，但希望總在生
命的轉彎處；我們都清楚，『直線』是兩點最短的距離
，然而，並非每個的生命道路都可以如願以償的以直線方式前
進。換個角度想，如果，必須拐了好幾個彎，繞了好幾條道路才能抵達目的地，雖然
過程辛苦，但也並非全然是負面的，相反，也可能讓你的生命，有不同的發現、想法
和視野，甚至有可能因此，走出另一條全新的道路。
人生並非只有片段的「際遇」而已，人生是一連串「累積」的過程。天底下沒有
走不通的死胡同，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另覓出路，找尋新的可能性，因此，不應自陷絕
境，多數沒有辦法嗅出「此路不通」所發出的訊息的人，總是在絕望的當下，還苦苦
守著「絕路」不放，不懂得該給自己再找另一個新的可能，或者新的出路。
如果你正是那個站在痛苦角落的人，別忘了！凡事都有很多的面向，不要害怕被否
定、被拒絕，人活著並不是為了迎合別人的期待，倘若，你仍不能看透這一點，你終
將煩惱終日，痛苦以終。因為這樣將在你的生命最深刻的記憶中，永遠都是悲傷的部
份比較多，因為，快樂的時光總是容易被忽略，你僅記得痛苦與傷痛。但當你逐漸養
成以開朗態度去看待事物或困難，你的信念就會燃起明亮的火焰。那麼你會發現，希
當你面對絕境時不妨想想，你如何看待生命？
個人認為，人要把自己安排得妥妥當當，絕不是件簡單的事。因為，「自己」往往
是最難擺平的。但也只有你，可以為自己的人生做決定，你如何看待生命，生命就會
如實的回饋你。如何選擇自己喜愛的色彩，盡情的塗抹你的天堂或地獄，因為，天堂
與地獄皆在你的一念之間。

烙印天使，展翅高飛吧！

望和機會自然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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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燙傷心得
我在兩歲多時，因為爺爺在家裡點精油不小
心引起火災，我就被火燒傷了，所以，我得一直
過著開刀和復健的生活。
當時，因為爺爺的不注意，讓整個客廳燒起
來，而爺爺和在旁邊的我跟媽媽都被火燒傷了，
但我只有兩歲多，我的右臉及右手手指和雙腳都
被火燒到，燙傷的面積就有１７％，而且我是三
度燒傷，三個人裡最嚴重的，我第一次開刀時，我才兩歲，每個人都很擔心我，祈禱
我平安無事、度過難關。而我當然開刀順利，使大家鬆了一口氣。之後因為疤痕厚了
起來，又做了七次手術。
但是，對我來說，是個艱難的開始，因為上小學時怎麼辦，同學都會看著我，就
連路過的陌生人也會看我，心想：「為甚麼他的臉上，紅紅的、凹凸不平的，看上去
怪怪的。」所以，只有在醫院時，才不會覺得
很特別，因為裡面的人，都是被火燒傷的，而
在醫院時就是在做復健，所以，做復健這件事是
我習以為常的。但是，我做的越認真，疤就消的
越多，雖然無法消到不見，但是我卻很喜歡做復
健，因為愈來愈好，再經過開刀，就能改善我的
雙腳。所以我要努力做復健、乖乖開刀，希望有
個健康的雙腳。
被火燒傷使我知道，很多事是不公平的，但
是我相信只要經過復健、開刀，我就能變的比現
在更健康。被火燒傷，使我知道，生命的寶貴，
因為，世界這麼大，有許多跟我一樣受傷的人，
在為自己和別人奮鬥。最後，我領悟到，對我來

燙傷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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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燒傷是一個學習，讓我學會過著和別人不同
的人生，學會在別人不同的眼光下生活。

心 情 驛 站
彰化基督教醫院社會工作部 陳玉純

燒燙傷預防宣導
彰化基督教醫院從91年便開始至彰化
縣市各國小及幼稚園，宣導燒燙傷預防的觀
念，由於每年活動都受到十分熱烈的迴響及
反應，所以醫療團隊也一直致力於將預防宣
導的觀念延伸到更多角落。
每場預防宣導講座，彰基燙傷中心護理
師都會以活潑易懂的教學方式及教材，介紹
居家燒燙傷的預防方法，我們每天生活的環
境包括客廳、臥房、浴室、廚房、戶外，都潛藏著危險來源，學童若能有安全防護的
觀念，可以大大降低燒燙傷發生的機率。
若不慎遇到燒燙傷，正確的處理步驟，也可以讓傷害程度降低，故宣導講座中，
不但會說明沖脫泡蓋送正確處理方式，也會請小朋友表演燙傷處理流程，利用有獎徵
答的方式再做一次觀念的澄清。而民眾常有把米酒、特效藥、醬油、牙膏當成燙傷急
救藥物的錯誤行為，這也是近年護理師加強澄清的重要觀念。
校園及社區宣導的過程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讓學童、民眾體會及同理
燒燙傷患者的不便與辛苦之處，護理師會帶著彈性衣小娃娃，說明穿脫彈性衣的不方
便與辛苦，且需忍受他人異樣的眼光。學童發現穿上彈性衣時，不但要忍受身體緊繃
壓迫的感覺，還要遭受同儕的嘲笑，此時，護理師會試著引導學童體驗身體及心理不
舒服的感受，期望學童接納與關懷燒燙傷患者。
燒燙傷預防宣導的目的，不但是要預防，也希望這個社會對燒燙傷的患者能有多
在。

燒燙傷預防宣導

一點的理解與關懷。一個鼓勵的微笑，或是少一個異樣的眼光，都能讓他們處得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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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簡章
26

活 動 剪 影

第15屆ISBI會議

學 術 活 動 27

活 動 剪 影

2010合約醫院研討會

Dr.PECK 報告

李書欣醫師報告

陳天牧醫師專題報告

董光義醫師報告

28 學 術 活 動

活 動 剪 影

杜隆成專題報告

奇美醫院曾瓊瑩護理長專題報告

黃惠芬執行長報告

開幕式致詞 余經邦董事長

國軍左營醫院李婉君護理師專題報告

Dr. Ted Huang報告

學 術 活 動 29

活 動 剪 影

大陸昆明參訪剪影

30 學 術 活 動

活 動 剪 影

學 術 活 動 31

活 動 剪 影

基金會活動
2010/03/15參訪馬偕示範病房

互贈紀念品

馬偕醫院與本會董事意見交流

32 基 金 會 活 動

陳恆常主任說明

活 動 剪 影

2010/11/29-12/16摩爾莊園愛心發票捐贈活動

希望那些兒童可以趕快
好起來
我祝福他們快樂健康：)

你好：
我是摩爾莊園裡的洪○○(甜
甜)，我寄了發票，希望我這些發
票可以對你們有所幫助，也希望這
些燒燙傷朋友，可以加油！加油到
底，永遠挺你！

基 金 會 活 動 33

活 動 剪 影

2010/12/10立人國小冬令愛心捐贈活動

2010.12.10真愛聖誕在立人愛心捐款

2010/12/17 感恩之夜音樂會

34 基 金 會 活 動

活 動 剪 影

2010/12/18 西遊記大型特技舞台劇

基 金 會 活 動 35

活 動 剪 影

合約醫院活動
馬偕醫院12/5頭城農場病友聯誼會

36 合 約 醫 院 活 動

活 動 剪 影

彰化基督教醫院教育宣導

彰化埤頭國小宣導活動

彰化縣秀水鄉馬興社

彰化縣二林鎮新生國小

彰化縣二林鎮香田國小

合 約 醫 院 活 動 37

活 動 剪 影

彰化基督教醫院慶生會活動

病患出院當天慶生會

國軍左營總醫院2010燒燙傷病友活動

嘉義童年渡假村 大合照

滾鐵圈 回憶童年趣味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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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由兒燙基金會補助購置wii一
組，傷友體驗遊戲中復健的樂趣

活 動 剪 影

活動頒獎

國軍左營總醫院病房節慶活動

端午節活動，邀請受傷五年以上資深傷友，分享受傷後，居家如何
有效調適復健疼痛及癢、熱等的不適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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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剪 影

醫療團隊列席端午節活動，為傷友
補充說明居家照顧
聖誕節慶祝活動

國軍左營總醫院燒燙傷預防與急救宣導

幼扥兒所使用手偶布幕來說明燒燙
傷預防與急救

40 合 約 醫 院 活 動

邀請學員上台試穿彈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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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公關宣導小組工作報告
一. 重要活動：
時

間

活

動

說

明

由馬偕醫學院主辦之「六基金會董事聯誼會」假彭園餐廳舉行。

1月18日

「中華民國醫藥記者聯誼會」假中央健保局舉行，本會受邀參加並
提供年終摸彩禮券2000元。

1月20日

工作人員黃惠芬參加衛生署舉辦之「邀請大陸地區衛生專業人士來
台從事專業活動申請說明會」。

5月24日

本會前執行長陳景松卸任，本會於5月21日設宴國賓飯店舉辦送舊祝
福晚宴。

6月3日

本會吳佩芳出席由衛生署舉辦的「99年度衛生財團法人評核作業計
劃說明座談會」，並於7月14日收到衛生署來函配合辦理之文件，要
求提供96-98年度各項評核作業資料，工作人員於7月底完成準備相
關資料，8月2日送交海棠文教基金會評核。

7/8-12日

本會2010年「山林嘉年華」燙傷兒童夏令營假泰雅渡假村舉行，國
內外共計82人參加，活動圓滿成功。

7月19日

本會完成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所要求繳交之財務報告及業務工作
報告，並公佈於該聯盟網站供社會大眾查詢。

10月15日

菲律賓慈壇社來訪，感謝陳恆常董事協助進行基金會工作介紹，本
會並於中午設宴國賓款待。

11月7日

黃惠芬執行長受邀至城中扶青團演講。

11月10日

中華醫學會燒傷外科分會來函邀請高信董事參加上海舉行的學術年
會並進行二十分鐘的燒燙傷預防專題報告。

11月30日

2010年夏令營專刊會訊與活動記錄光碟已製作完成，並寄送給參加
的小朋友與夏令營工作人員。

12月17日

「兒燙22-感恩之夜紀念音樂會」假台北馬偕紀念醫院福音樓9樓大
禮堂順利舉辦。

2 0 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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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業、單位合作活動：
日

期

單

位

內

容

5月16日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假台中縣大雅公園舉辦「當我們『童』在一起 健
康成長樂無比」兒童健康發展篩檢園遊會，本會
受邀設攤宣導。

7月25日

台北縣中
和雲林同鄉會

假中和市錦和運動公園舉辦「愛心暨社福宣導園
遊會」，本會受邀參加設攤宣導。

8月7日
及
8月28日

台北市保母協會

假碧湖公園及大安森林公園舉辦「媽咪寶貝歡樂
爸」宣導活動，本會受邀為協辦單位並設攤宣
導。

7月30日
至
8月2日

中華流行藝術技藝發
展協進會

假華山藝文中心舉辦2010世界紋身菁英博覽會，
開幕式中安排義賣紀念T恤，本次活動捐款本會
共計壹萬伍仟元正。

10月8日

如果兒童劇團

邀請本會燙傷兒童及家屬參加十週年慶祝大戲
「千禧蟲蟲歷險記」總彩排場演出，連工作人員
共計22人參加。

12月4日

財團法人台灣
痲瘋救濟基金會

假新店碧潭舉辦「台灣愛很大」園遊會，本會受
邀設攤宣導。

12月4日
至
12月12日

聖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假世貿一館舉辦「99資訊月‧Selina祈福活動」，
共有3000多名民眾參與簽名祈福，聖藍科技於1
月18日捐贈伍萬元正給本會。

台灣淘米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0愛心活動合作企劃案」圓滿結案，活動共
募集35,761張發票，發票於1月25日起開始安排義
工對獎。總中獎金額為新台幣壹萬伍仟陸佰元
整。

12月24日

三. 捐款活動：
2 0 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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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單

位

5月25日

台北市長江獅子會

12月10日

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
國民中小學

內

容

假故宮晶華餐廳舉行會長交接暨新任理監事、會
職員宣誓就職典禮，會中並捐贈本會社會服務金
新台幣伍萬元正。
捐贈參萬元給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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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公司團體來訪簡介：
日

期

單

位

4月12日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師生一行九人於4月12日來訪本會進行非營利事
業組織參訪。

10月20日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林婉珊老師及16位學生來訪本會。

10月21日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鄭竹惠老師及16位學生來訪本會。

11月18日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2位老師及16位學生來訪本會。

12月28日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1位老師及7位學生來訪本會。

五. 媒體、廣告及專欄：
日

期

合作媒體/公司

7月1日
至
9月30日

新邏輯有限公司

統聯客運車背刊登「讓愛延續」平面廣告，車輛數
共計30輛。

8月1日

嘉軒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

於公務車上刊登愛心捐款公益團體資料共四家，本
會為受邀刊登其中一家，刊登純屬公益廣告用途將
不收取任何廣告費用並將張貼1至3年。

10月15日

東森新聞

11月9日

NEWS98新聞台

趙自強主持的「九點強強滾」節目電話call out本會
董光義董事。

奇威洛克國際
事業有限公司

本會平面形象廣告「演藝人員用行動，溫暖燙傷兒
童的心」正式刊登於高鐵台北站售票處(微風廣場段
)，奇威洛克國際事業有限公司並再加贈本會台北站
兩個版面。

六. 社會心理、回歸重建活動方案

容

採訪蒐集燙傷兒童傷後心理重建相關資訊。

2 0 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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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導教育：
燒燙傷預防急救宣導：
單

位

馬偕紀念醫院

場次/活動名稱

人次

結算金額

預算

使用率

燒燙傷預防與急救宣導暨
病患回歸輔導

5,294

7,859

28,000

28.07%

燙傷社區醫療講座

0

-

8,800

0%

5,294

7,859

36,800

21.36%

燒燙傷預防與急救教育宣導活動

4,344

26,665

44,000

60.6%

99年度燒燙傷預防教育宣導研習會

105

18,200

18,200

100%

4,449

44,865

62,200

72.13%

345

14,722

19,000

77.5%

345

14,722

19,000

77.5%

10,088

67,446

118,000

57.16%

計劃名稱

人次

結算金額

預算

使用率

燒燙傷兒童支持團體

20

26,600

26,900

98.9%

燒燙傷病友支持團體

20

20,600

20,850

98.8%

40

47,200

47,750

98.8%

小計
彰化基督教醫院
小計
國軍左營醫院

燒燙傷預防宣導活動

小計

總

計

（二）回歸生活與社會方案
1.燒燙傷病患及家屬座談會、支持團體：
申請單位
馬偕紀念醫院
小計

2.燒燙傷病患及家屬聯誼活動：
單

位

2 0 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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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

人次 結算金額

預算

使用率

馬偕醫院燙傷中心節慶聚會
慶祝活動

77

16,802

30,400

55.3%

燙傷病友聯誼會

80

58,349

62,000

94.1%

157

75,151

92,400

81.33%

77

58,598

67,850

86.4%

77

58,598

67,850

86.4%

小計

小計
44

活動名稱

99年度燒燙傷病友醫療講座暨聯
誼會~相約泰雅渡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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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左營醫院

燒燙傷病房系列~
病房節慶聯誼活動

103

25,335

44,000

57.6%

燒燙傷病房系列~一日遊

80

57,833

99,000

58.4%

燒燙傷病房系列~動動腦 動動身
體 大家一起wii起來

80

13,020

27,000

48.2%

263

96,188

170,000

56.58%

小計

總

計

497

229,937 330,250

70.0%

（三）各醫院預算與使用率整理：
申請單位

結算金額

預算

使用率

燒燙傷預防與急救宣導暨病患回歸輔導

7,859

28,000

28.07%

-

8,800

0%

燒燙傷兒童支持團體

26,600

26,900

98.9%

燒燙傷病友支持團體

20,600

20,850

98.8%

馬偕醫院燙傷中心節慶聚會慶祝活動

16,802

30,400

55.3%

燙傷病友聯誼會

58,349

62,000

94.1%

130,210

176,950

73.59%

燒燙傷預防與急救教育宣導活動

26,665

44,000

60.6%

99年度燒燙傷預防教育宣導研習會

18,200

18,200

100%

99年度燒燙傷病友醫療講座暨聯誼會~
相約泰雅渡假村

58,598

67,850

86.4%

103,463

130,050

79.56%

燒燙傷預防宣導活動

14,722

19,000

77.5%

燒燙傷病房系列~病房節慶聯誼活動

25,335

44,000

57.6%

燒燙傷病房系列~做伙趴趴走一日遊

57,833

99,000

58.4%

燒燙傷病房系列~
動動腦 動動身體 大家一起wii起來

13,020

27,000

48.2%

小計

110,910

189,000

58.68%

總計

344,583

496,000

69.47%

燙傷社區醫療講座
馬偕紀念
醫院

小計

彰化基督
教醫院

小計

國軍左營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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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醫研組工作報告
一、2010年醫療費用補助情況
（一）2010年度醫療費用使用分配
年度總金額為 1,864,448 元，支出年度預算 3,000,000 元之 62.15﹪；總補助 3,361 人次。
1. 按申請類別統計：急症期、重建期及門診義診，補助人次及費用如下：

補助人次
(單位：人次)

申請方式

急症期個案

重建期個案

門診義診個案
總

計

補助金額
(單位：元)

總計：82

653,015

35.02%

一般個案：12

81,892

4.39%

住院復健：67

550,400

29.52%

人工真皮：3

20,723

1.11%

總計：50

298,166

15.99%

一般個案：50

298,166

15.99%

人工真皮：0

0

0%

3,229

913,267

48.99%

3,361

1,864,448

100.00%

急症個案
月份

2 0 1本
0 會年度工作報告
46

一般個案

佔年度總補助
金額之比例

住院復健

重建個案
人工真皮

一般個案

人工真皮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一月

1

7,980

5

40,500

2

13,538

7

27,920

0

二月

0

0

8

62,800

0

0

5

31,221

三月

0

0

0

0

0

0

2

四月

0

0

8

38,300

0

0

五月

0

0

5

45,600

0

六月

0

0

7

17,450

七月

1

21,500

7

八月

1

6,048

九月

3

十月

門診義診

合計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0

292

104,132

307

194,070

0

0

268

74,873

281

168,894

11,380

0

0

127

26,896

129

38,276

7

22,529

0

0

228

59,514

243

120,343

0

4

33,180

0

0

277

70,947

286

149,727

0

0

3

16,000

0

0

280

63,252

290

96,702

46,950

0

0

8

83,350

0

0

450

128,246

466

280,046

0

0

1

7,185

1

2,944

0

0

183

60,491

186

76,668

16,179

5

51,100

0

0

3

7,080

0

0

172

52,747

183

127,106

2

10,605

9

99,700

0

0

4

16,145

0

0

304

106,537

319

232,987

十一月

3

10,580

4

46,600

0

0

3

25,137

0

0

135

35,810

145

118,127

十二月

1

9,000

9

101,400

0

0

3

21,280

0

0

513

129,822

526

261,502

合計

12

81,892

67

550,400

3

20,723

50

298,166

0

0

3,229 913,267 3,361 1,86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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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月份統計：各月份申請人次及金額如下表及下圖：
人次
金額

600

300,000

500

250,000

400

200,000

300

150,000

200

100,000

100

50,000

-

0

金額

人次

2010醫補每月人次及金額

十 二 月

十 一 月

十 月

九 月

八 月

七 月

六 月

五 月

四 月

三 月

二 月

一 月

備註：條狀圖為補助人次，曲線圖為補助金額。

（二）2010年補助個案醫療費用分配：
補助個案共計132人次，總金額 951,181元。其中申請項目：彈性衣、矽膠片、矽膠面膜、
未住院手術費、Acticoat、Albumin、組織擴張器、住院手術費及其他等六大項，共計 65 人
次申請，補助 400,781 元。住院復健費共計67人次，補助550,400元。
1. 個案補助項目的人次、金額統計資料如下：
彈性衣

矽膠片

矽膠面膜

未手術住院

個案補助
項目

Acticoat
Albumin

組織擴張器

住院手術
敷料

住院復建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合計

46 289584

8

15279

3

21980

3

26579

3

20723

1

5136

1

合計
金額

21500 67 550400 132 95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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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會年度工作報告
47

本 會 年 度 工 作 報 告
2.補助Acticoat及 Albumin等高價醫材(特案審查)各月份統計：
Acticoat

月份

Albumin

合計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一月

1

9,246

1

4,292

2

13,538

二月

0

0

0

0

0

0

三月

0

0

0

0

0

0

四月

0

0

0

0

0

0

五月

0

0

0

0

0

0

六月

0

0

0

0

0

0

七月

0

0

0

0

0

0

八月

1

4610

1

2575

2

7,185

九月

0

0

0

0

0

0

十月

0

0

0

0

0

0

十一月

0

0

0

0

0

0

十二月

0

0

0

0

0

0

合計

2

13,856

2

6,867

4

20,723

二、1989 年至 2010 年補助情形：
（一） 1989 年至 2010 年補助總金額為 184,203,149 元。
各年度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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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89

‘90

‘91

‘92

‘93

金

額

5,028,158

16,715,477

25,625,743

17,394,077

26,255,046

年

度

‘94

‘95

‘96

‘97

‘98

金

額

21,864,227

9,224,471

8,652,447

7,408,012

5,862,688

年

度

‘99

‘00

‘01

‘02

‘03

金

額

4,497,397

3,770,573

4,274,717

3,569,143

3,325,265

年

度

‘04

‘05

‘06

‘07

‘08

金

額

3,469,977

3,064,307

3,833,477

2,997,561

2,820,094

年

度

‘09

‘10

金

額

2,685,844

1,86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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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30,000,000
25,000,000
20,000,000
15,000,000

金額

10,000,000
5,000,000

19
8
19 9年
9
19 0年
9
19 1年
9
19 2年
9
19 3年
9
19 4年
9
19 5年
9
19 6年
9
19 7年
9
19 8年
9
20 9年
0
20 0年
0
20 1年
0
20 2年
0
20 3年
0
20 4年
0
20 5年
0
20 6年
0
20 7年
0
20 8年
0
20 9年
10
年

0

（二）1994至2010年各年度各項補助總金額比例：
各年度補助總金額申請類別比例（包含急症、重建個案及門診義診個案）
年 度

急症個案

重建個案

門診個案

佔各年度比例

1994

51.57%

39.34%

9.09%

100.00%

1995

46.16%

38.30%

15.54%

100.00%

27.32%

100.00%

（1995年4月開始實施全民健保制度）
1996

35.13%

37.55%

(基金會自1996年擴大業務服務為全年重建整形義診)
36.27%

29.36%

34.37%

100.00%

1998

25.70%

26.04%

48.26%

100.00%

1999

23.05%

19.76%

57.19%

100.00%

2000

13.14%

14.37%

72.50%

100.00%

2001

19.02%

9.07%

71.91%

100.00%

2002

14.69%

6.88%

78.43%

100.00%

2003

13.81%

15.57%

70.62%

100.00%

2004

6.03%

10.85%

83.12%

100.00%

2005

9.00%

13.54%

77.46%

100.00%

2006

18.62%

12.18%

69.19%

100.00%

2007

31.02%

13.47%

55.50%

100.00%

2008

26.55%

15.97%

57.51%

100.00%

2009

19.9%

21.96%

58.14%

100.00%

2010

35.02%

15.99%

48.99%

100.00%

2 0 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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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989至1993年的資料沒有急症個案與重建個案分類，故無法列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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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自1999年開始開放補助 Integra 材料費，2001年開始開放補助 Alloderm 材料費，
皆只限於重建個案使用。2004年開始補助急症期個案亦可使用 Meek。
註3：2006年8月開始補助三示範病房之個案在急症期住院復健費用。
（三）各年度總補助人次為99,866。
各年度申請類別補助人次（包含急症、重建個案及門診義診個案）
年 度

急症個案

重建個案

門診個案

各年度總計

1989

133

0

（資料不全）

133

1990

394

0

（資料不全）

394

1991

298

167

（資料不全）

465

1992

212

208

1,300

1,720

1993

242

304

2,871

3,417

1994

212

316

2,498

3,026

1995

78

309

881

1,268

3,944

4,657

（1995年4月開始實施全民健保制度）
1996

400

313

(基金會自1996年擴大業務服務為全年重建整形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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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386

267

5,628

6,281

1998

165

156

6,763

7,084

1999

101

95

6,763

6,959

2000

67

76

6,823

6,966

2001

65

47

6,886

6,998

2002

53

50

7,654

7,757

2003

41

68

6,570

6,679

2004

21

42

6,711

6,774

2005

21

44

5,806

5,871

2006

91

46

5,521

5,658

2007

114

31

5,044

5,189

2008

75

35

4,741

4,851

2009

68

52

4,238

4,358

2010

82

50

3,229

3,361

歷年總計

3,319

2,676

93,871

99,866

100,000
宏羚股份有限公司，滕光中
25,000
王琮文
20,000
冠麟投資有限公司，陳學哲，陳學媛
18,500
台北市美生慈壇社
15,000
曾瑞清，馮薇庭
12,700
台新銀行無名氏
12,666
恆久彩色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12,000
吳金枝，盧素鳳
10,400
莊文宏
10,000
邱吉耀，姚怡萱，徐浩棟，彭武豪，鄭立士，
鄭志宏，顏仲仁，羅泰松
6,000
葉麗斟
5,000
蕯摩亞商友添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吳娟雯，林慧珍，泰新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素卿，許富強，連瓊珍，陳月玲，陳孟澤，
陳禹臻，曾師傅正手工麻糬，劉俊杰，劉韋辰，
劉維貞，樓和心，蕭中庭
4,000
王綿，振久鋼鐵有限公司，黃梅蘭
3,000，大盟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毛百利，
王佳源，王念生，丘政倫，甘麗紅，吳松憲，
李阿香，李啟銘，李淑娟，杜蕾莉美容坊，
易伯良，易季良，林正隆，林敏雄.藍阿文，
林瑞麒，林麗瑄，林焱輝，柯秋梅，
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許澄江，陳美娟，
陳添財，順德木業有限公司，興美壓克力行，
謝春猛，蘇小麗
2,500
江邱純，徐蔚泓，趙瑞
2,305
黑手汽車商行
2,280
張素卿
2,000
于嗣弘，大東寰科技有限公司 吳吉田，毛嘉新，
王文博，王見元.賴姿曄.王暄銘.王紹睿，王思涵，
王寶雲，石淑華，全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吳明澤，吳重銘，李秋雲，李肇南，李銘芝，

卓昱嘉，周安茹，奇磊股份有限公司，
承航企業社，易仲良，林，林添財，林雅玲，
林瑋謙，邱國桐，品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姜宗成，姜玲華，姜皓文，姜雍漳，
恆暘貿易有限公司，施文龍，柯思如，胡聚芳，
凌蘊蓉，徐國雄.王瑞華，高惠芃.高紀安.
盧羽芳.高子斌，張志銘，張逸民，張鈴芬，
張麗玲，曹子庸，梁賽芳，許芝綾.江素娥，
郭巧玲，郭繼儀，陳光明，陳宜蓁，陳宛萱．
陳嘉珮，陳冠蓉，陳政宏，陳淑貞，傅玉寶，
彭彥慈.彭乾育，賀維中，黃冠穎，黃宣博，
黃淑如，黃進雄，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國偉，楊祥郁，楊夢瀛，葉月妹，葉仲姮，
葛明鳳，廖祥富，彰銀網路無名氏，劉威麟，
劉容珊，鄭益芳.黃喬筠，鄭雅娟.鄭雅筑.
鄭佳郁，蕭暐澈，賴黃玉蘭，賴穎婕，
謝宗芳.張涵羚，謝淑姶，簡文賓，蘇文欣，
蘇哲政
1,800
陳石仙觀.陳裕憲
1,700
無名氏
1,600
黃雅鈴
1,500
何興隆，李夜開.曾資雅，施克忠，戚珮珊，
莊葉碧梅，許庭豪.許晉豪.許文豪，郭鳳鳴，
陳瑞文，湯淺愛心會，無名氏，楊家蕙，
鄭木欽，賴中庸
1,300
廖子漢
1,200
仲品瑄，仲品叡，林良政，侯秀鳳，張坤保.
張王雪玉，楊景櫻，蕭經惠
1,100
劉晏均
1,000
凃宏明，丁俊宏，方皖君，方劭元，毛康名，
王玉燕，王石桃，王光明，王志平，王杜玉仙，
王育程，王宗太，王宗寶，王姿婷.王林素珍.
王進廷，王姿婷.王進廷.王林素珍，王恭新，
王軒鎂，王陳阿滿，王惠茹，王媺慧，王瀞瑩，
世貿海運承攬運送股份有限公司，
世貿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古玓，
白湘怡，伍明得，江宗達，何金英，何肇浩，
何燕青，吳再來，吳圭酌，吳杏顏，吳季謙，
吳宜謙，吳徐素清，吳智輝，呂承豐，呂奕昕，
呂學尚，宋明潔.洪士庭.洪子原，宋麗珠，
巫翠花，李玉琥，李依儒，李其鴻，李孟儒，
李怡安，李明峰，李金城，李美玲，李淑芬，

李淑玲，李淑真，李雪紅，李楚仁，李碧珠，
李蕙蘭，李姵儀，杜素禎，
亞太國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佳姿蓓麗國際美容有限公司，岳池有限公司，
林子硯，林永德，林玉津，林妙玲，林周淑清，
林坤德，林亭妤，林信義，林禹岑，林家毓，
林家驥，林淑君.孔令為，林湘峰.林湘傑.
林相慶，林黃翠娥，林毓宸.林昱霖，林耀宗，
林耀駿，況格企業有限公司，邱俊榮.邱昭傑.
邱千銜，邱建智，邱昭憲.邱桂美，邱清松，
邱漢堂，侯星良，姚玉英，姚俊安，封秋南，
施燕慧，洪子明，洪坤和，洪聖芸，范光煊，
唐瑞梅，峻誼不銹鋼工程有限公司，徐振誠.
徐振中，徐凱威，殷匡佐，馬富華，馬碧桃，
高文良，高立翰，高秀鳳，張文玲.胡進杉，
張方溶，張王足，張吉宏，張家玟，張珮綺，
張素靜，張舜凱，張隆華，張毓珊，張瑞紅，
張詩展，張慧如，張鴻熙，啟眾慈善會，
曹先生，曹哲寧，梁乃蓁，梁秋月，梁翠瑛，
莊明山.張惠瑜.莊曜華.莊婕希，莊素蘭，
許志明，許林金喜，許銘圳，連金芬，
郭志群.郭志帆.郭秋婷.施竣傑，郭淑珠，
郭連惠蘭，郭進財，陳中安，陳正弘，陳佑鑫，
陳志明，陳良明.陳林秀娥，陳宗宏，陳松李，
陳亮宏，陳建偉，陳施淑貴，陳星宇，陳柔云，
陳美鳳，陳美潔，陳英信，陳晉慧，陳素月，
陳高發，陳國瑞，陳淑美，陳淑滿，陳惠珠，
陳景霖，陳萱諭，陳嘉珮.陳嘉真.陳忠瑋，
陳儀祐.陳儀蓁，陳鍾山，陳韻如，傅明慈，
彭垣宏，曾妙鈴，曾怡禎，程優貿易有限公司，
善德功德會，賀楷晴，賀楷鈞，馮又仁，
馮博彥，馮貴松，黃玉英，黃光枝，黃志中，
黃明貴，黃炎輝，黃俊仁，黃美華，黃美蓮，
黃素珍，黃景淳，黃琪雯，黃聖修，黃榮宗，
黃蓉子，黃鳳嬌，黃鄭月雲，
新竹中央獅子會-吳芳錫，楊永輝.蔡素月，
楊明理，楊邱玉葉，楊淑華，楊凱茗，溫芸，
萬彩玲，葉亦軒，葉建良，葉敏雅，葉靜惠，
賈智安，雷佳珍，雷佳慶，廖惠珠，廖燈科，
趙明宏，劉月香.李龍鳳，劉白江.莊玉娥，
劉羽宸，劉志信.劉丁熒.劉彥廷.劉人瑋，
劉幽蘭，劉素真，劉貴正，劉進生，劉臻玲，
潘慧君，蔡文玲，蔡宗峰，蔡亭玉，蔡英嬌，
蔡淑莊，蔡詠聿，蔡閎恩，蔡慧玲.項光照.
項育堂.項娉甄，蔡錦川，蔡麗婉，蔡忻潔，
輝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鄭少仲，鄭少禎，
鄭玉霞，鄭君明，鄭志偉，鄭明昌，盧永勝，
盧翠菁，蕭智惠，蕭銘君，賴永豐，繆慈玲，
薛佩芬，謝玉燕，謝美玲，謝堅，謝蕙如.
謝孟宸.謝勝治.陳雪娟.謝蕙鍈，鍾芷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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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淑宜，嚴明芝，蘇世昌，蘇佩君，蘇柏融，
瑋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0
張素卿.張文銘.張峻瑋，劉秋萍
800
吳蘭香，周雅琪，林宛臻，郭佳益，陳瑀婕，
廖潤香，謝新惟
700
王水山，王怡文，白純宜，江昭陽，吳志強，
李英愷，周大鈞，林明川，陳弘毅.陳玉萌.
陳聖銘.陳淑凌，黃揚軒
660
李彥勳
600
王錦淑，向富州.向庭宏，吳吉田，吳宇庭，
吳飛震.吳佳倩.王玉珍，吳詩宜，吳慧娟，
宋清玉，李相瑄，李敏蓁，李陳玉華，
林倍議，林啟武，林淇妍，林朝儀.林香君.
林富榮.李玉 .劉宣均，邱柏銘，袁國忠，
高雅萍，曹瀚權.曹瀚宇，莊正水.何莉莉，
許炳仁，陳孝先，陳冠州，陳美言，陳韋如，
陳雅馨，陳芊卉.陳芊凱，游謝素英.游正吉，
黃一信，黃思維，楊嵩樂，蔡俊雄，蔡舒丞，
蔡蕙如，蔡聰達，鄭伊婷，魏皙，蘇雅惠，
588
朱水龍
560
楊謹華
515
李寶貴.吳林佩貞，羅林春霞
500
丁心喬，日盈國際有限公司，王大琳，王吉中，
王明珠，王威強，王美玉，王美慧，王國賢，
王章丞，王惠喜，王惠瑗，王聰義，王襄輔，
王麗娜，王麗燕，王馨，王姵淳，王琰昭，
生展機器有限公司，朱立華，朱佩雯，朱彥魁，
朱柏瑜，江文成，江文鈞，江文豪，江吳勉，
江律穎，江素瓊，江智瓊，江維晟，江禮藻，
何瑁鎧，何鎮助，吳宏志，吳育勝.吳展丞，
吳坤芳，吳欣翰，吳信德，吳秋燕，吳若麟，
吳浩瑜，吳梅，吳淑娥，吳淑豊，吳深淵，
吳惠茹，吳貴松.吳林桂，吳進南，吳靜怡，
吳鴻榮.劉滿穗，呂育芬，呂其穎，呂雪鳳，
呂鳴源，巫國雄，李文欽，李世仁.謝明君.
李家豪，李正助，李永順，李江月英，李佳穎，
李妮悁，李宗翰，李金鴻，李俊毅，李秋冬，
李美足，李美誼，李偉能，李淑惠，李賀安，
李雅文，李新福，李蕙如，李錦芳，李韻柔.
李幼群，沈黎忠，
私立博全美語文理短期補習班，卓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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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毅，周信宏，周建炎，周庭瑄，周鄭芳，
孟繁佳，屈保誠，岳安台，林吉田，林宗翰，
林明磁，林采娟，林金聲，林南芝，林思語.
林冠言.許庭瑋，林洋招，林美芳，林美惠，
林峻寬，林珠，林純滿，林國峰，林淑珠，
林惠津，林雅卿，林裕卿，林燈賢.楊秀寬，
林鈺勳，邱安言.邱品睿，邱秀美，邱東城，
邱展宸，邱培甄，姚尚佑，姚國程，姚竣鎧，
施月琅，施仲信，施禹孝，施禹彤，施銘鏞，
洪少蓁，洪玉珊，洪玉梅，洪吉真，洪培元，
洪梓默.洪君妮，洪淳建.項蕎茹.洪育和，
洪睿廷，洪睿聰，紀柯金鳳，紀庭蓁，紀淑惠，
胡攸紅，胡芝綾，范玉秋，范郁芝，
革安企業有限公司，倪琦懿，孫嘉隆，孫翠蓮，
徐文展，徐志蓮，徐清隆，徐銘澤，徐鴻基，
秦子璇，翁仁宗，馬郁婷，馬淑惠，高惠君，
高慧娟，高耀村，張光霆，張合全，張承洋，
張芬蘭，張家榮.許詩婷，張家齊.張家瑞，
張展文，張敏裕，張盛雄，張雅惠，張麗珠，
梁群毅，梁潔瑩.梁瑋晴，莊凱茵，許世賢，
許君琪，許宏南，許育嫺，許明華，許政傑.
徐詩茹，許淑靜，許莊金美，許博翔，許雅婷，
許蕙蓉，連淑美，郭志明，郭惠紋，郭嘉駿，
陳王碧蓮，陳永儒.鄭秀慧，陳任璿，陳佑芊，
陳宏宇.許詩妮，陳明達，陳保穎，陳俊仁，
陳品穎，陳奕瑞，陳柏誠，陳祉妤，陳美霜，
陳重郡，陳徐烈，陳浩軒.陳詩婷.洪淑如.
陳志郎.陳浩瑋，陳素惠，陳素蓮，陳智雯，
陳資瑋，陳銘淵，陳德旺，陳慧潔，陳鄧美，
陳燕誠，陳蕙娟，陳錦娥，陳薇安，陳薇亭，
陳麗文，陳寶蓮，傅珮文，曾阿琳，曾美珠，
曾淑媛，曾莉莉，游淨雅，游銘豐，程偉倫，
馮文鉉，黃烱家，黃文妍，黃志成，黃志明，
黃佩雲，黃信榕，黃春淑，黃美華，黃偉涵，
黃清花.洪崧鎂.蘇一泉，黃雪貞，黃曾吟梅，
黃雯雀，黃溫梅，黃瑞初，黃福華，黃德文，
楊淳米，楊竣傑，楊應宥.楊時維.林淑真，
楊麗鈴，溫文寶，葉彩燕.廖珮均.廖珮騏，
葉淑芬，葉雲田，詹心藍，詹國明，詹遂願，
鄒方瑜，鄒方寧，廖吟軒，廖明月，廖玫慧，
廖柏丞，廖美雲，廖詩馨，廖寶忠，趙湘瑜，
劉小芬，劉少民.徐素芳，劉文忠，劉宜正，
劉昌憲，劉淑馨，劉義清，劉芊忏，
模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潘孟良，潘姿妤，
瑩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蔣瑟玲，蔡志雄，
蔡函希，蔡宜珊，蔡幸言，蔡欣璇，蔡國良，
蔡輝龍，蔡學憲，諸羿瑄，鄭如惠，鄭旭媚，
鄭君浩，鄭梅花，鄭雅璘，鄧椲瀧，盧秉豐，
盧星全，蕭啟裕，蕭福欽，賴宜青，賴玟君，
賴奕君，賴宣妤，錢滬台，駱瑩，謝宗燕，

謝春蘭，謝婷安，謝瑋軒，鍾宇虹，鍾泳皇，
藍美紅，闕心茹，顏朝發，魏振宇.陳秋惠，
羅翊宸，羅翊寧，譚宇智，蘇志超，蘇素樺，
蘇笠伊
400
任學忞，江慧娟，吳文智.吳育瑄.吳昱緯.
張美惠，吳金蓮，吳家慶.曾淑雅.吳貞頤.
吳秉軒，李潓菁，林柳臻，林淑富，林澐龍，
施瑞展，洪順富.洪晟峻.蔡玉鳳.洪語禪，
紀良育，紀佩汾，紀龍年，凌璿珽.凌敏雪，
張佑信，張國藩，連士瑋，連家財，連靖，
郭怡玲，陳文政，陳怡仁，陳淑惠，陳雅姿.
陳福榮，陳瑞美，陳葉金，陳麗蓉，章修琪，
章琇淨，曾景翔，黃淑媛，葉軒甫.葉晏廷，
潘細竹.蘇振隆.蘇柏誌.蘇昱翰，潘麗惠，
蔣昭正，蔡義明.蔡林金足，鄭明通，薛慧如
360
王啟印
350
王錫淵
300
王亦萱，王秀鳳，王佩穎.王儷穎.王博賢，
王雨涵，王俊焜，王俊評，王宣文，王帥詠，
王珮行，王素瀅，王淇，王惠瑩，王舒逸，
王靖淳，王端勇，王錦雪，史文淵.史冠智.
許文惠，白貿仁，石承翰，向令平，江茂聰，
何育家，何芳梅，余中薔，余美文，吳江河，
吳佳蓉，吳佳燕，吳明璋，吳明謙，吳芬蘭，
吳芸姍，吳芷安，呂佩樺，李玉詩，李沈鶯月，
李秀敏，李典融，李宛諭.李旻軒，李承泰，
李俊憲，李奕翔，李思筠，李柏蓁，李盈瑩，
李盈禛，李國屏，李維杰，李瓊珍，沈裕傑.
沈映里.周秀珍，肖茶花，周沂萱.周聖堯，
林伯鴻，林育如，林佩蓁，林芝如，林金德，
林亭郡，林思鳳，林政佑，林原蒼，林家賢，
林祐嫻，林婉歆，林梅嬌，林雅珮，林照明，
林裕平，林麗玉，林麗珠，俞俊菁，姜耀勝，
姚長鑫，施鈺珣，洪千雯，洪玉倩，洪若庭，
洪崇益，洪崇耀，洪儷恩，胡旭麗，范聿瑄，
徐翠瑩，徐慧君，留彥琳，翁麗卿，高秀琴，
高秀絨，張子薇.張子軒，張文琴，張立明，
張秀鵲，張凌姬，張晉瑋，張晏誠，張陳碧雲，
張慧雪，張諒義，張錦穆.簡阿綢.張力友，
張羅秋妹，張麗華，曹永芳，曹明春，曹美妙，
曹祖綦，梁仁有，許軒慈，許雅燕，連敏惠，
郭廷旭，郭筱佳，陳，陳正良，陳佑庭，
陳佑軒，陳怡君，陳明裕，陳金盈，陳彥君，
陳禹安，陳紀君，陳朝保，陳皚珊，陳臆仁，
陳竑宇，陳緗蓉，曾旭宏，曾南海，游素貞，
黃伊君，黃安亮，黃羽，黃明旋，黃郁玲，

黃啟宗，黃啟銘，黃棟樑，黃慶楠，楊于瑩，
楊月雲，楊旭甲，楊佩龍，楊昕蓉，楊金泉，
楊惠英，楊晴惠，楊游罔市，楊碧枝，楊豐嘉，
葉玫纓，葉芷君，詹瓊華，廖惠美，廖憶華，
廖麗玉，裴旭剛.裴向洳，趙若薔，劉杜樣，
劉宗霈，劉雅君，劉憶蓁，劉璟琪，歐陽雯，
潘文玉，潘冠瑄，潘薇如，蔣槿榆，蔡享享，
蔡幸芝，鄭有萬，鄭郭鳳，鄭皓允，鄭翼生.
鄭深埔.張翠娉，鄧汝康，鄧青年.陳麗玲.
鄧學謙.鄧學文.鄧學強，賴雲憓，謝依廷，
謝宜諺，謝淑芬，鍾梅芳，鍾源毅，鍾曉晴，
簡玉珍，簡勝源，顏泓暉，顏崇儀，羅玟慈，
羅韻華，蘇昱君，涂馨予
250
朱詠鎮，吳秀華，李宜軒，李宜霖，林伯軒，
林彥志，林義明，張惠雯，陳正斌，陳誼玲.
廖昆苗.廖宥涵，黃宣淵，黃凱莉，楊陳鳳英，
劉太綢，蔡尚霖，蔡尚錞，蔡雅芳，韓一心，
韓一德
200
尤美燕.曾霆勳，方威仁，毛仁甫，王士銘，
王仁妤，王永宜，王永英，王如文，王汎熒，
王怡文，王明和.王黃祝，王昭文，王玲玲，
王美玲，王振峰.柯淑君，王貴虹，王順玄，
白雯雯，朱明宏，朱晉德，朱進財，江林碧桃，
江惠容，余偉誌，余紫瀅，吳乙萱，吳乙寬，
吳玉惠，吳守逸，吳志鴻，吳李軍，吳亞璇，
吳佳嬛，吳叔靜，吳尚儒，吳岱昀，吳明玉，
吳東霖，吳冠妤，吳玲雅，吳英花，吳貞瑩，
吳家宇，吳徐萍，吳悅慈，吳淑如，吳瑞美，
吳靜怡.劉昱妏.劉玟佑.劉富源，吳露瓊，
呂佩恩，呂姿瑩，呂宥宏，李秀苙，李佳珍，
李佳樺，李佩穎，李季珍，李宜慧，李念徽，
李松煙，李欣宜，李垣漢，李玲玲，李美蓉，
李惠瑤，李睿疄，李璦蓉，杜祐成，沈鈺軒，
汪淑惠，阮榮敏，卓睿鋐，周王月燕，周育霆，
官慧君，明園綠化工程行許丁木，林子雲，
林玉青，林秀玲.陳春立，林忠釗，林俞汎，
林彥儒，林昱呈，林美鈴，林修雅，林家吟，
林晏資，林桂煌，林惠珍，林欽賢，林煥宗，
林瑞哲，林瑞菊，林碧玫，林翠娥，林寶珠，
邱力玟，邱巧雲，邱瑞華，邱麗靜，
金瑞興企業有限公司，侯沛玲，姜博仁，
柯俊良，洪宏昌，洪美如，胡運琦，唐家玉，
夏右卿，徐苑萍，翁淑華.游一郎，財億庭，
高若蓁，高顏寶猜，張千卉，張芸瑋，張芷榕，
張美瑩，張郁偉，張峻齊，張智翔，張慧貞，
張錦標.簡阿綢.張力友，張簡阿綢，梁淑華，
莊秀玲，莊庭熏，莊進霓，許世昌，許哲嘉，
許益昌，許婷，許惠晴.許家碩，許華桂，

許華桂，許萸晶，許黃碧珠，許傳瑋，許錦標，
郭欣榮，郭信銘，郭彥廷，郭駿宏，陳綉雲，
陳秀妙，陳宛稚，陳明琴，陳玟邑，陳奕勳，
陳威廷，陳宥霖，陳建宇，陳昭丞，陳柔安，
陳柏元，陳美旬，陳致豪，陳真菁，陳素瓊，
陳彩文，陳雅惠.吳庭凱.吳沛容，陳意昌，
陳慈妮，陳毓峰，陳稟翔，陳維信，陳慧娟，
陳慧儒，陳賢展，陳賢宓，陳曉芬，陳燕慧，
陳靜賢.林修弘.林晉甫，陳寶年，單華瑾，
曾子瑀，曾玟萍，曾陳月嬌，曾群翔，游曉君，
湯承澤，辜正宇，黃子宸，黃小貴，黃先生，
黃怡璇，黃彩雲，黃敏華，黃博志，黃博政，
黃朝國，黃楷茵，黃義瑋，黃聖翔，黃雍然，
黃憲智，黃麗惠，黃鈺朋，楊元欽，楊育霖，
楊阿國，楊淞尹，楊惠媛，楊朝安，楊舒涵，
楊謨，楊麗君，楊寶鳳，楊珩嘉，葉千慧，
葉小瑩，董倉宏，廖子葳，廖美仙，廖韋晴，
管國棟，劉小翠，劉永傑，劉昇明，劉彥辰，
劉碧涵，劉靚，潘雅芳，蔣尚廷，蔡平貴，
蔡志宏，蔡和錦，蔡宗宏，蔡宜芬，蔡明妤，
蔡芬玲，蔡美蘭，蔡振村，蔡淑情，蔡涵伃，
鄭峻中，鄭惠婷，鄭惠菊，鄭碧珍.鄭陳寶換，
鄭銨慶，鄧秋原，鄧麗華，鄧繼明，鄧芮昀，
盧芊卉，蕭國祥，錢宜威，戴紫庭，謝弦龍，
謝明光.陳秀靜，謝陳麗，謝斐帆，謝雅雯，
謝麗美，謝蕎伊，鍾宇麟，簡吳美珠，魏滿祝，
羅嘉淳，羅緯.陳雪芬，蘇季紅，蘇毅絲，
蘇謝玉梅
168
劉國州
150
丁千惠，何欣穎，何政育，吳佩珍，吳慧娟，
胡禎柔，徐繹傑，陳美華，陳淑芬，陳麗華，
陸志遠，蔡采吟
140
施月里
111
林玉娟
110
林筱亭.袁國翔
100
王中胤，王妊允，王佩洵，王宥傑，王盈欽，
王偉峻.王晨祐，王國華，王意程，王瑞文，

李宜勳.馮鑑昌，李宜璇，李明芳，李林彩玉，
李柏樟，李珮筠，李珮筠，李從慧，李嘉玲，
李銀河，李麗霞，李翊愷，沈志強，辛文孝，
辛明容，周勵輝，昇立文理補習班 曾厚貿，
昇立文理補習班立昇數學 陳冠奎，林秀玟，
林冠吉，林思佑，林韋君，林振義，林國安，
林淑麗，林陳秀琴，邱旭弘，邱芳妤，邱品豪，
邱奕函，邱崧源，邱啟軒，邱靖心，邱福春，
邱曉薇，邱鎮國，洪于婷，洪子淵，洪天賜，
洪育德，洪信雄，洪秋琪，洪敏齡，洪詠欽，
洪煜欽，紀雅玲，胡志強，范庭瑄，范舒惟，
唐彗鈞，孫建策，徐素玲，徐慧渝，高火木，
高粲閎，張文馨.張文駿，張光明，張志隆，
張岱萍.張龔梅枝，張明珠，張美虹，張偉棋，
張晴芬，張智翔，張雯瑜，張雯琇，張嘉琪，
張蕙甯，梁秀惠，梁詩敏，莊承錦，許勻瀞，
許台叡，許家綸，許庭晏，許書璇，許勝迪，
許景維，許恒毓，連珮容，連體數位廣告社，
郭貞辛，陳加樺，陳卉姍，陳宇陞，陳志力，
陳志瑋，陳芬薇，陳思齊，陳映如，陳莉樺，
陳雅亭，陳葦菱，陳儀瑄，陳蕙芳，陳麗華，
陳鐸文，陶惠婷，傅台生，彭禹喬，彭惠娟，
彭湘澐，彭聖喬，游婉琳，游詠絜，黃宏焜，
黃秀琴，黃俊杰，黃昱仁，黃淑娟，黃凱莉，
黃麗仙，黃筱鈞，楊京寶，楊淑年，楊彭寶珠，
楊詠傑，楊騏睿，廖俊超.李美菊，劉心瑋，
劉宇軒，劉宇婕，劉育成，劉佩真，劉東興，
劉彥良，劉惠蘭，蔣春玫，蔡玉清，蔡秀媛，
蔡佩玲，蔡淑玲，鄭弘，鄭春金，鄭晴芸，
鄭嘉馨，盧怡如，盧郭依妹，蕭淑芬，蕭繼廷，
蕭淯駿，賴世瑋，賴秋伶，錢週，戴正，
戴美裕，戴祥，謝佳恬，謝家禎，謝淑英，
簡春永，簡淑芬，簡惠玲，顏品涵，顏妘夙，
羅安廷，羅采馨，羅崧勻，羅麗如，蘇旭民，
蘇瓊華
50
方浩蓁，正遠保險經紀人，甘如珊，李昆泰，
李明宏，李家賢，林志成，林毅華，侯來好，
黃品瑄，黃品瑋，黃國榮，鄭淑勻，龔鈺程

王瑞霞，王盟雄，王穗凌，王沚勻，丘靜，
台北市和楓園托兒所，田姍姍，石宛如，
朱正雄，朱盈，江美珍，江隆發，江雲波，
何沛勳，何品毅，吳佳芳，吳宣衡，吳玲芳，
吳秋月，吳淑媛，吳豐鎰，呂志誠，呂晉頡，
呂珮慈，宋芝瑜，李文連，李文寶，李玉霞，
李宇杰，李秀卿，李依穎，李宗翔，李宜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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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張月華，趙永毅
30,000
台祥鋼業股份有限公司，葉棟昌，蘇筱平
25,350
台新銀行無名氏
25,000
韓風整形外科診所
20,000
林瑋珊，徐瑋謙
14,200
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
11,000
葉靜惠
10,000
央秀創意設計行銷工作室，呂佳霖，李秋慧，
李麗君，威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洪貞惠，
徐裕健，翁碧輝，傅毓芬，蔡連任，蕭瑜，
賴麗娟，羅瑋
7,000
翁經楷.翁維楷
6,900
無名氏
6,500
黃平諺.黃思綺.劉慧蘭.黃太駿.蔡雪.黃襄陵，
6,000
徐蕙敏
許淑娟，陳依依，陳韋霖，陳趙玉鳳
5,500
彰銀無名氏
5,000
王嘉儀，古秀雲，李怡侖，林俊銘，洪家鈞，
泰新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素卿，莊黎巧，
許富強，陳炳榮，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23285582，
馮蕾諭，黃正義，黃品玲，黃品雯，黃晉榮，
黃瓊誼，劉維貞，慧碩實業有限公司 陳盈如，
鄭文來，錦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4,700
周明德
4,350
永豐國小一年甲班
4,000
林玉蘭，莊惠娟
3,500
佑東工程有限公司，謝春猛
3,000
王佳源，王姿尹，吳仙子，李怡錦，李阿香，
李淑娟，李煜國，周玉雲，周佩珏，林晏生，
林敏雄.藍阿文，邱美玲，柯秋梅，凌蘊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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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
財團法人添安文教慈善基金會，張惠娟，
郭巧玲，陳美娟，陳庭芝，陳添財，陳瑞文，
游淑惠，開福元信眾，順德木業有限公司，
黃月裡，黃堯均，廖玉雲，劉祐豪，劉素珍，
蔡龍男.郭美均，鄭國興，興美壓克力行，
謝文蕙，謝全明，蘇文楷
2,500
徐蔚泓，趙瑞
2,300
猛丸親子營隊
2,000
王妤庭，王見元.賴姿曄.王暄銘.王紹睿，
王高慶，王寶雲，石淑華，
全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何秀娥，余憲琍，
吳明坤，吳明澤，吳采蓮，李郁潤，李肇南，
李銘芝，汪俊良，奇磊股份有限公司，林再興，
林金德，林榕珍，林瓔瓔，邱偉賢，邱莉芸，
侯嘉璋，俞月幸，姜雍漳，恆暘貿易有限公司，
柯思如，徐碧霞，高惠芃.高紀安.盧羽芳.
高子斌，張美惠，張逸民，張隆華，張鈴芬，
張麗玲，曹子庸，許芝綾.江素娥，許哲維，
郭淑俞，郭繼儀，陳冠蓉，陳建安，陳政宏，
陳美鳳，陳素勤，陳淑貞，陳靜儀，傅玉寶，
彭彥慈.彭乾育，賀維中，黃小貞，黃思群，
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楊國偉，楊夢瀛，
葉仲姮，鼎正有限公司，
鼎翰房屋仲介有限公司，廖祥富，趙映涵，
劉容珊，劉淵銘，蔡盈怡，蔡茂岳，鄭雅娟.
鄭雅筑.鄭佳郁，蕭美月，賴國欽，謝淑姶，
眴恩
1,800
陳石仙觀.陳裕憲，廖啟斐.廖舶鈞.廖文明.
廖崇翔
1,600
吳慧娟
1,500
王鍵裕，周普仙，城中扶青團，柯凱偉.
柯凱翰.施美濃，翁冬娥，戚珮珊，莊葉碧梅，
許庭豪.許晉豪.許文豪，湯淺愛心會，楊家蕙，
葉亦軒，廖惠珠，劉彥慶.林靜琦.劉立雯，
鄭木欽，簡東昇
1,300
李金龍，劉宣均.林香君
1,200
吳家麟，呂玟璇，林煥宗，侯秀鳳，黃惠珍，
楊景櫻，廖志堂，歐政憲
1,148
吳莆馨
1,100

柯志勇，劉晏均
1,000
凃宏明，丁鵬仁，丁昶升，人生愛心會，
中和濟世宮，中華全民環保回收協會，方皖君，
王玉燕，王育程，王辰揚，王宗太，王峻峰，
王恭新，王軒鎂，王陳阿滿，王勝和，王惠茹，
王新忠，王媺慧，王瀞瑩，
世貿海運承攬運送股份有限公司，
世貿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白湘怡，
伍明得，朱容瑩，江宗達，江宜哲，江隆輝，
何金英，何肇浩，何燕青，吳再來，吳圭酌，
吳杏顏，吳亞璇，吳季謙，吳承諺，吳欣萍，
吳映蓉，吳炳煌，吳智輝，呂承豐，呂奕昕，
呂學尚，宋明潔.洪士庭.洪子原，宋麗珠，
巫翠花，李小姐，李文英，李玉琥，李育珊，
李孟儒，李怡安，李明峰，李金城，李金蓉，
李秋雲，李美玲，李淑真，李陳素鳳，李雪紅，
李景琪，李朝欽，李瓊姬，李麗鳳，杜素禎，
邢益芳，亞太國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佳姿蓓麗國際美容有限公司，尚秉孝，
岳池有限公司，易定華，林子硯，林永德，
林玉津，林育美，林周淑清，林亭妤，林信義，
林春美，林禹岑，林美華，林家毓，林培材，
林淑君.孔令為，林龍壽，林麗華，林耀宗，
林耀駿，武守華，況格企業有限公司，
邱俊榮.邱昭傑.邱千銜，邱建智，邱昭憲.
邱桂美，邱清松，邱雪華，邱紫琴，邱聖豐，
侯星良，姚玉英，姚俊安，施宜君，施淑沁，
施燕慧，洪子明，洪聿聰，洪坤和，洪素芬，
洪懷儒，范明華，唐瑞梅，孫嘉晨，
峻誼不銹鋼工程有限公司，徐振誠.徐振中，
振久鋼鐵有限公司，殷匡佐，馬富華，高文良，
高立翰，高誠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台北辦事處，
張文玲.胡進杉，張方溶，張永學，張玉嫤，
張秀華，張林秀鶯，張春寶，張珮綺，張祺筌，
張詩展，張漢文，張鴻熙，曹先生，梁正賢，
莊明山.張惠瑜.莊曜華.莊婕希，莊政加，
莊淑麗，許志明，許家銘.吳修鳳，許書斌，
連金芬，郭淑珠，郭連惠蘭，郭進財，陳文通，
陳文翊，陳月玲，陳世文，陳正弘，陳光明，
陳秀敏，陳秀蘭，陳秀蓁，陳良明.陳林秀娥，
陳松李，陳亮宏，陳建翔.陳建凱，陳施淑貴，
陳昱儒，陳柔云，陳柏志，陳炳川，陳禹言，
陳秋安，陳美玲，陳美潔，陳英信，陳挺盛，
陳晉慧，陳淑美，陳惠珠，陳景霖，陳瑞進，
陳萱諭，陳億，陳儀祐.陳儀蓁，陳鄭金，
傅明慈，傅蘭妮，彭秋鴻，曾怡禎，
程優貿易有限公司，賀楷晴，賀楷鈞，
雅荃鞋業有限公司，黃玉英，黃芳姿，黃美華，
黃素珍，黃淑珍，黃榮宗，黃鳳嬌，黃麟貴，

楊永輝.蔡素月，楊忠良，楊明理，楊林阿夏，
楊邱玉葉，楊馬財，楊淑華，楊凱茗，楊麗芬，
葉建良，葉敏雅，詹明忠，詹益和，詹雁婷，
賈智安，雷佳珍，雷佳慶，廖盈宣，廖美雲，
廖燈科，態志剛，趙明宏，劉千華，劉文霖，
劉月香.李龍鳳，劉白江.莊玉娥，劉志信.
劉丁熒.劉彥廷.劉人瑋，劉杏珠，劉宜婷.
劉彥佑，劉幽蘭，劉建良，劉素真，劉臻玲，
潘慧君，潘薇，蔡文玲，蔡玉鳳.洪語禪.
洪順富.洪晟峻，蔡依妤.蔡旻諺，蔡依烜.
蔡旻哲，蔡亭玉，蔡美蘭，蔡英嬌，蔡婉如，
蔡淑莊，蔡惠菁，蔡詠聿，蔡閎恩，蔡聖豐，
蔡慧玲.項光照.項育堂.項娉甄，蔡錦川，
蔡麗婉，蔡忻潔，輝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鄭少仲，鄭少禎，鄭君明，鄭明昌，鄭益芳.
黃喬筠，盧文鎮，盧翠菁，
翰鼎會計記帳士事務所，蕭明昌，蕭尊先，
蕭湘曄，蕭銘君，賴佑瑜.賴佑嘉，薛佩芬，
薛玲惠，謝玉燕，謝弦龍，謝美玲，謝堅，
謝惠芝，謝傳進.劉素珠.謝易儒.謝政哲，
謝鳳月，謝蕙如.謝孟宸.謝勝治.陳雪娟.謝蕙鍈，
鍾仁義，鍾芷芸，羅金梅，羅秋香，羅瓊櫻，蘇
彩鳳
900
黃保月
800
吳蘭香，李敏蓁，李陳玉華，周雅琪，林宛臻，
祁金麗，郭佳益，陳瑀婕，謝新惟
750
李玉蘭
700
王水山，王怡文，王俊傑.楊淑如.王祥宇.
王姵珺，白純宜，江昭陽，吳志強，周大鈞，
林明川，無名氏，劉惠玫，駱嘉鴻
650
鄢慧齡
600
司春生，石承翰，向富州.向庭宏，余麗琴，
李相瑄，林淇妍，施楊猜，袁國忠，高雅萍，
張祐銘.張祐誠.張祐瑋，曹瀚權.曹瀚宇，
莊正水.何莉莉，許炳仁，許雅婷.許晏彰，
陳孝先，陳冠州，陳思綾，陳美言，陳韋如，
陳雅馨，陳芊卉.陳芊凱，游謝素英.游正吉，
黃一信，黃思維，黃馨儀，劉昱成.劉立彬.
劉立婕，劉瓊瑤，蔡俊雄，蔡紫玲，蔡聰達，
鄭伊婷，蘇雅惠
588
朱水龍
515
羅林春霞
500

丁元棋，丁嘉慧，
大東寰科技有限公司 吳吉田，尤攸，方振霖，
日盈國際有限公司，王士偉，王大琳，王吉中，
王秀鳳，王明珠，王威強，王玲玲，王美玉，
王美慧，王國賢，王章丞，王惠瑗，王襄輔，
王麗燕，王馨，王姵淳，王苡芩，
生展機器有限公司，石王含笑，朱立萍，
朱佩雯，朱彥魁，江文成，江文鈞，江文豪，
江吳勉，江素瓊，江銘川，江禮藻，何瑁鎧，
何鎮助，吳宏志，吳坤芳，吳明鐘，吳信德，
吳玲瑢，吳秋燕，吳若麟，吳茂村.吳采輯，
吳浩瑜，吳梅，吳淑娥，吳淑豊，吳貴松.
吳林桂，吳進南，吳靜怡，吳鴻榮.劉滿穗，
呂育芬，呂其穎，呂雪鳳，呂麗嬋，巫國雄，
李小姐，李世仁.謝明君.李家豪，李幼群.
李韻柔，李正助，李江月英，李佳穎，李妮悁，
李宗翰，李金鴻，李俊毅，李彥勳，李秋冬，
李美足，李美誼，李哲宇，李素娟，李偉能，
李淑惠，李雅文，李睿疄，李蕙如，李錦芳，
李豐佑，李姵儀，汪誠.方素梅，
私立博全美語文理短期補習班，卓建祥，
周育帆，周宗明，周怡良，周秉毅，周芳聖，
周威逸，周建炎，周庭瑄，周敬軒，周鄭芳，
孟繁佳，屈保誠，岳安台，林小惠，林玉瑛，
林宏彬，林志騰，林明磁，林采娟，林金聲，
林南芝，林思語.林冠言.許庭瑋，林洋招，
林郁琦，林峻寬，林珠，林國峰，林淑珠，
林惠津，林雅卿，林裕卿，林詣婧，林肇群，
林儒顯，林燈賢.楊秀寬，林鈺勳，邱安言.
邱品睿，邱秀美，邱培甄，邱淑熔，姚尚佑，
姚國程，姚竣鎧，施乃銓，施仲信，施禹孝，
施禹彤，施雲馨，施銘鏞，洪少蓁，洪玉珊，
洪吉真，洪培元，洪梓默.洪君妮，洪煜昕，
洪睿廷，洪睿聰，紀柯金鳳，紀庭蓁，
紀淑惠，胡攸紅，胡芝綾，胡慶宗，范玉秋，
范郁芝，革安企業有限公司，倪琦懿，倪憨，
孫啟仁，孫嘉隆，徐友亮，徐文展，徐銘澤，
秦子璇，翁仁宗，馬郁婷，馬淑惠，高慧娟，
高耀村，張光霆，張承洋，張芬蘭，張春燕，
張美質，張若羲，張哲維，張展文，張敏裕，
張盛雄，張媛婷，張雅惠，張毓珊，張榮珍，
張麗珠，梁群毅，梁潔瑩.梁瑋晴，莊凱茵，
許世賢，許君琪，許育嫺，許明華，許哲瑋，
許淑靜，許莊金美，許博翔，許雅婷，許蕙蓉，
連淑美，郭志明，郭嘉駿，陳文賓，陳玉珠，
陳石民，陳任璿，陳育真，陳明達，陳信賢，
陳保穎，陳俊仁，陳品穎，陳奕瑞，陳宥筑.
陳濟恩，陳柏誠，陳祉妤，陳重郡，陳浩軒.
陳詩婷.洪淑如.陳志郎.陳浩瑋，陳素惠，
陳素蓮，陳國瑞，陳清，陳祥齡，陳智雯，
陳意堯，陳資瑋，陳漢城，陳銘淵，陳德旺，

陳慧如，陳慧潔，陳燕誠，陳蕙娟，陳麗文，
陳鈺傑，章修琪，傅正謙，傅珮文，曾本營，
曾泓榮，曾美珠，曾淑媛，曾潘美蘭，游銘豐，
程彥閔，黃光榮，黃佩雲，黃信榕，黃春淑，
黃偉涵，黃清花.洪崧鎂.蘇一泉，黃雪貞，
黃曾吟梅，黃雅惠，黃雯雀，黃溫梅，黃瑞初，
黃福華，黃德文，楊淳米，楊順和，楊麗鈴，
楊棱模，溫文寶，葉士宏，葉奕甫，葉彩燕.
廖珮均.廖珮騏，葉啟琳，葉淑華，葉雲田，
詹心藍，詹國明，詹遂願，鄒方瑜，鄒方寧，
廖永量.廖悠秀，廖玫慧，廖桂眼，廖啟盛，
廖憶華，廖寶忠，趙藝鴻，趙韻瑄，趙苡廷，
劉小芬，劉少民.徐素芳，劉依文，劉淑馨，
劉義清，劉芊忏，模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潘姿妤，瑩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蔣瑟玲，
蔡志雄，蔡秀如，蔡秀琴，蔡依廷，蔡函希，
蔡宜珊，蔡幸言，蔡郁欣，蔡輝龍，蔡學憲，
諸羿瑄，鄭名雅，鄭旭媚，鄭君浩，鄭志偉，
鄭坤池，鄭淑華，鄭雅璘，鄭麗珠，蕭啟裕，
蕭葉寶珠，蕭福欽，賴宜青，賴玟君，賴奕君，
錢滬台，駱瑩，謝式淵，謝宗燕，鍾孟伶，
鍾泳皇，簡淑宜，藍美紅，闕心茹，顏朝發，
魏皙，羅昌智.易書慧，羅美玉，羅翊宸，
羅翊寧，譚玉清，譚宇智，蘇志超，蘇素樺，
蘇曉芬，惲元珍
450
林家吟
400
王建國，字曉明，吳文智.吳育瑄.吳昱緯.
張美惠，吳家慶.曾淑雅.吳貞頤.吳秉軒，
李宣慧，李建德，李惠婷.何鐘錡，李潓菁，
施瑞展，洪慧茹，紀良育，紀佩汾，紀龍年，
范素嬋，莊庭熏，莊劉幼，陳柔安，陳淑惠，
陳雅姿.陳福榮，曾文正，馮詠婕，黃先生，
黃秀玉.李益民.吳雅萍.李彥鋐.吳麗如.吳怡，
黃啟宗，潘品樺，蔡義明.蔡林金足，薛慧如，
360
王啟印
350
王錫淵，吳麗如.林秉男.吳怡庭，
數八四猛丸營隊
300
王亦萱，王佩穎.王儷穎.王博賢，王雨涵
王俊焜，王宣文，王珮行，王珮珊，王素瀅，
王惠瑩，王端勇，王錦雪，史文淵.史冠智.
許文惠，石善傑，向令平，何育家，何芳梅，
余中薔，余美文，吳吉田，吳宇庭，吳江河，
吳佳蓉，吳佳燕，吳明璋，吳明謙，吳芬蘭，
吳芸姍，吳芷安，吳家瑾.吳家渝，吳智家.
吳亞霓，吳詩宜，吳榮俊，呂佩樺，宋清玉，
李玉詩，李沈鶯月，李秀敏，李宛諭.李旻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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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泰，李奕翔，李思筠，李盈瑩，李盈禛，
李秋利，李國屏，李維杰，周沂萱.周聖堯，
周秀珠，周毓滿，林先生，林伯軒，林伯鴻，
林宏杰，林佩蓁，林芝如，林思鳳，林原蒼，
林家賢，林祐嫻，林梅嬌，林朝儀，林雅珮，
林裕平，林麗玉，林麗珠，俞俊菁，姜耀勝，
姚孝斌，姚貴林.李麗珠，施鈺珣，洪千雯，
洪玉倩，胡旭麗，范聿瑄，范藍文，徐翠瑩，
徐慧君，留彥琳，翁麗卿，高秀琴，高秀絨，
張子薇.張子軒，張文美，張文琴，張永杰，
張立明，張志新，張秀鵲，張宥瑜，張凌姬，
張晉瑋，張晏誠，張國藩，張陳碧雲，張慧雪，
張諒義，張簡阿綢，張羅秋妹，張麗華，
曹永芳，曹明春，曹美妙，曹祖綦，梁仁有，
梁明輝.杻秀蓉，莊蕓緁，許軒慈，許雅燕，
連敏惠，郭廷旭，郭筱佳，陳玉菁，陳佑庭，
陳佑軒，陳佳靜，陳怡君，陳明裕，陳金盈，
陳彥君，陳禹安，陳紀君，陳朝保，陳瑞珍，
陳皚珊，陳臆仁，陳竑宇，陳緗蓉，曾子如，
曾旭宏，曾南海，曾啟川.謝瑞員.曾意婷，
游千郁，游素貞，黃伊君，黃安亮，黃羽，
黃明旋，黃郁玲，黃啟銘，黃棟樑，黃橙詳，
楊子萱，楊月雲，楊旭甲，楊孟芸.楊書毓，
楊金泉，楊游罔市，楊碧枝，葉玫纓，葉靜蓉，
詹瓊華，廖文慶.廖誠佑.廖恩榆，廖惠美，
廖麗玉，趙芷吟，趙若薔，劉宗霈，劉欣怡，
劉昱潔，劉勝次，劉雅君，劉憶蓁，劉璟琪，
歐志鴻，歐陽雯，潘文玉，潘冠瑄，潘薇如，
蔣槿榆，蔡享享，蔡幸芝，蔡林招.蔡金.
蔡麗華，鄧汝康，鄧青年.陳麗玲.鄧學謙.
鄧學文.鄧學強，蕭琇容，賴雲憓，謝文錦，
謝朱玉，謝依廷，謝宜諺，鍾梅芳，鍾源毅，
鍾曉晴，簡玉珍，簡勝源，顏泓暉，顏崇儀，
羅玟慈，羅貴春，羅韻華，蘇昱君，蘇麗金，
饒秋霖，龔姚綺，涂馨予
250
吳叔靜，林郁翔，陳正斌，黃宣淵，黃凱莉，
楊陳鳳英，劉太綢，蔡雅芳
222
施月里
215
陳宜靖.陳奕彣
200
尤美燕.曾霆勳，方仁駿，方俊偉，方威仁，
毛仁甫，王仁妤，王永宜，王永英，王怡文，
王明和，王思茵，王昭文，王美玲，王貴虹，
王順玄，任學忞，全家福，朱明宏，朱晉德，
朱進財，江林碧桃，江品蓁，江紹，江惠容，
余來伴，余偉誌，余紫瀅，余雅涓，吳乙萱，
吳乙寬，吳玉惠，吳守逸，吳志鴻，吳李軍，
吳亞璇，吳尚儒，吳明玉，吳明發，吳東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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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玲雅，吳貞瑩，吳悅慈，吳淑如，呂佩恩，
呂淑梅，李秀苙，李佳珍，李佳樺，李佩穎，
李念徽，李松煙，李垣漢，李美蓉，李黃麗淑，
李璦蓉，沈紹平，沈鈺軒，汪智聰，阮榮敏，
卓睿鋐，周王月燕，周育霆，周慧婷，官慧君，
林子雲，林玉青，林志成，林秀芬，林孟薇，
林俞汎，林彥志，林施實，林昱呈，林柳臻，
林修雅，林晏資，林桂煌，林茲榮，林淑富，
林森豪.陳鑾瑛，林欽賢，林瑞哲，林瑞菊，
林義忠，林碧玫，林翠娥，林寶珠，邱力玟，
邱巧雲，邱瑞華，邱麗靜，
金瑞興企業有限公司，侯沛玲，姜博仁，
柯俊良，洪宏昌，洪美如，紀千彤，胡運琦，
徐苑萍，財億庭，高健恩，高順發，高顏寶猜，
張千卉，張芸瑋，張芷榕，張美瑩，張郁偉，
張峻齊，張殷豪，張淑梅，張智翔，張登城，
張慧貞，曹文昌，梁淑華，莊秀玲，莊進雄，
莊進靈，許婷，許惠晴.許家碩，許華桂，
許華桂，許萸晶，許傳瑋，許露云，許瀞方，
連士瑋，連家財，連靖，郭怡玲，郭雨新，
郭信銘，郭彥廷，郭駿宏，陳宏裕，陳秀妙，
陳怡仁，陳明琴，陳玟邑，陳宥霖，陳昭丞，
陳美美，陳真菁，陳許秋，陳筑琪，陳雅惠.
吳庭凱.吳沛容，陳黃阿却，陳意昌，陳慈妮，
陳毓峰，陳葉金，陳維信，陳慧娟，陳慧儒，
陳誼玲.廖昆苗.廖宥涵，陳曉芬，陳燕慧，
陳靜賢.林修弘.林晉甫，陳麗蓉，單華瑾，
彭素燕，曾子瑀，曾玟萍，曾朝清，曾群翔，
游曉君，辜正宇，黃子芩，黃小貴，黃月霞，
黃世樺，黃怡璇，黃郁雯，黃彩雲，黃清霞.
黃晶皓，黃凱莉，黃博志，黃博政，黃楷茵，
黃憲智，黃瓊惠，黃麗惠，黃曦緹，黃椿屏，
黃鈺朋，楊元欽，楊育霖，楊阿國，楊淞尹，
楊惠媛，楊朝安，楊鈞顯，楊謨，楊繽順，
葉千慧，葉小瑩，董倉宏，廖韋晴，管國棟，
趙克勤，齊珍生，劉小翠，劉永傑，劉光清，
劉宏慶，劉奇蓉，劉東元，劉芳均，劉彥辰，
劉碧珠，劉碧涵，歐志祐，潘雅芳，蔣昭正，
蔡文祥，蔡志宏，蔡和錦，蔡宗宏，蔡宜芬，
蔡明妤，蔡振村，蔡淑情，蔡涵伃，鄭明通，
鄭秋榮，鄭惠婷，鄭惠菊，鄭皓尹，鄭皓允，
鄭碧珍.鄭陳寶換，鄭銨慶，鄧秋原，鄧繼明，
鄧芮昀，鄧伃玶，盧郭依妹，盧芊卉，錢鳳生，
謝明光.陳秀靜，謝清忠，謝陳麗，謝斐帆，
謝麗美，謝蕎伊，鍾宇麟，瞿念慈，簡吳美珠，
顏中秋，魏滿祝，龐永聖，羅嘉淳，邊育騰，
邊陸軒，蘇季紅，蘇秋月
168
劉國州
150
丁千惠，方政東，何欣穎，何政育，吳佩珍，

吳慧娟，胡禎柔，陳美華，陳淑芬，陳麗華，
劉沂潔，蔡采吟
111
林玉娟
100
王士銘，王如文，王汎熒，王妊允，王沛璇，
王亮子，王偉峻.王晨祐，王國華，王意程，
王盟雄，丘靜，田姍姍，石宛如，朱弈全，
朱盈，江美珍，江鴻偉，何沛勳，何品毅，
吳佳芳，吳奇勳，吳宣衡，吳秋月，吳淑媛，
吳豐鎰，吳鑾熙，呂志誠，呂晉頡，呂珮慈，
宋芝瑜，李文連，李文寶，李秀卿，李依穎，
李始琪，李宜儒，李宜勳.馮鑑昌，李宜璇，
李明芳，李林彩玉，李柏樟，李珮筠，李珮筠，
李從慧，李嘉玲，李銀河，李慧芬，李學儒，
李瓊珍，李麗霞，李倢妤，沈桂英，辛文孝，
辛明容，周永惠，周春桃，周惠容，周曉瑜，
周勵輝，昇立文理補習班 曾厚貿，
昇立文理補習班立昇數學 陳冠奎，林志卿，
林秀玟，林育如，林亞蒨，林金鍊，林冠吉，
林彥儒，林思佑，林韋君，林振義，林曼莉，
林富彥，邱奕函，邱稚晰，邱靖心，邱福春，
邱曉薇，洪于婷，洪子淵，洪天賜，洪玉玲，
洪育德，洪信雄，洪秋琪，洪國偉，洪敏齡，
洪詠欽，洪煜欽，紀雅玲，胡志強，范庭瑄，
范舒惟，范僑芸，唐彗鈞，孫建策，孫偉文，
徐素玲，徐嘉徽.吳泉忠.吳佳穎，徐慧渝，
張文綺，張文馨.張文駿，張光明，張志隆，
張明珠，張美虹，張雯瑜，張雯琇，張嘉琪，
張錦標.簡阿綢.張力友，張錦穆.簡阿綢.張力友，
曹新萍，梁秀惠，梁詩敏，莊承錦，許勻瀞，
許台叡，許哲嘉，許家綸，許書璇，許勝迪，
許富娟，許灝杕，郭欣榮，郭宸浩，陳卉姍，
陳玉美，陳宇陞，陳志力，陳怡秀，陳芬薇，
陳思齊，陳映如，陳莉樺，陳雅亭，陳葦菱，
陳儀瑄，陳蕙芳，陳靜代，陳臆婷，陳寶年，
陳鐸文，陶惠婷，傅台生，彭湘澐，游琬筑，
無名氏，黃秀琴，黃昱仁，黃筱鈞，
新竹打字企業有限公司，楊沛樺，楊京寶，
楊淑年，楊鳳鈴，葉宥葵，葉建村，廖俊超.
李美菊，劉心瑋，劉玉英，劉宇軒，劉宇婕，
劉育成，劉佩真，劉東興，劉彥良，劉珮蓉，
潘家裔，潘家豪，潘輝政，蔣春玫，蔡秀媛，
蔡淑玲，鄭弘，鄭春金，鄭晴芸，盧怡如，
蕭淑芬，蕭慶龍，蕭繼廷，戴美裕，謝宗翰，
謝明川，謝淑英，謝寶慶，簡春永，簡淑芬，
簡惠玲，藍詩婷，藍鈺娟，顏品涵，顏妘夙，
羅安廷，羅采馨，羅崧勻，羅麗如，羅瑋翔.
羅健銘，蘇旭民，蘇瓊華，
50
李昆泰，李明宏，李家賢，林毅華，鄭淑勻，
龔鈺程，

200,000

裴煒光

李怡誼，李金虹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8,000

2,300

100,000

杜月春

猛丸親子營隊

林滄海，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6,000

2,200

陳璽，誼山精機股份有限公司，蕭政豪

李瑞屏，周昀蓁，周英奇，林威呈，范姜慧娟，

陳佑錠

60,000

浪漫一生餐廳有限公司，張明德，張鴻杰，

2,063

羅秀月

莊銘德，許澄江，郭晉承，陳孝怡，陳育真，

Hi~薑餅人義賣

50,000

黃千豪，黃明峰，黃麒亘，楊友璉，趙慧如，

2,000

王興利，李悌添，

鍾佩芳.鍾王金英.賴正能

丁建仁，山口長裕，尹良焜，王光明，王見元.

財團法人邢榮階紀念父母慈善事業基金會

5,000

賴姿曄.王暄銘.王紹睿，王進富，王綿，

滕光中

王士瑜，王怡筠，王淑貴，台北市美生慈壇社，

王寶雲，司徒郁欣，石淑華，吳玉襄，吳明澤，

40,000

台灣東芝國際採購股份有限公司，江秀鳳，

吳昀懋，吳高任，呂紫琳，呂懷澤，李宏騫，

羅智賢

江恒均.江宜蓁，吳李根，李義皇，李榮原，

李香珠，李家莉，李鈴鳳，李肇南，李銘芝，

30,000，浜中松琴工業有限公司，

阮文欽，林溪順，邱文光，柯茗種，紀崑山，

周欣文，奇磊股份有限公司，易仲良，易伯良，

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曲明正，

孫芳惠，泰新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素卿，

易季良，林泓廷，林威助，林鶴淑，林瑋謙，

李夢竹，林宏青，鄭淑惠，薛林月嬪

張禎珆，曹祥照.曹安瑩.曹安慧.曹安如.曾佩君，

林鈺純，邱國桐，品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許淑娟，許富強，許碧砡，陳文雄，陳青岳，

姜宗成，姜添福，姜皓文，姜雍漳，

成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何宇璿，宋鴻德

陳皆伸，陳禹臻，陳麗秋，麥汝森，麥吳月雲，

恆暘貿易有限公司，施立仁，柯思如，洪聿聰，

林秀育，林桂英，

晶彩生活有限公司，黃秋田，黃國禎，黃湘玲，

胡紹中，胡聚芳，胡琇瀚，凌蘊蓉，徐明光，

財團法人台北市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楊再振，楊健超，董子嶺，監察院高鳳仙委員，

徐春土，高惠芃.高紀安.盧羽芳.高子斌，

張宇晴，張鄭嬋嬋，劉眉玉，盧美菊，錢培倫，

劉炳炎，劉茂宗，劉維貞，蔡東穎，鄭寓賀，

高智洋，國宏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康莊，

16,000

錦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謝素玉，蘇德展，

張志銘，張翔.張暄.張瀚，張逸民，張雯貞，

李秀英

蘇龍華

張新發，張維昌，張瓊方，張麗玲，曹子庸，

15,000

4,000

梁乃蓁，梁莉婉，莊益山，許文建，許銘圳，

央秀創意設計行銷工作室，

王高慶，佑東工程有限公司，林添財，

郭巧玲，郭芳伶.莊晴文.莊柄富.廖格.莊忠良.

亞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財務處，林幸春，

許芝綾.江素娥，程優貿易有限公司，

郭君隆.，郭繼儀，陳志典，陳雨欣，陳亭伊，

牧東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鼎正有限公司

陳亮元，陳冠蓉，陳建宏，陳建茗，陳政宏，

凌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麗蘭，楊光榮，

3,500

陳炳川，陳郁，陳淑貞，陳順漢，陳瀅仁，

12,000

王明中，丘英元

傅玉寶，彭彥慈.彭乾育，曾子庭，曾淑玲，

陳秀枝

3,000

華淑卿，賀維中，黃子芳，黃玉淨，黃奕晟，

11,050

王佳源，王美惠，朱翁駒，何燦章全家，

黃淑如，黃賁聿，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新銀行無名氏

李阿香，李淑娟，李福城，沈德亮，周胡春紅.

楊孟凡，楊夢瀛，葉仲姮，雍大室內設計工程有

11,000

周泳祥，林月華，林永萬，林建良，林益全，

限公司，廖呈雅，廖重龍，廖祥富，廖濬毅，

蒂欣有限公司

林敏雄.藍阿文，林楷龍，邱美玲，柯秋梅，

彰泰營造有限公司，劉容珊，潘添茂，蔣繼忠，

10,000

洪錦花，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許家綺，

蔡其芳，蔡宗展，鄧德茂，蕭智惠，蕭經惠，

方建雄，立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冠霆，

許瀚允，郭千瑜，郭韋辰，郭淑惠，陳月秋，

謝淑姶，鍾佳蓉，蘇文欣

李天傑，李王素芬，李幼喬，李林柑，林圭琇，

陳美娟，陳敏華，陳添財，曾亞琳，曾詣展，

1,945

林承頤，林振鈴，林莉慈，林超群，洪采鈴，

曾詣軒，順德木業有限公司，黃金盈，黃桂秋，

張娟敏

胡德如，徐浩棟，張家豪，許瑞茂，許鼎紳，

黃雪珠，廖融佐，歐陽雅鈴，鄭雅娟.鄭雅筑.

1,800

陳永暉，曾麗雲，游萬益，黃堯均，董繼梅，

鄭佳郁，興美壓克力行，蕭豪志，謝春猛，

仲品瑄，仲品叡，陳石仙觀.陳裕憲，彭世睿.

詹進益，劉瑞麟，鄭錦鈿，

謝黃妙子，韓孟恬，魏清旗，魏銘萱，魏閤萱，

彭宜蓁

環球商務法律事務所，謝麗萍，羅泰松，

魏麟懿

1,700

涂台鳳

2,500

文翠綉，黃薇樺

9,200

王俊逢，呂秋嫻，李盈昌，徐蔚泓，陳瑞文，

1,500

無名氏

趙瑞，鄭高禎

王軒鎂，江支立，孚貿斯國際有限公司，

9,000

2,400

李夜開.曾資雅，周際瑜，林承志，戚珮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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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葉碧梅，許庭豪.許晉豪.許文豪，

振久鋼鐵有限公司，桂素芝，殷匡佐，

蘇雅惠，蘇毅絲，龔美珊，鄔顯龍，隗渼蓁，

湯淺愛心會，辜秀涵.陳永霖，黃素勤，

馬偕社會服務室，馬富華，馬碧桃，高文良，

900

楊家蕙，楊國偉，鄭木欽，鄭如倩

高立翰，高郁眉，健誠國際汽，張心穎，

王姵婷，司春生，林金璋，洪靖民，張素卿.

1,350

張文俊，張文玲.胡進杉，張方溶，張吳米，

張文銘.張峻瑋，莊淑麗

數八四猛丸營隊

張美惠，張珮綺，張素靜，張隆華，張瑞紅，

800

1,200

張瑞珠，張詩展，張鴻熙，張麗華，曹哲寧，

吳蘭香，周雅琪，林宛臻，孫啟仁，郭志群.

呂學禮，沈玉英，侯秀鳳，徐珮瑜，張坤保.

莊明山.張惠瑜.莊曜華.莊婕希，莊碧蓮，

郭志帆.郭秋婷.施竣傑，郭佳益，陳瑀婕，

張王雪玉，張景貽，陳碩仁，黃進吉，楊景櫻，

許志明，許芝穎，許美鈴，許書斌，許貴理，

謝新惟

歐素伶，蔡朝陽

許學政，連金芬，郭淑珠，郭連惠蘭，郭進財，

766

1,100

陳月玲，陳正弘，陳玉娟，陳玉慧，陳佑鑫，

陳奕任

劉晏均

陳秀芬，陳秀敏，陳良明.陳林秀娥，陳怡君，

750

1,000

陳松李，陳欣玫，陳亮宏，陳俊嘉.廖麗春.

程偉倫

凃宏明，丁鵬仁，丁昶升，文家儀，方皖君，

陳羿君.陳昱維.陳信圻，陳品賢，陳彥宏，

700

毛康名，王士欣，王文博，王玉燕，王志平，

陳施淑貴，陳昭駿，陳星宇，陳昱盛，陳柔云，

王水山，王怡文，白純宜，江昭陽，何建慶.

王育程，王宗太，王宗寶，王明珠，王俊文，

陳柏志，陳柏綸，陳美玲，陳美潔，陳羿璇，

何沛珈.陳柔蓁，吳志強，李仁智，周大鈞，

王建國，王秋榮，王恭新，王陳阿滿，王惠茹，

陳英信，陳郁萍，陳晉慧，陳根火，陳素月，

周定遠，林明川，林家亘，黃秀玉.李益民.

王瀞瑩，世貿海運承攬運送股份有限公司，

陳高發，陳國瑞，陳淑美，陳淑滿，陳惠珠，

吳雅萍.李彥鋐.吳麗如.吳怡，楊榮模

世貿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白湘怡，

陳景霖，陳逸恒，陳萬興，陳萱諭，陳碧足，

600

白禮維，任家萱，朱志達，朱敦，江宗達，

陳儀祐.陳儀蓁，陳慶炎，陳薪卉，陳鍾山，

大邑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毛鳳英，古妤柔，

江宜哲，江幸橋，江陳美信，何金英，何美雲，

麥育生，傅明慈，彭家銘，曾妙鈴，曾怡禎，

向富州.向庭宏，何萬國，李思筠，李相瑄，

何肇浩，何慧婉，何燕青，余明芳，吳再來，

曾阿琳，游曾惠珍，善德功德會，

杜品嫻，卓美珠，林育如，林佳諭，林淇妍，

吳圭酌，吳杏顏，吳佩珊，吳明軒，吳昀臻，

菩蕯園林精舍，賀楷晴，賀楷鈞，

林富榮.林香君.林朝儀.劉宣均.李玉，袁國忠，

吳姿蓁，吳徐萍.廖美仙.吳岱昀.吳冠妤.吳家宇.

雅荃鞋業有限公司，雅筌鞋業有限公司，

高雅萍，張小姐，張麗華，曹瀚權.曹瀚宇，

吳凱，吳國社，吳雪娥，吳智輝，呂承豐，

馮思靜，黃子庭，黃光宇，黃光嬿，黃金卿，

許炳仁，陳心格，陳正哲，陳孝先，陳俐潔，

呂奕昕，呂學尚，妙音，宋麗珠，巫翠花，

黃思群，黃美華，黃素珍，黃淑玲，黃紹炳，

陳美言，陳韋如，陳香瑄，陳雅馨，陳芊卉.

李玉琥，李佩衡，李孟儒，李岳.李威，

黃榮宗，黃鳳嬌，黃瑋淦，

陳芊凱，麥育文，游謝素英.游正吉，黃一信，

李怡安，李明峰，李金城，李威儒，李秋雲，

新竹中央獅子會 吳芳錫，楊永輝.蔡素月，

黃思維，葉靜蓉，葉鴻志，劉淑絹，蔡俊雄，

李美玲，李純玉，李敏蓁，李淑真，李陳玉華，

楊明理，楊林阿夏，楊邱玉葉，楊馬財，

蔡振昌，蔡聰達，鄭伊婷，謝若筑，關連英，

李雪紅，李華德，李鳳瑛，杜素禎，汪俊良，

楊淑華，楊凱茗，楊麗芬，溫文正，葉奕甫，

515

亞太國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葉建良，葉素玲，葉敏雅，葉勝義，葉靜惠，

羅林春霞

佳姿蓓麗國際美容有限公司，卓興盛，周玉珍，

詹先生，詹啟宗，詹惠珍，賈智安，雷佳珍，

500

周姓閤家，岳池有限公司，林子硯，林正峰，

雷佳慶，廖子漢，廖燈科，彰銀無名氏，

丁心喬，上官宇靜，上官姍珊，上官林軒，

林永軒，林永德，林玉津，林志忠，林秀萍，

裴旭剛.裴向洳，趙文，趙明宏，趙錦軒，

大東寰科技有限公司 吳吉田，尤筱潔，

林周淑清，林亭妤，林信義，林禹岑，林家毓，

劉月香.李龍鳳，劉幼雯，劉白江.莊玉娥，

方思婷，日盈國際有限公司，王大琳，王吉中，

林浩翔，林高賢，林國華，林淑君.孔令為，

劉志信.劉丁熒.劉彥廷.劉人瑋，劉幽蘭，

王俊傑.楊淑如.王祥宇.王姵珺，王威強，

林淑添，林湘峰.林湘傑.林相慶，林雅媚，

劉素真，劉福生，劉臻玲，歐俊頤.歐姝廷.

王美玉，王美慧，王國任，王國賢，王章丞，

林毓宸.林昱霖，林耀宗，林耀駿，

歐建志，潘慧君，蔡文玲，蔡水來.蔡郭仙汝，

王惠瑗，王襄輔，王麗枝，王麗娜，王麗燕，

況格企業有限公司，邵承義，邵黎明，

蔡亭玉，蔡英嬌，蔡淑莊，蔡惠菁，蔡惠華，

王馨，王姵淳，台灣國際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邱俊榮.邱昭傑.邱千銜，邱建智，邱昭憲.

蔡閎恩，蔡錦川，蔡忻潔，

生展機器有限公司，申宜艷，申尚艷，申明艷，

邱桂美，邱偉賢，邱清松，邱雪華，邱漢堂，

輝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鄭光偉.孫永珍.

石王含笑，仲月娥，任家萱，朱立華，朱佩雯，

邱膺珍，侯星良，卻詩馨，姚玉英，姚俊安，

鄭旭紜，鄭佳淩，鄭益芳.黃喬筠，鄭亘圻，

江文豪，江吳勉，江律穎，江素瓊，江禮藻，

柯淑芬，洪子明，洪兆宣，洪坤和，洪芳怡，

盧永勝，盧俊男，盧翠菁，蕭銘君，薛佩芬，

何志凱，何瑁鎧，吳少齡，吳安祖，吳宏志，

洪保羅，洪聖芸，胡巫鶴，胡泉鑑.胡銘顯.

謝玉燕，謝春聲，謝美玲，謝堅，謝蕙如.

吳育勝.吳展丞，吳坤芳，吳信德，吳秋燕，

胡育誠，胡淑華，胡盛春，范玉秋，唐瑞梅，

謝孟宸.謝勝治.陳雪娟.謝蕙鍈，鍾仁義，

吳若麟，吳梅，吳淑娥，吳淑豊，吳貴松.

孫嘉晨，峻誼不銹鋼工程有限公司，徐振誠.

鍾芷芸，顏其政.李玉惠，羅汀蘭，羅惠宜，

吳林桂，吳進南，吳靜怡，吳鴻榮.劉滿穗，

徐振中，徐淡康，徐凱威，徐嘉妤，

羅瓊櫻，羅翊宸，羅翊寧，嚴明芝，蘇佩君，

呂玉芬，呂孝文，呂育芬，呂其穎，呂雪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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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鳴源，呂麗嬋，宋青峰，巫國雄，李幼群.

曾文勇，曾弘炘，曾施月琅，曾美珠，曾美珠，

王雨涵，王俊焜，王珮行，王素瀅，王惟政，

李韻柔，李正助，李江月英，李依儒，李佳穎，

曾淑媛，曾莉莉，曾潘美蘭，曾麗芬，

王貫克，王惠瑩，王嘉霈，王端勇，史文淵.

李妮悁，李宗翰，李東岳，李金鴻，李俊毅，

游余素月，游璧妤，黃烱家，黃一恆，黃文妍，

史冠智.許文惠，白旻幼，石承翰，向令平，

李冠樟，李秋冬，李美足，李美誼，李素真，

黃志明，黃佩雲，黃炎輝，黃信榕，黃春淑，

何天佐，何育家，何芳梅，何律旻，何嘉真，

李偉能，李淑惠，李賀安，李雅文，李蕙如，

黃郁琁，黃偉涵，黃清花.洪崧鎂.蘇一泉，

余中薔，余文清，余奇安，余美文，利富松，

李錦芳，李汯駥，

黃雪貞，黃曾吟梅，黃雯雀，黃溫梅，黃瑞初，

吳江河，吳佳蓉，吳佳燕，吳明璋，吳明謙，

私立博全美語文理短期補習班，卓岳儒，

黃福華，黃德文，黃麗洋，楊冠廷，楊淳米，

吳芬蘭，吳芸姍，吳飛震.吳佳倩.王玉珍，

卓明諺，卓金殿，卓建祥，周旭昇，周佳錡，

溫文寶，溫鳳玉，葉士宏，葉彩燕.廖珮均.

吳家瑾.吳家渝，吳智家.吳亞霓，吳榮燦，

周怡良，周秉毅，周信宏，周建炎，周庭瑄，

廖珮騏，葉雲田，詹心藍，詹宏淯，詹國明，

呂佩樺，呂亮震，李玉詩，李沈鶯月，李秀敏，

周鄭芳，孟繁佳，尚秉孝，屈保誠，岩青燕，

詹遂願，鄒方瑜，鄒方寧，廖玫慧，廖憶華，

李宛諭.李旻軒，李承恩，李承泰，李明臻，

岳安台，林玉萍，林何阿柑，林明磁，林金聲，

廖寶忠，劉士棋，劉小芬，劉少民.徐素芳，

李俊憲，李奕翔，李盈瑩，李盈禛，李秋利，

林思語.林冠言.許庭瑋，林洋招，林美慧，

劉文權，劉交，劉林玉鳳，劉美杏.劉芳燕，

李國屏，李維杰，汪子鴻，周幼婷，林先生，

林峻寬，林珠，林國峰，林淑珠，林淑敏，

劉淑馨，劉義清，劉芊忏，

林伯軒，林伯鴻，林怡璇，林芝如，林芷芸.

林惠津，林景德，林雅卿，林筠晞，林裕卿，

模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潘姿妤，潘錦裡，

林培岑，林金德，林雨利，林亭郡，林思鳳，

林燈賢.楊秀寬，林顏秋香，林麗珍，林鈺勳，

瑩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蔣瑟玲，蔡志雄，

林政佑，林家賢，林祐嫻，林梅嬌，林添良，

邵韋勳，邱安言.邱品睿，邱秀美，邱培甄，

蔡秀琴，蔡函希，蔡宜珊，蔡幸言，蔡欣璇，

林湛悅，林雅珮，林照明，林裕平，林麗玉，

邱淑媛，姚尚佑，姚國程，姚竣鎧，施仲信，

蔡金彰，蔡雅菁，蔡詩祥.黃瓊慧，蔡慧玲.

林麗珠，邱敬庭，侯芳芬，俞俊菁，姜耀勝，

施禹孝，施禹彤，施銘鏞，

項光照.項育堂.項娉甄，蔡輝龍，蔡學憲，

施素青，施鈺珣，范聿瑄，范芫堂，凌璿珽.

柔麗亞企業有限公司，柯政佑.陳華文.柯儒穎.

諸羿瑄，鄭乃健，鄭乃華，鄭宇岑.鄭宇倫.

凌敏雪，徐佑杰.徐佑甄，徐翠瑩，徐慧君，

柯儒霖.柯穎霖，洪少蓁，洪吉真，洪培元，

鄭宇芸，鄭旭媚，鄭君浩，鄭承浩，鄭家惠，

留彥琳，翁麗卿，高秀琴，高秀絨，張子薇.

洪梓默.洪君妮，洪清騰.項蕎茹.洪育和.洪淳建，

鄭梅花，鄭雅璘，鄭翰聰，鄭薀陞，黎張麗華，

張子軒，張文美，張文琴，張文馨.張文駿，

洪意茹，洪義村，洪睿廷，洪睿聰，紀柯金鳳，

盧宛平，蕭啟裕，蕭福欽，蕭耀村，賴宜青，

張立明，張安宜，張志新，張秀鵲，張宥瑜，

紀庭蓁，紀淑惠，胡攸紅，胡芝綾，范郁芝，

賴玟君，賴奕君，錢滬台，駱嘉鴻，駱瑩，

張洛嘉，張凌姬，張晉誠，張晉瑋，張晏誠，

革安企業有限公司，倪琦懿，唐高明霞，

謝宗燕，謝福長，鍾水妹，鍾泳皇，鍾麗君，

張泰誠，張陳碧雲，張慧雪，張諒義，

孫志言，孫沈專，孫承正，孫務恆，孫莉鈞，

簡淑宜，簡淑媖，藍美紅，闕心茹，顏朝發，

張羅秋妹，張麗華，曹永芳，曹明春，曹美妙，

孫嘉隆，孫翠蓮，徐文展，徐志蓮，徐銘澤，

顏銘毅，魏振宇.陳秋惠，魏銘賢，魏皙，

曹祖綦，梁仁有，梁明輝.杻秀蓉，莊庭熏，

徐鴻基，秦子璇，翁仁宗，翁知暉，馬郁婷，

羅亞男，譚宇智，蘇志超，蘇素樺，

許軒慈，許雅燕，許琇松.陳麗玉.許家綸，

馬淑惠，馬嘉駿，高惠君，高慧娟，高耀村，

瑋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連敏惠，郭廷旭，郭哲睿，郭筱佳，陳玉菁，

基隆市安-土地公，張水，張光霆，張志豪，

415

陳佑庭，陳佑軒，陳佳靜，陳和明，陳怡君，

張承洋，張林秀鶯，張芬蘭，張美質，張家玟，

劉容絨

陳明裕，陳玟亘.梁琴，陳金盈，陳彥君，

張家齊.張家瑞，張展文，張敏裕，張盛雄，

400

陳彥孜，陳禹安，陳紀君，陳朝保，陳皚珊，

張雅惠，張祺筌，張麗珠，梁群毅，梁潔瑩.

吳文智.吳育瑄.吳昱緯.張美惠，吳明吉，

陳翰笙，陳臆仁，陳麗華，陳竑宇，陳緗蓉，

梁瑋晴，莊凱茵，許世賢，許君琪，許育嫺，

吳家慶.曾淑雅.吳貞頤.吳秉軒，吳慶城，

曾旭宏，曾南海，曾陳月嬌，游素貞，黃伊君，

許明華，許哲瑋，許淑靜，許博翔，許雅婷，

李潓菁，林彥志，施瑞展，洪順富.洪晟峻.

黃安亮，黃羽，黃明旋，黃郁玲，黃啟銘，

許雅婷.許晏彰，許蕙蓉，郭何乾，郭志明，

蔡玉鳳.洪語禪，紀良育，紀佩汾，紀龍年，

黃淑娥，黃棟樑，黃雅慧，黃橙詳，楊月雲，

郭彥廷，郭晁廷，郭嘉駿，陳世珍，陳永儒，

張亦均，張逸夫，許秋子，陳淑惠，陳雅姿.

楊旭甲，楊佩龍，楊昕蓉，楊金泉，楊惠君，

陳任璿，陳如儀，陳佳樟，陳怡均，陳明桂，

陳福榮，麥佩怡，麥貴英，麥漢倫，麥漢強，

楊晴惠，楊游罔市，楊碧枝，楊豐嘉，葉玫纓，

陳明達，陳玫君，陳保穎，陳俊仁，陳冠州，

黃啟宗，黃皓榆.黃全展.黃晏萱.廖葉，潘品樺，

詹瓊華，廖秀月，廖淑萍，廖惠美，廖麗玉，

陳品穎，陳奕瑞，陳奕錩，陳威榮，陳彥如，

蔡義明.蔡林金足，薛慧如，鍾源毅，顏婿，

趙芷吟，趙若薔，劉佳鑫，劉宗霈，劉俊麟，

陳彥肇，陳柏佑，陳柏誠，陳皇如，陳祉妤，

360

劉昱潔，劉雅君，劉憶蓁，劉璟琪，歐陽雯，

陳美霜，陳致瑋，陳重郡，陳浩軒.陳詩婷.

王啟印

潘文玉，潘冠瑄，潘薇如，潘麗惠，蔣槿榆，

洪淑如.陳志郎.陳浩瑋，陳素惠，陳素蓮，

350

蔡享享，蔡幸芝，蔡建富，鄭有萬，鄭睿彬，

陳敏慧，陳智雯，陳瑞玲，陳萬守，陳詩瓊，

王錫淵，陳昶瑞

鄧汝康，鄧青年.陳麗玲.鄧學謙.鄧學文.鄧學強，

陳資瑋，陳銘淵，陳增池.葉佩娟，陳德旺，

300

賴雲憓，薛靜淑，謝依廷，謝梅君，鍾梅芳，

陳燕誠，陳蕙娟，陳麗文，陳姝伃，陳顗文，

小青青，尹紹齊，尤美燕.曾霆勳.曾佳宏，

鍾曉晴，簡玉珍，簡勝源，顏泓暉，顏崇儀，

陸潔，章旦隆，章修琪，傅正謙，傅珮文，

王亦萱，王伯安，王佩穎.王儷穎.王博賢，

魏汝婉，羅玟慈，羅貴春，羅韻華，蘇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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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靜秀，涂馨予

陳柔安，陳柏元，陳秋萍，陳美美，陳致豪，

田姍姍，朱盈，江美珍，何沛勳，何品毅，

250

陳若宸，陳真菁，陳凰珠，陳張志真，

何錦峰，吳佳芳，吳宣衡，吳玲芳，吳秋月，

王惠渟，王智弘，吳沛宇，李宜軒，李宜霖，

陳雅惠.吳庭凱.吳沛容，陳意昌，陳慈妮，

吳祥華，吳瑞美，吳豐鎰，呂志誠，呂晉頡，

林亞璇，林宥均，施建凱，胡芳榮，曹永儒，

陳毓峰，陳葉金，陳維信，陳慶仁，陳慧娟，

呂珮慈，宋芝瑜，李文連，李文寶，李玉霞，

陳正斌，陳誼玲.廖昆苗.廖宥涵，黃宣淵，

陳慧儒，陳曉芬，陳燕慧，陳靜賢.林修弘.

李秀卿，李依穎，李宜儒，李宜勳.馮鑑昌，

黃凱莉，黃曦緹，楊陳鳳英，劉太綢，蔡雅芳

林晉甫，陳麗蓉，陸姵妤，陸姵瑄，章琇淨，

李宜璇，李明芳，李林彩玉，李柏樟，李珮筠，

215

單華瑾，曾子瑀，曾本營，曾玟萍，曾群翔，

李從慧，李嘉玲，李誌慶，李銀河，李銀容，

郭柏均

游淑貞，游曉君，游賴綿，游琬筑，湯承澤，

李麗玲.高裕信，李麗霞，沈志強，辛文孝，

200

辜正宇，黃小貴，黃玉珠，黃怡璇，黃彩雲，

辛明容，周琳鈞，周勵輝，

凃禎憶，方威仁，毛仁甫，王中胤，王仁妤，

黃清民，黃清霞.黃晶皓，黃淑媛，黃博志，

昇立文理補習班 曾厚貿，

王永宜，王永英，王沛璇，王秀鳳，王怡文，

黃博政，黃楷茵，黃雍然，黃憲智，黃駱朋.

昇立文理補習班立昇數學 陳冠奎，林秀玟，

王奕婷，王宥傑，王昭文，王玲玲，王美玲，

于晶，黃麗惠，黃蘭心，黃鈺朋，楊千褕，

林育如，林坤廷，林冠吉，林思佑，林韋君，

王淇，王貴虹，王瑞文，王瑞霞，王靖淳，

楊元欽，楊育霖，楊阿國，楊淞尹，楊彭寶珠，

林振義，邱芳妤，邱奕函，邱啟軒，邱靖心，

王沚勻，伍祐賢，任學忞，朱明宏，朱晉德，

楊惠英，楊惠媛，楊朝安，楊鈞顯，楊謨，

邱曉薇，邱鎮國，洪于婷，洪子淵，洪育德，

朱進財，江林碧桃，江惠容，江慧娟，余偉誌，

楊繪玉，楊韻平，楊韻弘，楊韻禾，葉千慧，

洪信雄，洪秋琪，洪敏齡，洪詠欽，洪煜欽，

余紫瀅，吳乙萱，吳乙寬，吳玉惠，吳吉田，

葉小瑩，葉軒甫.葉晏廷，葉煒涔，董倉宏，

紀雅玲，胡志強，范庭瑄，范舒惟，唐彗鈞，

吳宇庭，吳志鴻，吳李軍，吳佳嬛，吳叔靜，

詹光叡，廖韋晴，管國棟，趙怡茹，趙昱誠，

孫建策，孫偉文，孫筱晴，徐慧渝，馬佩苓，

吳明玉，吳東霖，吳玲雅，吳英花，吳貞瑩，

趙恕浩，趙啟棟，趙淑英，劉小翠，劉永傑，

高天財，張光明，張志隆，張岱萍.張龔梅枝，

吳悅慈，吳悅嘉.吳祥嘉，吳培菱，吳淑如，

劉東元，劉芳均，劉彥辰，劉碧珠，劉碧涵，

張明珠，張美虹，張偉棋，張晴芬，張雯瑜，

吳詩宜，吳靜怡.劉昱妏.劉玟佑.劉富源，

劉麗美，潘雅芳，蔣尚廷，蔣昭正，蔡志宏，

張雯琇，張嘉琪，張銘珍，梁文騰，梁秀惠，

吳露瓊，呂佩恩，呂怡瑩，宋清玉，李秀苙，

蔡和錦，蔡宗宏，蔡宜芬，蔡明妤，蔡芬玲，

梁詩敏，莊育龍，莊承錦，莊雅燁，許勻瀞，

李佳珍，李佳樺，李佩穎，李念徽，李欣宜，

蔡振村，蔡淑情，蔡涵伃，鄭明通，鄭博謙，

許文勝，許台叡，許正雄，許哲嘉，許家綸，

李垣漢，李美蓉，李國瑋，李惠婷.何鐘錡，

鄭惠婷，鄭碧珍.鄭陳寶換，鄭銨慶，鄧秋原，

許庭晏，許書璇，許偉意，許筑筌，許灝杕，

李睿疄，李璦蓉，李蘇介，沈鈺軒，阮榮敏，

鄧繼明，鄧芮昀，蕭文忠，蕭淑芬，蕭媺娟，

許恒毓，陳卉姍，陳生.陳蓉親，陳宇陞，

卓睿鋐，周王月燕，周育霆，周慧婷，季杰，

賴惠玲，錢宜威，錢鳳生，謝明光.陳秀靜，

陳志力，陳佳敏，陳亭安，陳思齊，陳映如，

林子雲，林玉青，林秀芬，林俞汎，林宥萱，

謝清忠，謝陳麗，謝斐帆，謝雅雯，謝麗美，

陳紳睿，陳莉樺，陳雅亭，陳葦菱，陳儀瑄，

林宥瑩，林昱呈，林柳臻，林修雅，林家吟，

謝蕎伊，鍾宇麟，鍾呈慈，簡永峰，簡吳美珠，

陳蕙芳，陳鵬智，陳麗華，陳寶年，陳鐸文，

林晏資，林桂煌，林淑富，林惠珍，林欽賢，

魏滿祝，羅瑋翔.羅健銘，蘇季紅

陶惠婷，傅台生，彭湘澐，曾夏妹寶，曾瓊慧，

林煥宗，林瑞哲，林瑞菊，林聖家，林碧玫，

168

程文芝，黃昱仁，黃郁雯，黃筱鈞，楊志仁，

林翠娥，林寶珠，邱力玟，邱巧雲，邱梅芳，

劉國州

楊京寶，楊淑年，楊錦忠.楊騏睿，楊騏睿，

邱瑞華，邱福春，邱麗靜，邱驛涵，邱玠澂，

153

葉宥葵，廖俊超.李美菊，劉心瑋，劉正元，

金瑞興企業有限公司，侯沛玲，姜博仁，

聚財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劉宇軒，劉宇婕，劉沂潔，劉育成，劉佩真，

姚孝斌，施佑俞，柯俊良，洪宏昌，洪美如，

150

劉昇明，劉彥良，蔣春玫，蔡秀媛，蔡昆霖，

洪麒濠，胡宇安.胡宇彤，胡運琦，

丁千惠，何欣穎，何政育，吳佩珍，吳慧娟，

蔡宣玫，蔡淑玲，鄭弘，鄭春金，鄭美玉，

苗栗縣私立育仁幼稚園，徐苑萍，徐常益，

胡禎柔，陳美華，陳淑芬，陳麗華，廖淑枝，

鄭晴芸，黎秀英，盧郭依妹，蕭心綺，蕭羽庭，

翁儷瑄，財億庭，高若蓁，高顏寶猜，張宗瑞，

蔡采吟

蕭繼廷，賴秋伶，戴美裕，謝明川，謝惠穎，

張芸瑋，張芷榕，張美瑩，張郁偉，張國藩，

142

簡春永，簡淑芬，簡惠玲，藍鈺娟，顏品涵，

張智翔，張慧貞，張錦標.簡阿綢.張力友，

施月里

顏妘夙，羅安廷，羅采馨，羅崧勻，羅清圳，

張錦穆.簡阿綢.張力友，張簡阿綢，曹芸禎，

111

羅麗如，蘇旭民，蘇謝玉梅，蘇瓊華

梁淑華，莊秀玲，莊宜庭，莊進靈，莊劉幼，

林玉娟

50

許婷，許惠晴.許家碩，許華桂，許華桂，

110

方炎山，方浩宇，方浩蓁，李昆泰，李明宏，

許萸晶，許雅婷，許傳瑋，連士瑋，連家財，

林筱亭.袁國翔

李家賢，林毅華，高芯嵐，蔡玄真，鄭淑勻，

連珮容，連靖，郭怡玲，郭欣榮，郭雨新，

100

龔鈺程，

郭信銘，郭彥廷，郭晉榕，郭駿宏，陳于婷，

王士銘，王如文，王汎熒，王妊允，王家葳，

陳秀月，陳秀妙，陳宗淇，陳怡仁，陳明琴，

王偉峻.王晨祐，王國華，王意程，王盟雄，

陳玟邑，陳玟綾，陳威廷，陳政賢，陳昭丞，

王龍寶，王穗凌，丘靜，左又寧，甘如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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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00
劉基福
60,000
劉明光
50,411
聖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台北常精進學佛會，宏羚股份有限公司
龔敦國
40,000
簡碧珠
30,000
台北市北門扶輪社
台南市赤嵌獅子會，明泰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20,000
李春芳，眾信士，陳明裕，黃耀儀，羅秀月，
15,000
晶彩生活有限公司
12,666
恆久彩色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10,000
江瑞華，何碧蓮，李宜康，李桂琴，林振鈴
林資淵，徐秋美，陳信文，陳淑萍，熊富鴻，
錦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顏仲仁，蘇新國，
鐘騏濃
8,000
林陳巧.林勝南.林禹廷.林正章
7,500
東旺奈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宗厚董事長
7,000
鄭智仁
6,820
無名氏
6,466
台新銀行無名氏
6,000
林家佑，林敏雄.藍阿文，長安商業有限公司
5,000
王俊榮，央秀創意設計行銷工作室，甘承玲，
呂明聰，林桯家，泰新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艋舺清水祖師廟，高素卿，張子允，
梁淑慧，許富強，陳和漢，陳明忠，陳雪觀，
陳森利，曾鈐陽，曾琬淳，曾琬婷，黃俊庭，
楊忠良，楊健岳，楊國偉，
鉅佳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聞秀貞，趙效賢，
劉維貞，蔡政治，蔡弼凱，蕭秀穎，
環球商務法律事務所，蘇文楷
4,700
周明德
4,000

全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徐清輝
3,600
陳石仙觀.陳裕憲，蘇雅惠
3,000
于奉高，王佳源，王祥熙，丘佩潔，
冬陽愛心基金會，朱淑貞，吳錫鑫.邱馨節.
吳忠翰.吳忠霏，李祁叡，李阿香，李律廷.
李律欣，李淑娟，杜家豪，沈怡芬.張景堯.
張國慶，沈俊吉.蔡智怡.沈柄宏，林月伶，
林美玲，林麗珍，林焱輝，邱美玲，柯秋梅，
洪雅玲，凌蘊蓉，徐宏毅，徐梅昌.楊又臻，
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高芳雄，張彩蓮，
許美華，許澄江，陳怡君，陳美娟，陳添財，
陳淑苗，順德木業有限公司，黃俊欣，黃堯均，
黃頤奮.黃王玉蕋.黃調帆，楊玉貞，楊淳茵，
詹宏智，劉芳邑，劉茂宗，劉素珍，鄭美琴，
鄭婷方，鄭雅娟.鄭雅筑.鄭佳郁，
興美壓克力行，謝春猛，謝凱燕，龔慧怡
2,500
台北市園藝花卉業職業工會，
台北市園藝花卉業職業工會，趙瑞
2,324
台鐵台中號誌分駐所
2,300
猛丸親子營隊
2,100
陳雪蘭
2,000
方志偉，方晴菁，王育程，王見元.賴姿曄.
王暄銘.王紹睿，王高慶，王寶雲，石淑華，
朱育德，何錫煌，吳季陵，吳季謙，吳明澤，
吳欣潔，吳徐素清，呂思嫻，李文隆，李英華，
李葉圍，李肇南，李銘芝，沈佳慧，卓祺容，
周安茹，奇磊股份有限公司，林，林玉蘭，
林志丞，林晉丞，林添財，邱玉枝，邱健庭，
邱國桐，邱連發.蘇麗英，侯宣如，姜雍漳，
姚承孝，恆暘貿易有限公司，柯華葳，洪有福，
洪美華，洪聰穎，胡婉玲，胡登圍，胡聚芳，
茂陞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陳吉豊，徐國雄.
王瑞華，張方溶，張志銘，張庭禎，張翔.
張暄.張瀚.蘇卉琦，張逸民，張隆華，張錫麟，
張麗玲，曹子庸，梁賽芳，莊宗翰，郭巧玲，
郭繼儀，郭燁曈，郭燁曈，陳文生，陳世文，
陳玉蓉，陳冠蓉，陳奕雯，陳政宏，陳容博，
陳培英，陳淑貞，陳慕德，傅玉寶，曾子庭，
華淑卿，賀維中，雅荃鞋業有限公司，黃小貞，
黃虎風，黃淑珍，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正道，楊長安，楊祥郁，楊夢瀛，葉月妹，
葉仲姮，鼎正有限公司，廖祥富，
彰銀網路無名氏，趙映涵，劉武雄，劉俊賢，

劉南端，劉容珊，劉淵銘，蔡汶陵，蔡亭玉，
鄭雅云，鄭榮傑，盧永勝，蕭孟昇，蕭經惠，
謝承祐，謝春美，謝淑姶，羅金梅，羅雪君，
羅雅純，蘇文欣，蘇郁庭
1,800
彰銀無名氏
1,600
蔡欣蓉
1,500
李陳素鳳，李朝欽，周思妤，
香港商豐盛創意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張雪美，戚珮珊，莊葉碧梅，許庭豪.許晉豪.
許文豪，陳立凱.洪玉珊，陳雪蓉，陳瑞文，
曾金比，湯淺愛心會，楊家蕙，劉柏均，
蔡麗婉，鄭木欽
1,400
陳銘話.紀乃禎
1,300
陳竑宇
1,250
裴旭剛.裴向洳
1,200
李珈綺，高誠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台北辦事處，
張世文.張世豪，梁晴，黃秀麗，戴美珠，
薛顯昀
1,100
劉晏均
1,050
陳根火
1,000
凃宏明，丁俊宏，丁鵬仁，丁昶升，
人生愛心會，于文鍾，孔元生，方皖君，
王玉燕，王光明，王志平，王杜玉仙，王宗太，
王宗寶，王恭新，王振福，王淑芳，王陳阿滿，
王惠茹，世貿海運承攬運送股份有限公司，
世貿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白湘怡，
白雯雯，朱雨舲，朱偉廷，朱偉玓，江宗達，
江宜哲，江隆輝，何安家.趙宇恩.何安川，
何芳蕙，何金英，何肇浩，余薇芳，吳再來，
吳圭酌，吳杏顏，吳亞璇，吳陳一枝，吳智輝，
吳誌豪，呂承豐，呂奕昕，呂學尚，妙音，
巫國雄，巫翠花，李小姐，李文英，李玉琥，
李君瑋，李孟儒，李怡安，李承宗，李明峰，
李金城，李秋萍，李秋雲，李淑芬，李淑真，
李雪紅，李樂樂，李瑋綸，李墻，杜素禎，
沈淑惠，汪俊良，亞太國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佳姿蓓麗國際美容有限公司，卓錦瑞，周添壽，
周裕淳.俞美玲.周詠樟，周鄭芳，孟令華，
岳池有限公司，易定華，林子硯，林正剛，
林永德，林玉津，林全東，林宏柔，林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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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忠，林佳儀，林周淑清，林宜賢，林忠信，
林承志，林亭妤，林信義，林俊祥，林禹岑，
林美華，林家毓，林高賢，林淑君.孔令為，
林雅卿，林毓宸.林昱霖，林萬怡，林耀宗，
林耀駿，林瓔瓔，況格企業有限公司，邵黎明，
邱俊榮.邱昭傑.邱千銜，邱建智，邱偉賢，
邱清松，邱雪華，邱碧霞，侯星良，姚玉英，
姚玉英，姚俊安，姚俊安，施淑沁，施燕慧，
柯秀盡，柯雀芬，柯雪真，洪坤和，紀柯金鳳，
唐瑞梅，孫朝莉，孫嘉晨，
峻誼不銹鋼工程有限公司，徐有順.徐永吉，
徐振誠.徐振中，徐麗年，徐寶珠，
振久鋼鐵有限公司，殷匡佐，翁林桂花，
翁蔡秀賢，馬富華，高立翰，高美雯，
將太有限公司，張力元，張力夫，張文欽，
張玉芬，張志弘，張美惠，張家玟，張珮綺，
張詩展，張嘉盈，張嘉晏，張榮珍，張翠屏，
張鴻熙，曹哲寧，梁婷怡，莊居証，莊明山.
張惠瑜.莊曜華.莊婕希，莊雅晴，許如婷，
許志明，許育嫺，連金芬，連淑美，郭志群.
郭志帆.郭秋婷.施竣傑，郭玟伶，郭芷榕.
郭芸榕，郭淑珠，郭連惠蘭，郭進財，陳文翊，
陳月玲，陳正弘，陳光明，陳秀敏，陳秀蘭，
陳良明.陳林秀娥，陳怡君，陳怡婷，陳怡琴，
陳怡萱，陳松李，陳金蘭，陳亮宏，陳思秀，
陳柔云，陳泉元，陳禹言，陳秋安，陳美潔，
陳致元，陳晉慧，陳梅芳，陳淑美，陳淑滿，
陳惠珠，陳景霖，陳智雯，陳瑞萍，陳萱諭，
陳嘉珮.陳嘉真.陳忠瑋，陳碧足，陳銀滄，
陳鏗任，章修琪，傅明慈，傅蘭妮，彭秋鴻，
曾妙鈴，曾怡禎，曾美女，湯迪妃，
程優貿易有限公司，善德功德會，賀楷晴，
賀楷鈞，黃玉英，黃志中，黃明貴，黃思群，
黃春淑，黃美華，黃容華，黃素珍，黃崇智，
黃啟宗，黃琪雯，黃雲英，黃榮宗，黃鳳嬌，
黃德旺，黃黎紅，黃贊融，黃瑋淦，
新竹中央獅子會 吳芳錫，楊永輝.蔡素月，
楊明理，楊邱玉葉，楊娟娟，楊淑華，楊萬雲，
楊碩彥，楊麗華，萬彩玲，經森，
蒂欣有限公司，葉建良，葉敏雅，葉靜惠，
葆丞工程有限公司，詹勳.詹紫安.詹紫如，
賈智安，雷佳珍，雷佳慶，廖明月，廖祥富，
廖瑞宇.周義修，廖燈科，趙敏雄，趙麗蓮，
劉文霖，劉月香.李龍鳳，劉白江.莊玉娥，
劉志信.劉丁熒.劉彥廷.劉人瑋，劉幽蘭，
劉素真，劉照明，劉照英.胡婉珍，劉臻玲，
劉寶有，潘慧君，瑩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蔡太太，蔡文玲，蔡依妤.蔡旻諺，蔡依烜.
蔡旻哲，蔡建盛，蔡茂岳，蔡英嬌，蔡淑莊，
蔡閎恩，蔡楚群，蔡碧茹，蔡錦川，蔡耀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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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鄭力元，鄭力銘，
鄭少仲，鄭少禎，鄭旭媚，鄭志偉，鄭明昌，
鄭亘圻，盧翠菁，蕭尊先，蕭銘君，賴淑美，
薛佩芬，謝玉燕，謝坤宏，謝明娟，謝美玲，
謝堅，謝蕙如.謝孟宸.謝勝治.陳雪娟.謝蕙鍈，
鍾仁義，鍾芷芸，顏柏軒，魏妤真，魏皙，
蘇小姐，蘇佩君，蘇宥慈，蘇致銘，蘇鄭英瑩
900
陳怡彬，劉秋萍
850
數八四猛丸營隊
800
士鴻實業有限公司，王世芳，王軒鎂，吳蘭香，
李婉綾，杜宇寰，周雅琪，林宛臻，郭佳益，
陳瑀婕，謝新惟，龔姚綺
750
林素琴，郭俊宗
700
方晴薇，王水山，王怡文，白純宜，吳志強，
李仁智，周大鈞，陳宥霖
660
李彥勳
640
台玻鹿港廠原料股同仁
600
王怡文，王貴虹，王瑞英，王德偉，王慧喬.
楊子毅，古妤柔，向富州.向庭宏，余麗琴，
李小姐，李其媛，李昇龍.李詩萍.李嘉琪，
李相瑄，林淇妍，林富榮.林香君.林朝儀.
劉宣均.李玉，邱柏銘，倪鈺欣，
耕笠工程有限公司，袁國忠，高雅萍，高慧渾，
張娟敏，曹美妙，曹瀚權.曹瀚宇，莊正水.
何莉莉，陳，陳孝先，陳秀妙，陳冠州，
陳美言，陳韋如，陳芊卉.陳芊凱，游謝素英.
游正吉，黃一信，黃思維，黃楚，黃榮藏，
蔡俊雄，蔡聰達，鄭伊婷，薛顯明，謝采伶，
顏泓暉，羅玉燕，蘇佩瑜
550
陳貴琛，潘品樺
515
郭淑櫻，羅林春霞
500
日盈國際有限公司，王玉玲，王吉中，王成傑，
王俊文，王威強，
王美玉 台北縣汐止市忠三街143號1樓地基主，
王美慧，王國賢，王惟政，王淇，王章丞，
王惠瑗，王靖淳，王碧玉，王麗燕，王馨，王姵
淳，生展機器有限公司，田震凱，石王含笑，
伍明得，伍柄憲，朱立華，朱佩雯，朱彥魁，
江伶俐，江吳勉，江素瓊，江禮藻，何瑁鎧，

余卓勳，吳宏志，吳坤芳，吳宗俊，吳欣翰，
吳信德，吳玲瑢，吳秋燕，吳若麟，吳陣，
吳張招嬌，吳梅，吳淑娥，吳淑豊，吳貴松.
吳林桂，吳進南，吳榮泰，吳蕙如，吳靜怡，
吳鴻榮.劉滿穗，呂玉芬，呂育芬，呂其穎，
呂雪鳳，李世仁.謝明君.李家豪，李幼群.
李韻柔，李正助，李江月英，李佳穎，李妮悁，
李宗翰，李宗翰，李金鴻，李信龍，李俊毅，
李建倫，李秋冬，李美足，李美誼，李偉能，
李國華，李淑惠，李陳金月，李雪華，李雅文，
李蕙如，李錦芳，李麗森，沈亮恩，沈哲玄.
沈柔廷，私立博全美語文理短期補習班，
卓建祥，周秉毅，周建炎，周庭瑄，周淑惠，
周賢焜，孟繁佳，季杰，屈保誠，岳安台，
林小惠，林玉瑛，林妙芬，林宏謀，林宗翰，
林性宇，林明磁，林欣翰，林芷芸.林培岑，
林金為，林金聲，林南芝，林宣汝，林思語.
林冠言.許庭瑋，林洋招，林家弘，林峻寬，
林晏伃，林珠，林祐光，林國峰，林淑珠，
林惠津，林裕卿，林燈賢.楊秀寬，林烜冰，
林鈺勳，祁金麗，邱安言.邱品睿，邱秀美，
邱展宸，邱培甄，邱蓓芬，姚尚佑，姚國程，
姚竣鎧，施仲信，施邱淑華，施禹孝，施禹彤，
施銘鏞，柯宜姍，查鈺安，查鈺馨，洪少蓁，
洪玉梅，洪吉真，洪宜君，洪培元，洪梓默.
洪君妮，洪慧青，胡攸紅，胡芝綾，胡哲愷，
范郁芝，范晏維.范晏倫，革安企業有限公司，
倪琦懿，唐立國，唐銓璟，唐銓謙，孫嘉隆，
徐于惠，徐文展，徐日紅，徐志蓮，徐麗娟，
秦子璇，翁仁宗，翁維敏，袁傳紘，馬郁婷，
馬淑惠，高文良，高珮軒，高菁霞，高鈞奕，
高慧娟，高耀村，高甯麗，張光霆，張佑維.
張譽鐘，張承洋，張芬蘭，張春燕，張展文，
張敏裕，張盛雄，張雅惠，張麗珠，梁美昭，
梁潔瑩.梁瑋晴，莊秋菊，許又懿，許世昌，
許世賢，許宇萱，許君琪，許明華，許松雲，
許淑靜，許雅婷，許黃碧珠，許嘉珍，許蕙蓉，
許錦標，郭志明，郭武雄，郭信毅，郭海賢.
郭于綺.郭于逞.郭于菁，郭國枝，郭嘉駿，
郭姝彣，陳小惠，陳永儒，陳玉珠，陳任璿，
陳何鳳嬌，陳宏助，陳志村，陳秀金，
陳育真，陳明達，陳治爾，陳玫玲，陳采榛，
陳保穎，陳俊仁，陳冠瑜，陳宥綺，陳宥豪，
陳柏志，陳柏誠，陳祉妤，陳重郡，陳倍甄，
陳浩軒.陳詩婷.洪淑如.陳志郎.陳浩瑋，陳素月，
陳素珠，陳素惠，陳素蓮，陳淑惠，陳華文.
柯政佑.柯儒穎.柯儒霖.柯穎霖，陳雲娥，
陳資瑋，陳翠英，陳銘淵，陳德旺，陳誼玲.
廖昆苗.廖宥涵，陳燕誠，陳蕙娟，陳薇安，
陳薇亭，陳賽夷，陳麗文，陳鈺傑，傅正謙，

傅有慈，傅珮文，彭梅清，曾阿琳，曾美珠，
曾淑媛，曾潘美蘭，游喬富，湯小玲，無名氏，
馮秀春，黃文新，黃文儀，黃正坤.鄭秀桂.
黃心玫.黃志偉.林欣儀，黃志明，黃佩雲，
黃信榕，黃郁斐，黃偉涵，黃清花.洪崧鎂.
蘇一泉，黃雪貞，黃曾吟梅，黃棟樑，黃雅惠，
黃雯雀，黃溫梅，黃瑞初，黃福華，黃德文，
楊玉慧，楊祐瑄，楊淳米，楊淑雲，楊凱茗，
楊謹華，楊麗鈴，溫文寶，溫記康，葉士宏，
葉昀珈，葉奕甫，葉彩燕.廖珮均.廖珮騏，
葉淑華，葉雲田，詹心藍，詹國明，詹遂願，
鄒方瑜，鄒方寧，廖永量.廖悠秀，廖宗倩，
廖玫慧，廖詩怡，廖榮洵，廖憶華，廖寶忠，
劉小芬，劉孔翔，劉少民.徐素芳，劉巧婷，
劉秀媛，劉昌憲，劉棋楨，劉德輝，劉芊忏，
模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歐宥甄，潘孟良，
潘姿妤，潘麗惠，蔡如萍，蔡秀琴，蔡依廷，
蔡函希，蔡宜珊，蔡幸言，蔡美霞，蔡若喬，
蔡國欽，蔡淑麗，蔡慧玲.項光照.項育堂.
項娉甄，蔡輝龍，蔡學憲，諸羿瑄，鄭光偉.
孫永珍.鄭旭紜，鄭安利，鄭朱素珠，鄭君浩，
鄭梅花，鄭淑華，鄭雅璘，鄭翰聰，盧秉豐，
盧星全，蕭永義，蕭啟裕，蕭福欽，賴主榮，
賴宜青，賴玟君，賴純慧，賴欽龍，駱瑩，
謝宗燕，謝福長，謝姵婕，謝瑋軒，謝鎧如，
鍾孟伶，鍾泳皇，簡淑宜，藍美紅，闕心茹，
顏朝發，魏振宇.陳秋惠，魏綾，羅壽華，
羅翊宸，羅翊寧，譚玉清，譚宇智，蘇宏明，
蘇志超，蘇素樺，蘇曉芬，蘇靜秀，鐘悅徑，
鐘淨馨
450
孫淑萍，馬偕社會服務室
400
凃禎憶，方仁駿.方仁宏，吳文智.吳育瑄.
吳昱緯.張美惠，吳家慶.曾淑雅.吳貞頤.
吳秉軒，李建德，李潓菁，林玉青，施瑞展，
洪美如，紀良育，紀佩汾，紀龍年，康庭瑄，
張文馨.張文駿，張錦標.簡阿綢.張力友，
陳雅姿.陳福榮，黃先生，黃國喬，葉軒甫.
葉晏廷，廖文卿，劉佳惠，蔡兆傑，蔡兆翔，
蔡明妤，蔡振村，蔡涵伃，蔡義明.蔡林金足，
薛慧如，謝文錦，羅惠郡
360
王啟印
350
王錫淵，林素玉
300
方韋程，王世賢，王亦萱，王佩穎.王儷穎.
王博賢，王雨涵，王俊焜，王素瀅，王惠瑩，
王嘉霈，王端勇，王姵婷，史文淵.史冠智.
許文惠，向令平，江佳倩，何育家，何芳梅，

余中薔，余美文，吳江河，吳佳蓉，吳明璋，
吳明謙，吳芬蘭，吳芸姍，吳金珠，吳飛震.
吳佳倩.王玉珍，吳家瑾.吳家渝，吳智家.
吳亞霓，吳寶琴，呂佩樺，呂亮潮，呂苡溱，
李玉詩，李沈鶯月，李秀苙，李典融，李宛諭.
李旻軒，李承泰，李奕翔，李思筠，李盈瑩，
李盈禛，李國屏，李敏蓁，李淑玲，李陳玉華，
李維杰，李麗芸，汪子鴻，汪子鴻.汪威任，
辛彥緯，辛彥輝，卓美珠，周衡宇，林伯軒，
林伯鴻，林明華，林芝如，林思鳳，林政佑，
林家賢，林祐嫻，林梅嬌，林雅珮，林照明，
林聖量，林裕平，林麗珠，林泑蓉，邱敬庭，
俞俊菁，姜耀勝，姚貴林.李麗珠，施鈺珣，
洪玉倩，洪崇益，洪崇耀，洪靖民，洪儷恩，
范聿瑄，范藍文，徐翠瑩，徐慧君，留彥琳，
翁瑞竣，翁麗卿，馬壽亨.馬壽池，高秀琴，
高秀絨，康嫩娜，張文琴，張永杰，張立明，
張秀鵲，張炎輝，張洛嘉，張美瑩，張郁苓，
張凌姬，張家鳴，張晉瑋，張晏誠，張陳碧雲，
張博勝，張智翔，張慧雪，張諒義，張羅秋妹，
張麗華，張寶文，曹永芳，曹明春，曹祖綦，
梁仁有，許雅燕，許勤蘭，連敏惠，郭廷旭，
郭慧青，郭筱佳，陳心格，陳正哲，陳玉菁，
陳朱和璧，陳佑庭，陳佑軒，陳怡君，陳明裕，
陳玟亘.梁琴，陳金盈，陳俐潔，陳彥君，
陳禹安，陳紀君，陳香瑄，陳國慶，陳朝保，
陳皚珊，陳臆仁，陳麗華，陳緗蓉，陸志遠，
章賢哲，曾旭宏，曾南海，曾梅卿，曾景翔，
游素貞，游寶桂，馮美蓮，馮馨慧，黃伊君，
黃安亮，黃羽，黃明旋，黃郁玲，黃啟銘，
楊月雲，楊旭甲，楊佩龍，楊昕蓉，楊金泉，
楊峻賓，楊喬伊，楊晴惠，楊游罔市，楊詠傑，
楊豐嘉，葉靜蓉，董佳淋，董孟瑤，詹人傑，
詹瓊華，雷秉宏，廖文慶.廖誠佑.廖恩榆，
廖惠美，廖黃麗玉，廖麗玉，廖翊坊.廖韋綸，
熊羿婷，趙芷吟，趙若薔，劉宗霈，劉欣怡，
劉昱成.劉立彬.劉立婕，劉昱潔，劉勝次，
劉雅君，劉憶蓁，劉璟琪，歐志祐，歐志鴻，
歐陽雯，蔣壽元，蔣槿榆，蔡享享，蔡幸芝，
蔡林招.蔡金.蔡麗華，蔡建富，蔡秋萍，
蔡雅如，鄭睿彬，鄧汝康，鄧青年.陳麗玲.鄧學
謙.鄧學文.鄧學強，賴怡合，賴淑美，賴雲憓，
駱嘉鴻，戴思瑄，謝依廷，謝宜諺，謝鳳月，
鍾梅芳，鍾源毅，鍾曉晴，簡玉珍，簡孝芸，
簡美珠，簡勝源，顏崇儀，羅米柷，羅玟慈，
羅韻華，蘇田利，蘇昱君，蘇美惠，涂馨予，
250
卓睿鋐，陳正斌，黃宣淵，黃凱莉，楊陳鳳英，
劉太綢，蔡雅芳，盧芊卉，蕭淑芬
220
施月里

200
DEBBIE FU麥逸嫻，仇愛華，方威仁，毛仁甫，
王仁妤，王永英，王奕婷，王玲玲，王美玲，
王智弘，王順玄，王愛惠，任學忞，全家福，
字曉明，朱明宏，朱建華，朱晉德，朱梅瑄，
朱進財，江林碧桃，江茂聰，江惠容，江慧娟，
何鐘鈞.李惠婷，余偉誌，余紫瀅，吳乙萱，
吳乙寬，吳玉惠，吳守逸，吳志鴻，吳李軍，
吳佳嬛，吳叔靜，吳東霖，吳玲雅，吳英花，
吳貞瑩，吳悅慈，吳淑如，呂佩恩，呂姿瑩，
李文光，李佳珍，李佳樺，李佩穎，李松煙，
李垣漢，李宣慧，李美蓉，李睿疄，李璦蓉，
沈鈺軒，阮榮敏，周月桂，周王月燕，林文琴，
林有德，林秀芬，林育如，林欣欣，林雨利，
林俞汎，林彥儒，林施實，林柳臻，林倩如，
林修雅，林家吟，林晏資，林茲榮，林曹琴，
林淑敏，林淑富，林惠珍，林欽賢，林紫崴，
林煥宗，林瑞哲，林義忠，林碧玫，林翠娥，
林寶珠，邱力玟，邱巧雲，邱瑞華，邱麗靜，
邱驛涵，金瑞興企業有限公司，侯沛玲，
侯儀婷，姜博仁，柯俊良，洪吳粉，洪宏昌，
洪英凱，洪碧蓮，洪麒濠，胡祐昕，胡祐銘，
胡運琦，范宏武，苗栗縣私立育仁幼稚園，
倪子涵.倪嘉宏，徐苑萍，高若蓁，高維妡，
高顏寶猜，張育智，張宗瑞，張芸瑋，張芷榕，
張郁偉，張國藩，張智翔，張趙碧英.張鐘.
張美玲.張志忠，張慧貞，曹水清，曹智宇，
曹智佳，梁世脩，梁奕欽，梁淑華，莊秀玲，
莊庭熏，莊進靈，莊劉幼，許字宏，許旭翔，
許洽，許婷，許惠晴.許家碩，許筑筌，
許華桂，許華桂，許萸晶，許傳瑋，連士瑋，
連家財，連靖，郭怡玲，郭欣榮，郭雨新，
郭信銘，郭彥廷，郭駿宏，陳秀月，陳佳琪，
陳宗淇，陳怡仁，陳怡晴，陳明志，陳明琴，
陳玟邑，陳俐廷，陳建富，陳昭丞，陳柔安，
陳秋萍，陳美美，陳若宸，陳真菁，陳素珍，
陳素瓊，陳淑芬，陳莉莎，陳雅惠.吳庭凱.
吳沛容，陳意昌，陳慈妮，陳毓峰，陳葉金，
陳維信，陳慧娟，陳慧潔，陳慧儒，陳曉芬，
陳燕慧，陳翰寬，陳靜賢.林修弘.林晉甫，
陳麗蓉，單華瑾，曾子瑀，曾群翔，湯季原，
湯承澤，馮詠婕，黃小貴，黃玉珠，黃百在，
黃秀鑾，黃怡璇，黃彩雲，黃清民，黃博志，
黃博政，黃楷茵，黃憲智，黃駱朋.于晶，
黃麗惠，黃曦緹，黃椿屏，黃鈺朋，塗錫輝，
楊元欽，楊育霖，楊來春，楊阿國，楊淞尹，
楊惠英，楊惠媛，楊斯涵.楊宜學.楊坤明.
楊碧芬，楊朝安，楊硯淳，楊舒涵，楊鈞顯，
楊謨，楊麗君，楊珩嘉，葉千慧，葉小瑩，
葉文秀，廖韋晴，管國棟，齊珍生，劉小翠，
劉永傑，劉育安，劉彥辰，劉莉莉，劉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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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碧涵，劉麗美，劉紘言，劉靚，潘冠東，
蔣尚廷，蔣昭正，蔡和錦，蔡宗宏，蔡芬玲，
蔡淑情，鄭秀娟，鄭明通，鄭淳淳，鄭碧珍.
鄭陳寶換，鄭銨慶，鄧秋原，鄧繼明，鄧芮昀，
蕭玉貞，賴殷琇，錢鳳生，謝明光.陳秀靜，
謝陳麗，謝斐帆，謝雅雯，謝麗美，謝蕎伊，
鍾宇麟，鍾呈慈，簡永峰，簡吳美珠，闕阿文，
顏中秋，魏滿祝，羅安廷，羅采馨，羅崧勻，
羅實圳，譚慧芬，蘇束金，仝汶婷，仝哲宇，
168
劉國州
150
丁千惠，方政東，吳惠茹，張棋翔，張銓芳，
陳美華，陳淑芬，陳麗華，楊素涼，劉沂潔，
蔡采吟，賴室學
111
林玉娟
107
陳清南
100，王士銘，王如文，王汎熒，王沛璇，
王偉峻.王晨祐，王盟雄，王錦煌，王龍寶，
王穗凌，丘靜，台北市和楓園托兒所，田姍姍，
朱盈，江美珍，何沛勳，何東澤，何東翰，
何品毅，吳佳芳，吳佳穎，吳佳穎.吳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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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柏翰，吳奇勳，吳宣衡，吳玲芳，吳秋月，
吳淑媛，吳聲志，吳豐鎰，呂志誠，呂冠誼，
呂晉頡，呂珮慈，宋芝瑜，宋鳳珍，李文連，
李文寶，李冬菊，李秀卿，李依穎，李坡，
李宜儒，李宜勳.馮鑑昌，李宜璇，李明芳，
李林彩玉，李柏樟，李美玉，李振寰，李書成，
李書明，李書賢，李珮筠，李從慧，李嘉玲，
李銀河，李學林，李瓊珍，李麗霞，李琬麗，
沈志強，沈紹平，辛文孝，辛明容，周春桃，
周惠民，周勵輝，昇立文理補習班 曾厚貿，
昇立文理補習班立昇數學 陳冠奎，林子薰，
林巧惠，林志成，林志卿，林秀玟，林俊銘，
林冠吉，林品甄，林建成，林思佑，林韋君，
林振義，林富彥，林廉博，林詩婷，邱曉薇，
洪于婷，洪子淵，洪天賜，洪信雄，洪秋琪，
洪敏齡，洪詠欽，洪煜欽，紀雅玲，胡志強，
胡富盛，范庭瑄，唐彗鈞，孫建策，徐慧渝，
袁慧華，馬佩苓，張光明，張岱萍，張明珠，
張美虹，張雯瑜，張雯琇，張嘉琪，張錦穆.
簡阿綢.張力友，張簡阿綢，曹新萍，梁文騰，
梁秀惠，梁詩敏，莊承錦，許乃文，許又允，
許勻瀞，許文勝，許台叡，許正雄，許哲嘉，
許家綸，許書璇，許軒慈，許偉意，陳卉姍，
陳宇陞，陳志力，陳念澤，陳怡佳，陳奕如，

陳彥榤，陳思齊，陳映如，陳玲鳳，陳紳睿，
陳渝美，陳雅亭，陳葦菱，陳福勝，陳儀瑄，
陳慕萍，陳蕙芳，陳麗華，陳寶年，陳鐸文，
傅台生，彭禹喬，彭惠娟，彭湘澐，彭聖喬，
曾本營，曾祥澤，曾開維，曾開豪，曾開賢，
游琬筑，黃子宸，黃心慈，黃宥叡，黃昱仁，
黃紀瑋，黃淑娟，黃凱莉，黃麗仙，黃琡雯，
黃筱鈞，楊仁安，楊京寶，楊淑年，葉宥葵，
董坤典，廖偉傑，劉心瑋，劉宇軒，劉宇婕，
劉育成，劉彥良，劉思琦，潘家裔，潘家豪，
潘輝政，蔣春玫，蔡玉清，蔡秀媛，蔡佩玲，
蔡淑玲，鄭弘，鄭芬蕙，鄭春金，鄭晴芸，
鄭寶珠，鄧麗華，蕭繼廷，賴侑祥，賴秋伶，
戴美裕，簡春永，簡淑芬，簡惠玲，闕蓮香，
顏品涵，顏妘夙，羅麗如，蘇旭民，蘇星友，
蘇瓊華，蘇儷美
50
方浩蓁，吳明豪，李昆泰，李明宏，李家賢，
林志成，林毅華，侯來好，陳有妹，陳信杰，
黃品瑄，黃品瑋，黃國榮，鄭淑勻，龔鈺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