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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手 記

雋永與蛻變
為了籌劃這期的會訊內容，工作人員特別聯繫了情商許久，終於願意讓我們專訪
的長期捐款者～長江獅子會吳逢義先生。
透過這次的面訪記錄，我們知道吳先生當年只因看見繳不出保證金而放棄接受救
治的新聞報導，就開啟了他捐助燙傷兒童的善念，而這份單純的善心卻能延續這麼多
年並且仍持續不斷，這樣雋永不變的心意，我們深深感動。除此之外，面訪時吳先生
也深深表露了他對台灣的愛與關心。他也對過去的教育體制所造成現今的一些社會問
題，提出了許多精闢的看法跟見解，讓我們印象深刻。
關心燒燙傷兒童的工作，其實真的是一件需要很長時間執行的服務。不管是有形
身體上傷痕的醫療服務，或是無形傷後心理的重建協助，都不只是一次、二次或三
天、五天，就可以幫助其完全復原的。也因此，縱使兒燙基金會因著燒燙傷預防宣導
教育的成功，而大大降低了每年燒燙傷的服務個案數量，但我們仍然很用心地除了持
續提供我們原有的身心靈服務工作外，更在今年延展了服務對象及業務內容。今年十
月，我們將首次舉辦以服務自燙傷兒童夏令營中”畢業”的青年為對象的「浴火天使
成長營」，期望能透過每年不同的專業職業主題活動設計，提供不同面向的專業資訊
給我們所服務過的孩子，讓這些被火紋身的天使們，在未來的就學或就業路上有更清
楚的方向。
因著有許許多多像長江獅子會吳逢義先生這樣多年持續不斷的雋永愛心支持，使
我們能在工作岡位上不忘記捐款人的託付，努力向前跑。目前，除了延展服務對象的
新事工外，兒燙基金會近期也積極展開拓展新業務的資訊蒐集工作，期待未來的”蛻
變”能嘉惠更多需要關心照護的兒童。
再一次衷心感謝吳逢義先生的支持與愛心，也期望兒燙在未來的蛻變之後，能持
續展翅高飛！
董事長

(余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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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兒童版燙傷手冊宣導品介紹

各位小朋友我們的兒童版手冊
已經改版嚕！

手冊

痛

怎

，

麼辦

痛
燙傷了

內 容新增很多很有趣的小遊戲和許多有關燙
傷 的介紹，這本全新的兒童版手冊，不只能
透 過遊戲加強對燒燙傷的認識，也可以訓練
小 朋友的專注力和記憶力，讓小朋友更瞭解
家 中的危險物品喔! !

？

怎麼辦？

手冊

燙傷了，痛

痛

感溫貼紙

記憶翻翻看

錯誤的燙傷急救方法

沖沖

記憶

牙膏

沙拉油

燙傷步驟一

遊戲方法：
把書上P13、P15的牌子撕下，混在一起。在桌面上排

醬糊

出長方形，再依自己喜好選擇所想翻開的牌，如有翻到
相同的牌型就可以拿起來，如果沒有翻到相同牌型請再

醬油

蓋回去。如有多人玩此遊戲便可依猜拳決定先翻牌得先

不要靠近我

後順序，接下來就考驗同學們的記憶力嚕！

不要靠近我

感溫前

小朋友可以將P11頁的圖製作成收納紙牌的小紙袋喔！
低年級小朋友可請爸爸媽媽幫忙做勞作

感溫後

當圖片顯示 不要靠近我時表示
溫度超過40度，請小心！

眼明手快

透過遊戲讓小朋友
更認識沖脫泡蓋送
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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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可以讓大人
小孩了解錯誤的
急救方法可能會
造成的傷害

錯誤燙 傷急救 方法

燙燙小魔鬼

認識燙燙小惡魔

小朋友！如果你被燙傷
了，請爸爸媽媽
千萬不要在傷口上擦牙
膏、漿糊、醬油
或花生油，傷口才不會
更痛痛哦！
請爸爸媽媽學會正確的
急救方法，你自
己也要注意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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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和你做朋友
1

認識

小魔鬼

的話，我就會保護

小心碰到他，他就立刻跑出來欺負你，讓你痛
痛、受傷，所以，記住一定要離他遠一點喔！

（適玩人數2～4人）

你不被燙燙小魔鬼

將32張紙牌洗淨分成12和20張牌

戲由猜拳贏的人先開始。

，20張牌分別攤開放在桌上。

贏的人將任一張牌放在中間，其

莊家隨意抽取手中12張牌的其中

餘玩家需觀察手中紙牌的圖案，

一張，並喊裡面任一圖案（例如

如果與桌上的牌有任一個相同的

番茄）。其他玩家要快速尋找桌

圖案，玩家要以最快的速度出牌

上20張紙牌中有該圖案的紙牌（

優先壓在桌上的牌上。以此類推

找到有番茄的牌），莊家確認圖

，玩家手中的牌全都出盡者為優

案無誤後，玩家即持有該牌，以

勝！。

此類推。當莊家把手上12張牌喊

2

媽咪帶著
皮皮去公園
玩溜滑梯

燙傷喔！

遊戲玩法二：

將32張牌洗淨平均發給玩家，遊

遇上了穿著彈性衣
的小朋友

4

3
他被燙傷了，
為了將燙傷後留下
的疤痕壓平，所以必
須要穿彈性衣
鞭 炮

熱 湯
電子鍋

媽咪，
那個小朋友
怎麼了？

1.放洗澡水時，請媽媽先放冷水、再放熱水
2.不要開廚房的瓦斯爐
電 熨 斗

機車排氣管

不

要靠近

洗澡熱水

所有被燙燙小魔鬼燒燙傷的小朋友都很勇敢喔！他們身

5.不要玩爸爸的打火機、火柴

上穿的彈性壓力衣非常非常的悶熱不舒服，而且不管春、夏

6.不要玩鞭炮或點燃蠟燭

、秋、冬都要穿好幾個月。所以，當我們看見燒燙傷的小朋

7.不要碰爸爸的機車排氣管

此遊戲牌類請從P21-P28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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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朋友透過親
子遊戲方式來認
識危險物品

友時，我們要張開雙手歡迎他們，以接納與關懷的心和他們

8.不要觸摸電源開關、插座

硫、鹽 酸

好!

3.不要碰廁所或廚房裡的鹽酸
4.不要碰媽媽的電熨斗、熱水壺

完時，就結算所有玩家手上紙牌
的張數，最多張牌者優勝！

他很勇敢喔，
你要不要和他做
朋友?

小天使告訴你的話，一定要記住：
熱 湯

烤 箱

瓦 斯 爐

我

遊戲玩法一：

做做朋朋友
友

嗨！小朋友！
我是小天使，聽我

親愛的小朋友，你認識可怕的燙燙小魔鬼嗎？
他是一個大壞蛋，隨時躲在你身邊，等你一不

5

你好，
我是皮皮，
我想和你做朋友，
請問你
你好，我是
叫什麼名字？ 波波，很高興
認識你！

6

波波
真是個勇敢的
乖小孩！

做朋友喔！

插 座

小朋友！記住這些話，你也可以成為小天使。從現在起，
熱 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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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水 瓶

你要保護弟弟妹妹，不要讓小魔鬼燙傷他們哦！

03

用鮮明的圖說讓小朋友更了解危險品

32

皮皮和波波
一起快樂的玩耍

33

3
讓小朋友學習與燙傷兒童做朋友

兒 燙 動 態
長庚科技大學化妝品應用系 陳姿吟 助理教授

淺談遮瑕修容
化妝與醫療的實務需求
人類是視覺的動物，對第一印象會有先入為主的觀念，我們會從外貌來判斷第
一次見面的人，臉部是身體外觀中最明顯也是身體中最容易展現表達的部位，對
於顏面損傷者和特殊容貌者，易給人帶來疲憊、生病、不舒服的感覺，若能運用化
妝品適切隱藏、修飾皮膚外觀的缺點能降低傷友面對人群的衝擊。「遮瑕修容化
妝」，主要針對顏面損傷或先天性皮膚瑕疵者做皮膚美化修飾的工作，藉由化妝品
的美化、化妝技術的修飾達到改善外貌的差異性，讓顏面損傷者看起來較正常，有
助於提升人際互動的意願。

無論是先天或後天造成顏面損傷者而言，除了影響人體皮膚健康外，也會伴隨
皮膚病灶影響正常的外觀，即便接受美容重建手術，但對皮膚移植後的增生肥厚、
瘢痕、膚色產生色差等問題，仍無法完全藉助美容修復手術恢復原來的樣貌。許多
歐、美先進國家將顏面缺陷美容修復納入序列治療中，將整形外科手術結合遮瑕化

淺 談 遮 瑕 修 容 化 妝兒
與燙
醫網
療站
的更
實新
務囉
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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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技術，當兩者結合時顏面缺陷修復的效果將獲得優質化，因此，在國外整形外科
手術已將遮瑕化妝視為整個修復治療過程不可或缺的一環，藉由遮瑕化妝來隱藏手
術後的痕瘢與色斑，讓患者能獲得更多心理支持。

筆者參與遮瑕修容化妝公益服務7年經驗中得知，服務顏面損傷者或特殊容貌
者非等同於一般民眾，傷友多半會伴隨著不同層面的心理問題，從接待傷友的片刻
起需謹慎注意其隱私，也需花較多的時間在諮詢過程了解他們的需求及對化妝的期
望值，彼此在落差中尋找平衡讓傷友接受、願意實現於日常生活中，因此，一個個
案服務所花費的時間冗長，經常一天只能服務一位傷友。因為許多顏面損傷者除

兒 燙 動 態

了外觀容貌的改變外，通常伴隨著皮膚保養與毛髮受損等問題，在服務的過程中讓我
不斷思考，「遮瑕修容化妝」除了應用光、影、色彩視覺原理，隱藏手術後的瘢痕，
使患者臉部層次、比例更清晰以彌補手術之不足外，應該如何營造更具完備的服務空
間，試圖使遮瑕修容化妝成為醫療服務的後端，筆者認為實務服務面應包括「形象重
建」與「皮膚居家保養」才能實質協助傷友形象重建適應社會。

遮瑕修容化妝非醫療行為，但卻能延續醫療後續效果有效提升病人的滿意度，顏
面損傷患者、皮膚瑕疵者、特殊容貌者一般皆會尋求醫療管道的治療，然而手術與
醫療有其極限，當他們完成治療後仍無法恢復正常容貌時，可藉由修飾化妝在「SKIN
CARE」方面，提高自我照護修飾外觀的意願。有鑑於此，長庚科技大學化妝品應用系
首推「遮瑕修容化妝公益服務」，本活動為落實服務學習的精神，由系上師生共同參
與之公益服務，所有諮詢服務項目全部免費、全程無產品銷售，給傷友輕鬆自在的空
間，期待將這項有意義的活動幫助有需要的人，更希望社會大眾共同關心顏面損傷者
與特殊容貌者，並給予更多的社會關懷與支持。

一、公益服務環境介紹：

個人專屬形象區

護膚區

彩妝DIY教學

二、服務項目：
（一）形象重建：
遮瑕需求諮詢、彩妝修容、髮型建議、衣服色彩搭配、遮瑕DIY教學。

（二）皮膚保養與皮膚諮詢：
運用醫學美容美膚儀改善膚質，並針對皮膚狀況做保養建議。

洽詢預約單位：兒童燙傷基金會

電話：(02)2522-4690胡秘書

淺談遮瑕修容化妝與醫療的實務需求

晤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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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燙 動 態

雋永的愛
專訪長江獅子會-吳逢義先生
此期會訊訪問到了基金會長期固定捐款者-吳逢義先生，同時亦為長江獅子會
之資深會員。在經濟不景氣、國內外災禍頻傳的情況下，非營利組織的募款成為一
件不簡單的任務。故長期且定額的捐款者，對基金會來說，就是一份最紮實的力
量。因為有您們，讓基金會更能在風雨中堅定信心，站穩腳步，繼續往前邁進。

一、獅子會介紹
獅子會（Lions Clubs）係由美國芝加哥保險業者茂文鐘士（Melvin Jones，
1879~1961）於1917年創立於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迄今已有九十餘年之歷史，擁
有會員130餘萬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志願服務社團組織，國際總會設於美國伊利諾
州橡樹溪（Oak Brook）。我國於1926年於天津成立第一個獅子會，會員55人分別
來自國內、英國、德國、義大利、法國、日本、奧地利、匈牙利…等。獅子會組織
原係美國國內民間社團，嗣因宗旨正大，各國響往參盟，進而擴展為國際性服務團
體，因而遞嬗其會名為「國際獅子會（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者，實肇端於此。
自加拿大加入後，國際獅子會成立迄今已有96年，截至98年7月31日會務擴展
到206個國家及地區，762個區，45,663個分會，擁有會員1,317,351人之多。

公益篇 雋永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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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獅子會連會長與吳逢義先生捐款予
兒燙

兒燙基金會致贈感謝狀予長江獅子會

兒 燙 動 態

二、獅子會成立宗旨
獅子會最終目的及理想，就是提
倡大同世界，發揚人類博愛的精神。
創立的宗旨，共有五大項：

(1) 發揚人類博愛互助的精神。
(2) 增進國際友好關係。
(3) 尊重自由，啟發智慧。
(4) 提倡社會福利。
(5) 促進國家安全。

黃執行長與吳逢義先生合照

三、長江獅子會
長江獅子會淵源於北投國際獅子會，由熱心公益的獅兄張欲明、曾煥枝、林正
彥、陳萬金、楊懷北、簡金坤、林建安、黃榮發、楊達聰、周國盛等，為謀擴大社會
服務，齊獻心力造福人群，共同發起組成，定名為「長江國際獅子會」。以「帆船」
為會徽，深具源遠流長，前程萬里，一帆風順之含意，願全體獅兄同舟共濟大展抱
負，早日達到理想目標之祝福意義。
在民國100年，長江獅子會除了捐助兒燙基金會外，還舉行了捐血、敬老活動，並
贈新竹縣尖石鄉秀巒國小學生課桌椅文具用品、捐贈新北市瑞濱國小舉辦和平海報選
拔比賽獎助學金，以協助孩子們擁有更良性的學習。除了國內的服務活動外，100年泰
國百年水患發生時，長江獅子會亦聯合子會-中北獅子會發起捐款救災活動。總總服務
事蹟，都傳遞著獅子會的宗旨與理想。

四、捐款緣起
在健保尚未運作及兒童燙傷基金會成立前，燒燙傷病童所需的醫療費用往往不是
轉求其他品質堪慮的治療方式。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於報上讀到相關新聞的長江獅
子會會友-吳逢義先生，察覺到許多患者急迫需要醫療資源，卻因無法給付醫院保證金
而延宕就醫的黃金時期，甚至錯過治療，便激起了協助燒燙傷兒童的想法。於1988年

公益篇 雋永的愛

一般家庭所能負擔，有些病患在缺乏社會資源協助的情況下，只得無奈地自動出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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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兒童燙傷基金會成立不久後，就透過個人或長江獅子會的名義長期固定捐
款。爾後，在捐款中，一直有著這份不滅的愛心，伴隨著兒燙以及服務對象一起成
長、茁壯。讓許多因為燒燙傷所苦的家庭，能夠藉此得到照顧。
除了醫療面向，和兒童燙傷基金會一樣，吳逢義先生也同樣關注著燒燙傷兒童
在心理及社會適應上的銜接。已經成為爺爺的吳逢義先生對於當今因少子化、多數
孩童為獨生子女所產生的社會現象，如：家長過度寵愛子女、以子為尊造成家庭倫
理觀念改變、教育逐漸商業化及尊師重道的想法日漸薄弱等問題亦感到擔憂。「過
度的溺愛會讓孩子過度依賴反而禁不起社會衝擊，日後孩子遇到挫折與困難時，較
易產生逃避的心態；而對於師長不夠尊重也將會影響師長對於孩子的管教，對孩子
的成長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
本身為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走過創業及開發的辛苦與總總挑戰，
他非常瞭解社會的現實，也因此不論是從民國85年開辦的兒童燙傷夏令營，及今年
10月即將開辦的成長營，吳逢義先生都非常的支持與認同。對於孩子們能夠在活動
中不論是結識好友、學習新知、對自身有更多的接受與認同，並且繼續向前邁進，
這過程中的累積都將成為孩子的無形資產，伴隨他們一生的寶物。

五、結語
對於基金會來說，長期捐款不只是金額所代表的意義，同時也代表了捐款者長
期認同並支持基金會所辦理的業務與活動。非常幸運的，兒童燙傷基金會能擁有像
吳逢義先生一樣在經費及精神上都支持著基金會的捐款者。
就如同長江獅子會第39屆會長連漢翔會長對於吳先生的形容「為善相當低調」
一樣，對於此次訪談，吳逢義先生非常謙虛的表示，他僅是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

公益篇 雋永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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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精神，讓工作人員更堅定信心、堅持理念；每一份捐款，都是一份溫暖的守
護，不只守護了燒燙傷兒童的微笑，亦守護著工作人員在崗位上不匱的熱情。謝謝
長江獅子會，謝謝吳逢義先生，同樣感謝每一位支持兒童燙傷基金會的人。
有您們，真好！

兒 燙 動 態

浴火天使成長營
一、前言
從民國八十五年開始，基金會在每年的夏天都特別為燙傷兒童們舉辦五天四夜的
「燙傷兒童夏令營」，其中精心規劃了許多特別的活動及團體課程，並邀請醫師、社
工師、復健師、營養師及護理師等專業醫療團隊人員共同參與。經過多年的努力，我
們在協助燙傷兒童傷後心理重建的工作上已逐漸展現成效。而孩子們由夏令營所建立
起來的情感，就算從營隊畢業後依然延續著。

基於提供夏令營畢業的大孩子們對於成長身份轉換、即將進入社會等銜接上的需
要，我們從2012年度開始著手規劃「浴火天使成長營」活動，期能達成延續夏令營畢
業生之間的情誼、增強社會適應及開拓視野、有更多不同的人生體驗的目的，故成長
營將陸續安排不同職業、因應社會主流產生之專業知識與技能或良性興趣等主題，期
以多元面向開啟大孩子們對於學習不間斷的熱情、與同儕良性的互動與支持、並推動
其與主流社會的接軌與融合。

首屆活動將以攝影為主題，透過攝影技巧的學習與光線運用等，除了讓大孩子們
可透過練習成為個人職場利器，為自己職場與人生的履歷加分外，亦多培養一個興
趣。更期許營隊結束後，學員們透過鏡頭看出去的世界，更加繽紛耀眼

二、主協辦單位
2. 協辦單位：國軍左營醫院、馬偕紀念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

三、活動目標
藉由成長營的活動，提供並延續畢業生與畢業生之間互動的機會，藉由

分享、

支持以及學習，增強燙傷大朋友正向的社會適應，並進一步發展新的人際關係。

活動宣傳篇 成長營簡介

1.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兒童燙傷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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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主題活動之設計與安排，讓燙傷大朋友們可以有多方不同嘗試，而非被疤
痕所限制、阻礙。

四、活動方式
2012年採兩天一夜實際操作及講座方式進行，透過專業團體帶領，協助大孩子
對於進入職場及社會能建立起更多信心，亦可多些機會尋找自己的方向。

五、活動主題
蛻變之旅～補捉精彩人生

六、參加對象
18～25歲曾參加過兒燙夏令營的大朋友。

七、活動內容

活動宣傳篇 成長營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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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2:00
12:00～13:30
13:30～14:30
14:30～15:30
15:00～15:30
15:30～16:30
16:30～18:00
18:00～19:00
19:00～21:30
21:30～22:00

10/6(六)

10/7(日)
起床/盥洗

台北工作人員集合出發
車程
全體工作人員集合
工作內容說明
隊員報到
分組(房)、放行李
相見歡
午餐
專業課程(一)-補捉美麗
外拍
休息及茶點

晨間導覽、認識環境(自由參加)
早餐
專業課程(三)-傾聽美麗
休息
專業課程(四)-綻放美麗
自行車體驗-園區外拍
午餐 (欣賞南洋風情樂團LIVE秀)
歐洲綜藝秀
高爾夫體驗
離情依依

專業課程(二)-欣賞美麗
晚餐
團體帶領-影片欣賞與探討
盥洗/就寢

賦歸

兒 燙 動 態

八、活動講師
攝影師林昭宏，攝影資歷14年
現任國際中文版Bazaar (哈潑時尚)、Cosmopolitan（柯夢波丹)、Arch(雅砌)、
Esquire (君子)等知名雜誌攝影師。

作品集 http://www.stevenlin.url.tw/

九、活動時間
2012年10月6日(六)至10月7日(日)，共兩天

十、報名日期
2012年8月1日至2012年8月30日

十一、聯絡方式
電話：(02)2522-4690胡秘書
Email：vinney@ms.cbf.org.tw
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5巷43號8樓之1

十二、 評估計劃
活動滿意問卷： 設計學員活動滿意問卷，了解學員對於舉辦時間、場地、課程內
容滿意度、心得及具體建議。

檢討會： 預計10月中旬召開籌備組檢討會，對課程內容設計、執行方式及未來方

活動結束後學員及工作人員回饋：邀請學員、工作人員於活動後參加「心得分
享」投稿，針對文章內容，統整作為評估的參考；並在篩選後，刊登於本會會訊及網
站。

活動宣傳篇 成長營簡介

向，提供寶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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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愛心企業
提供工讀機會給燒燙傷朋友
基金會期許能夠協助經歷過燒燙傷的大朋友們(18-25歲)，在求學過程中也可以
尋找到合適的工讀機會，所以在此招募愛心企業。歡迎各公司行號將工作相關資料
寄至 vinney@ms.cbf.org.tw 胡秘書，基金會將會透過兒燙網站刊登工作機會，同時並
轉介資料給正在尋找工作的大朋友們。謝謝您們，一起成為守護孩子微笑的力量。

必填工作基本資料：
1. 廠商名稱
2. 職務名稱
3. 需要人數
4. 工作經驗∕教育程度需求
5. 工作性質與內容
6. 工作時間
7. 工作地點
8. 薪水

活動宣傳篇 愛心企業募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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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廠商聯絡人
10. 聯絡方式
11. 到職日
12. 職缺到期時間

杏 林 天 地
台大醫院 燒傷中心 楊永健

參加44屆美國燒傷年會報告書
今年的美國燒傷學會(ABA)年會在4月25日至4月27日西雅圖舉行，4月24日晚飛往
美國， 途中在東京停留數小時，抵達目的地時也是美國時間 24日的早上，已先到的
陳恆常與黃慧夫在我下榻的飯店留話，我趕緊前往會場註冊，很幸運的能在那與他們
相遇，閒聊一陣，突然想到下午4點以前要將發表的論文海報張貼好，便趕緊回飯店
取海報，再回海報展覽現場，折騰一會，好不容易找到張貼海報的位置。這次海報的
題目是: “The Use of Microskin Grafts in the Treatment of Massive Burn Patients”，主要內
容是描述台大醫院近十年以微粒植皮法來治療大面積燒傷病人的成果。

會場共約有100多篇海報，大部份為來自美國國內燒傷中心的作品，著作以題目
分成生物組織工程、復健、燒傷基礎研究等類別。每位作者必須在25或26日中午時
段，在海報前做10分鐘的口頭報告，並準備回答來自各方的問題。這是一個海報比
賽，得獎者可得獎金和獎牌。

和往年一樣，ABA大
會的開幕儀式由傳統蘇格

台演講，和一系列的頒獎
活動。我覺得這年會不只

會議研習心得報告
A BA

立唱國歌，再來是會長上

4屆
4

開，再來便是全體會員起

第

蘭樂隊進入會場為之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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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一年一度學術交
流的活動，而更是一個
相互勉勵、感謝和扶持
的一個時機。畢竟燒傷
照護與治療是一個很艱
辛工作。

這次很光榮的有二
篇論文被選上，一篇為
海報發表，另一需上台
做口頭報告，後者題目
為”Is artificial dermis an effective tool in the treatment of tendon-exposed wounds?” ，這是
10分鐘的報告，主要演講內容是報告台大醫院以人工真皮重建肌腱暴露傷口的臨床效
果，在報告完畢後，台下竟然沒有人提出問題，最後，還是主席說句鼓勵的話打破沉
默:恭喜你有很好的結果。

ABA的年會，教育性質的演講佔大多數，這次較引起我注意的題目是有關顏面移
植的問題，一個非常有趣且新鮮的議題。除學術交流活動外，也在會中遇到很多老

第

朋友，大家閒聊近日工作狀況，藉此增進情誼。大會的最後一晚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4屆
4

晚宴，有熱門音樂，有美味的菜餚，用餐後，年輕的、老的都進入舞池，大家擠在一

會議研習心得報告
A BA

起就是要隨著音樂起舞，黃醫師因要趕往機場，我們便在舞會剛要開始時，先離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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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結束了這次西雅圖之旅。

家 庭 小 百 科
醫事研發組秘書 胡家綾

隧道內緊急應變需知
資料來源：國道高速公路局
2012年5月7日下午，長達12.9公里的雪山隧道發生了一起嚴重的火燒車事故。當
新聞傳出時，相信有許多民眾都很想進一步知道倘若在隧道中如果遇到了意外該如何
應變以自保。以下資料來源為「國道高速公路局」。清楚的圖文能讓讀者對於隧道遇
緊急狀況之處理方式有進一步的瞭解。

隧道為一封閉性空間，一旦發生事故，極可能造成嚴重災害。故須特別重視行車
安全及突發狀況的處理。

一、緊急事件
隧道發生緊急事件，交控中心將會啟動應變計劃，用路人應依車道管制號誌、資
訊可變標誌、隧道廣播之指示行駛。

二、一般事故及車輛故障
1. 儘量將車輛停於路邊每隔1400公尺設置之緊急停車彎或緊靠路側。
2. 顯示危險警告燈，並於後方100公尺處放置車量故障標誌。
3. 儘速利用路邊緊急電話通報相關單位處理。
4. 待援時，車內乘員須退至其他安全處所，以免二次事故。

資訊篇

「資料來源：高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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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隧道火災
1. 車輛發生火災時應先將車輛靠邊停放，如情況許可，儘量使用自備滅火設備
或隧道消防箱內設備滅火
2. 按消防箱上手動火警通報按鈕或利用最近的路邊緊急電話向交控中心通報。
3. 車內人員全數下車儘速往逆行車方向撤離。
4. 如交控中心透過廣播設備提供訊息時，請配合指示疏散。現場有警察或救援
人員時，人員及車輛應遵從指揮撤離災區。

「資料來源：高公局」

四、雪山隧道緊急應變須知
1. 往逆行車方向逃生：
立即往逆行車方向逃生，以遠離黑煙，或依照隧道廣播指示進行逃生。如無相關指

資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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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也可經由逃生指示標誌，瞭解人行及車行連絡隧道之距離。

家 庭 小 百 科

2. 壓低身形：
為降低火災產生黑煙之危害，因黑煙多分佈於較高處，逃生時應儘量壓低身形。

3. 迅速進入人行或車行連絡隧道：
連絡隧道裡面有緊急電話、閉路電視攝影機，中心控制人員可透過閉路電視攝影
機看到待援人員，並注意安全門要確實關閉，避免煙霧進入。

4. 避免進入導坑：
因導坑主要功能是提供救災人員前進事故地點，不是專供人員避難使用，故導坑
環境不若人行或車行連絡隧道完善，因此，除非是救災人員，否則不可任意進入
導坑。

5. 儘速遠離災害現場：
切勿因一時好奇，逗留現場觀看或拍照，以免造成遺憾。

「資料來源：高公局」

資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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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情 驛 站
國軍左營總醫院 社會服務組社工師 陳芳儀

單親不孤單，勇敢走下去
阿金(化名)一如往常的送完寶貝兒子上學後，立即接著上工，運送貨品由台北總公
司南下到高雄分公司，南北往返的長程路途，對他而言就像家常便飯般平常。只是今
天老天似乎跟他開了一個大玩笑，在卸貨的時候，突然載滿化學物料的管線脫落，讓
強酸性的化學液體，直接往身體淋下，全身百分之二十五的嚴重灼傷，讓阿金被救護
車緊急送入國軍左營總醫院急診室急救，阿金在燒傷中心時，仍不忘交代醫療人員，
留一支手機給他，方便他打電話給他的孩子。
阿金入住燒傷中心後，醫護人員應住院手續需要，需仔細詢問阿金的家庭及家屬
資料，但阿金卻一概不想告知，只簡單說，他來自桃園，是個貨運司機，常常往返南
北，今天他受傷了，南部的分公司自然會派人來處理，不希望醫療人員打擾他北部的
家人，因為掛心孩子，他一直要求醫師，幫他辦出院，他要回北部醫院。
因為阿金的強硬態度，護理人員只好通知筆者(社工師)前來關心。在與阿金的會談
中，筆者了解到阿金是專跑南北線的貨運司機，與妻離異多年，獨自撫養一個孩子，
孩子現年就讀小學三年級，依阿金的陳述，孩子自幼稚園起，就因為阿金工作的關
係，一直都是處於一個人的狀態。因為阿金總是不在家，為了孩子的安全，在孩子還
很小時，就銜接讓孩子去上幼稚園，每天都是很早就送孩子到幼稚園上課，等到阿金
晚上返家才去幼稚園接回。
幾年下來，孩子也適應了這樣的生活，認為爸爸總會在傍晚的時候出現
並接他回家，可是這次阿金無預警的受傷住院，等於第一次沒有返家，阿金
擔心孩子會害怕、緊張，因此一直要求醫師盡早幫他辦出院，他要轉回桃園附
近醫院就診，這樣可以就近照料孩子。然而阿金受傷狀況實在太嚴重，加上傷口

接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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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化學物料腐蝕的很深，嚴重危及生命安全，醫師無法放心的將阿金轉出院，阿金焦
急耽心卻又無可奈的情緒，全寫在臉上，經過幾次深度的會談，筆者也了解到阿金與
兄弟姐妹間關係並不佳，因為過去的誤會讓阿金與哥哥阿榮也很久沒有聯絡，談著談
著阿金流下男兒淚來。
因為阿金特殊的單親身分，加上他自認為，沒有其他家人可以幫忙他，因為重傷
仍需要留置在醫院，種種障礙，讓阿金情緒煩躁且對醫療的配合度差。筆者除協助輔
導阿金的情緒外，也開始透過其他管道幫忙協尋阿金身旁可以運用的內外在資源。因
為阿金孩子還年幼，目前處於無人可以照顧的狀況，因此筆者隨即通報給苗栗縣政府
高風險家庭，由社會局社工協助介入緊急關懷，希望能透過公部門幫忙，先保護孩子
的安全，安置照顧。當天下午，經由社會局社工的奔走，順利連絡上阿金許久未聯絡
的哥哥阿榮，經過會談，阿榮表示雖與阿金長年來互動不佳，但仍願意在阿金受傷之
際，伸出援手，承諾在阿金返家前，會幫忙阿金照顧他的孩子!也因為阿榮的承諾，讓
阿金願意安心在本院繼續就醫治療，這也讓阿金原本七上八下的紊亂心情好轉許多。
由於阿金是因為工作意外受傷入院的，因此筆者在阿金住院期間，提供勞保職災
的多元福利給阿金了解，也幫忙連結上苗栗縣政府勞工局職業災害個管員介入協助，
希望能給予阿金更多在勞保福利上的協助與保障，讓阿金的就醫負擔得以減輕，後續
生活也較有保障。
很快的，一個半月的時間過去，阿金終於在醫師的巧手下，得以康復出院，阿金
告訴筆者，對本院醫療團隊有著滿滿的感謝，除了讓他能儘早康復和安心就醫外，更
幫忙他連結上所有可以運用的資源，讓他無助絕望之際，有這麼多人伸出溫暖的手，
阿金說因為這一次的受傷，讓他與哥哥十多年來的冷戰，得以修復，真的很感謝大家
的幫忙。
阿金表示為了孩子，他要更堅強，更努力復健讓自己快點好起來銜接工作。
雖然身體仍需要長時間的復健治療，雖然他沒有像其他傷友一樣，有妻子在旁
邊加油打氣，但是單親的他相信，有孩子、醫療團隊和各個單位的鼓勵支
持，他對未來仍保持信心和勇氣，勇敢的走下去。

接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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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簡章

為使這片文字田地更加豐盈，誠摯邀請您
加入園丁行列

執筆與我們共同墾殖

一、本會為充實會訊內容，歡迎醫護人員、社工人員
、病童本身及家屬投稿。
二、投稿內容與燒燙傷醫療照護有關，如燒燙傷醫護
新知、醫療法律、心理衛生、兒童福利、燒燙傷
病童成長歷程及家屬照顧之經驗等。
三、來稿請用稿紙書寫，或附電子檔案，圖片請另以
jpg檔格式附加，並請自行留下稿件備份檔案。
四、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
五、譯稿者請附原文或影印本，並請註明出版年月出
處。
六、來稿請惠示真實姓名，最近職銜(或學位)及通訊
地址、電話，以便聯繫。
七、稿件經刊載後由本會核發稿酬。
八、來稿請寄：
郵寄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5巷43號
8F之1 兒童燙傷基金會 收
電子信箱：cbf@ms.cbf.org.tw
聯絡電話：(02)2522-4690
聯絡傳真：(02)2522-4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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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公關宣導小組工作報告
一、重要活動：
時

間

活

動

說

明

2月25日

黃惠芬執行長及吳佩芳組長參加衛生署舉辦之會務運作研習。

3月17日

黃惠芬執行長於受邀至中原扶輪社演講。

3月20日

高信鄧董事與黃惠芬執行長參加台北市牙醫師公會第十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中致贈字畫以示感謝對本會之支持。

3月22日

黃惠芬執行長受大甲社區松年大學邀請至大甲教會演講。

4月15日

黃惠芬執行長與工作人員柯玉珊受邀至信義華納威秀影城參加安寧基金會協辦
之電影試映會「最後12天生命之旅」。

4月19日

黃惠芬執行長與工作人員柯玉珊參加由網軟股份有限公司舉辦的「飛上雲端，
建立非營利組織家園」課程。

4月25日

黃惠芬執行長受邀參加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閉幕活動。

4月27日
5月4日

黃惠芬執行長與工作人員柯玉珊參加由自律聯盟舉辦的「NGO如何利用影音發
揮影響力」課程。

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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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4日-18日

本會「魔幻派對」燙傷兒童夏令營假宜蘭縣頭城農場舉行，國內外共計104位
小朋友參加，活動圓滿成功。

8月1日

本會加入台灣兒童及青少年健康聯盟，為我國兒童發聲，確保國家存立的基
礎。

9月1日

本會新版網站已建置完成並正式上線。
工作人員柯玉珊參加「google關鍵字小學堂」課程，後續於網路平台上設定關
鍵字，增加本會網站曝光率。

11月25日

黃惠芬執行長與吳佩芳組長拜訪元泰建設公司並了解產品及行銷事宜。

12月8日

余經邦董事長與黃惠芬執行長受邀女性領導人協會成立大會。

12月14日

黃惠芬執行長受邀樹人醫專慈幼社演講，社團共募集1,000張發票與現金
1,000元整，發票於2012年1月25日開始安排義工兌獎。

12月16日

黃惠芬執行長、吳佩芳組長與柯玉珊秘書受邀海棠文教基金會主辦之NGO國民
大會—公民社會發展研討會暨公益組織望年會。

12月22日

安寧照顧基金會主辦馬偕醫院、馬偕護專、馬偕醫學院及兒燙、安寧、早產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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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

個基金會董事聯誼會假華泰王子大飯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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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單位合作活動：
日

期

單

位

內

容

邀請本會燙傷兒童暨家屬參加紙風車劇團演出的
「武松打虎」兒童歌舞劇，共計12人參加。

1月16日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

1月30日

永齡教育慈善基金會

邀請本會燙傷兒童暨家屬參加「愛在花博-慈善嘉年
華」，共計24人參加。

2月18日

中華演藝總工會

邀請本會燙傷兒童暨家屬觀賞中國廣州雜技團演出
的「大型舞台劇－西遊記」， 共計100人參加。

2月25日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邀請本會燙傷兒童暨家屬觀賞比利時當代舞團演出
的「斷章取藝－獻給碧娜」，共計4人參加。

3月12日

北美旅行社

假台中Frog Family餐廳舉辦捐書義賣活動，並於3月
14日將活動義賣所得壹拾柒萬零參佰元正捐贈本
會。

4月15日

幻想曲數位內容 有限公司

致贈本會「憶世界大冒險」3D動畫電影劵一百張，工
作人員已寄送給燙傷兒童及家屬前往觀賞。

6月7日

實踐大學社工系

8月5日
至
8月7日

中華流行藝術技藝發展協進會

假台大體育館舉辦「2011世界紋身菁英博覽會」，
開幕式中安排義賣紀念T，
桖 本次活動共捐款壹萬參
仟元正。

8月5日

如果兒童劇團

邀請本會燙傷兒童暨家長觀賞「醜小羊的選擇」總
彩排演出，共計40人參加。

8月17日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邀請本會燙傷兒童暨家屬觀賞台灣弦樂團演出的
「快樂寶貝起步奏–環遊世界逍遙遊」音樂劇，共
計23人參加。

11月11日
至
11月13日

31舞樂劇坊

假國父紀念館演出「咱的阿爸-Dr. Sun Yat-Sen」，本
會燙傷兒童及家長共計41位受邀參加。

舉辦社工週活動，本會受邀擺攤宣導。

三、捐款活動：
日
2 0 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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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單

位

內

容

1月4日

台北北門扶輪社

來訪本會，並捐贈本會新台幣參萬元正。

5月24日

長江獅子會

假台北豪園飯店舉辦會長交接典禮，典禮中捐贈本會新
台幣伍萬元整。

7月1日

台北北門扶輪社

宋鴻德董事與黃惠芬執行長受邀參加台北北門扶輪社第
二十五屆社長、理事暨職員就職典禮，會中捐贈本會新
台幣伍萬元正。

8月16日

元大證劵

為慶祝50週年舉辦愛心捐款活動，來訪本會捐贈新台幣
壹拾萬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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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公司團體來訪簡介：
日

期

1月13日
1月20日

單

位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來訪本會。

12月15日

馬偕醫護專校7位學生來訪本會進行非營利事業組織參訪。

12月21日

大陸北京天使媽媽基金會2人參訪馬偕燙傷中心，黃惠芬執行長負責介紹本
會彼此交流。

五、媒體、廣告及專欄：
日

期

合作媒體∕公司

內

容

1月份第411期刊登本會「急救五步驟：沖、脫、
泡、蓋、送」圖片及相關資料。

1月5日

嬰兒母親雜誌

3月8日

淡江之聲

3月23日

非凡商業電視台

黃惠芬執行長參加「健康保險大家談-浴火重生，要
勇氣也要保險」錄影，節目於4月3日晚上九點非凡
商業電視台播出。

3月15日
至
9月15日

奇威洛克國際
事業有限公司

本會「關心燙傷兒童，全民愛動起來」平面形象廣
告正式刊登於高鐵台北站售票處(微風廣場段)。

4月8日
至
5月7日

合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本會「關心燙傷兒童，全民愛動起來」平面形象廣
告正式刊登於台北市五處精華地段公車候車亭，共
計十面。 (捷運大橋頭站正反兩面、民族重慶路口正
反兩面、羅斯福金門街口正反兩面、仁愛臨沂街口
正反兩面、仁愛林森路口正反兩面) 。

6月1日
至
8月31日

新邏輯廣告
有限公司

本會「關心燙傷兒童，全民愛動起來」平面形象廣
告正式刊登於國道客運車背，共計三十輛。(台北京
站轉運站-台中共計十五輛、台北京站轉運站-台中高雄共計十五輛)。

6月1日
至
6月30日

合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本會「關心燙傷兒童，全民愛動起來」平面形象廣
告刊登於捷運精華八大站。(忠孝復興轉運站、忠
孝敦化站、國父紀念館站、公館站、古亭站、頂溪
站、新埔站、民權西路站、淡水站) 。

8月1日
至
10月31日

KiDS好保險
雜誌

本會形象廣告正式刊登其內頁廣告。

9月15日
至
101年1月14日

新邏輯廣告
有限公司

本會形象廣告正式刊登於台北車站東三門大型液晶
螢幕動態30秒廣告。

9月20日
至
10月19日

奇威洛克國際
事業有限公司

本會形象廣告正式刊登於松山火車站出入口燈箱看
板。

淡大新聞部製播組長張家鳳同學採訪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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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會心理、回歸重建活動方案
一、經費補助申請合計：
（一）各醫院預算與使用率整理：
申請單位

計劃名稱
燒燙傷預防急救宣導暨病患回歸輔導

預算

使用率

20,933

30,000

69.78%

185

8,800

2.1%

燒燙傷病友支持團體

0

21,000

0%

燒燙傷兒童支持團體

0

76,800

0%

馬偕醫院燙傷中心節慶聚會慶祝活動

10,205

12,000

85.04%

燙傷病友聯誼會

26,690

51,000

52.33%

燒燙傷病友居家訪視

10,205

12,000

85.04%

68,218

211,600

32.24%

燒燙傷預防急救教育宣導活動

18,485

44,000

42.01%

燒燙傷預防教育宣導研習會

10,350

24,000

43.13%

1,470

11,800

12.46%

37,502

74,400

50.41%

67,807

154,200

43.97%

燒燙傷預防及急救宣導活動

14,775

19,000

77.76%

燒燙傷病房系列活動~病房節慶聯誼活動

24,013

41,500

57.86%

燒燙傷病友暨家屬一日遊聯誼會~逐風踏
浪HOT墾丁

60,366

68,000

88.77%

99,154

128,500

77.16%

4,958

6,650

74.56%

4,958

6,650

74.56%

13,500

13,500

100%

0

6,500

0%

小計

13,500

20,000

67.5%

總計

253,637

520,950

48.69%

燙傷社區醫療講座
馬偕紀念
醫院

小計

彰化基督教
醫院

燒燙傷病友暨家屬座談會及節慶活動
燒燙傷病友醫療講座暨聯誼會~休閒農場
生態之旅

小計

國軍左營
醫院

小計
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
醫院

2 0 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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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金額

燒燙傷防治校園宣導活動

小計
奇美醫院

居家照顧指導
燒燙傷病友及家屬聯誼會

（二）方案年度預算：＄520,950元；
實際補助支出總額：＄253,637元(使用率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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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導教育：
（一）燒燙傷預防急救宣導：
申請單位
馬偕紀念醫院

場次∕活動名稱
燒燙傷預防急救宣導暨病患回歸
輔導
燙傷社區醫療講座

小計
燒燙傷預防急救教育宣導活動

人

次

結算金額

預

算

使用率

4,889

20,933

30,000

69.78%

150

185

8,800

2.1%

5,039

21,118

38,800

54.43%

2,958

18,485

44,000

42.01%

128

10,350

24,000

43.13%

3,086

28,835

68,000

42.40%

800

14,775

19,000

77.76%

800

14,775

19,000

77.76%

98

4,958

6,650

74.56%

98

4,958

6,650

74.56%

9,023

69,686

132,450

52.61%

彰化基督教醫院
燒燙傷預防教育宣導研習會
小計
國軍左營醫院

燒燙傷預防及急救宣導活動

小計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燒燙傷防治校園宣導活動

小計

總

計

（二）宣導教育年度預算：＄132,450元；
實際補助支出總額：＄69,686元(使用率52.61%)
三、Re-entry：
（一）燒燙傷病患及家屬座談會、支持團體：
申請單位

計劃名稱

人次

結算金額

預算

使用率

燒燙傷病友支持團體

0

0

21,000

0%

燒燙傷兒童支持團體

0

0

76,800

0%

0

0

97,800

0%

200

13,500

13,500

100%

200

13,500

13,500

100%

馬偕紀念醫院

奇美醫院
小計

居家照顧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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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燒燙傷病患及家屬聯誼活動：
申請單位

活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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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10,205

12,000

85.04%

燙傷病友聯誼會

53

26,690

51,000

52.33%

燒燙傷病友居家訪視

0

0

90,000

0%

95

36,895

153,000

24.11%

燒燙傷病友暨家屬座談會及節慶
活動

18

1,470

11,800

12.46%

燒燙傷病友醫療講座暨聯誼會~
休閒農場生態之旅

42

37,502

74,400

50.41%

60

38,972

86,200

45.21%

燒燙傷病房系列活動(一)~病房節
慶聯誼活動

95

24,013

41,500

57.86%

燒燙傷病友暨家屬一日遊聯誼會
~逐風踏浪HOT墾丁

80

60,366

68,000

88.77%

175

84,379

109,500

77.06%

0

0

6,500

0%

小計

0

0

6,500

0%

總計

530

173,746

466,500

37.24%

馬偕紀念醫院

小計

彰化基督教醫院

小計

國軍左營醫院

小計
奇美醫院

燒燙傷病友及家屬聯誼會

（三）Re-entry年度預算：＄466,500元；
實際補助支出總額：＄173,746元(使用率37.24%)
★本年度多項活動方案使用率為0%，乃因主辦醫院自行撥款舉辦，或另有其他單位贊
助經費而未和本會申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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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醫療費用補助報告
本會因臺灣宣導工作成效顯著，故醫療費用逐年下降。本會亦將此費用加重於心理重建之
處，期能為燒燙傷孩童提供更切實的服務。

（一）2011 年度醫療費用使用分配
年度總金額為1,387,021元，支出年度預算3,000,000元之46.23%；總補助2,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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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金額
(單位：元)

總計：84

570,927

41.16%

一般個案：39

214,077

14.43%

住院復健：45

356,850

25.73%

0

0%

總計：20

206,586

14.89%

一般個案：20

206,586

14.89%

0

0%

人工真皮：0

重建期個案

佔年度總補助
金額之比例

人工真皮：0
門診義診個案

2,425

609,508

43.94%

總 計

2,529

1,387,021

100.00%

2. 按月份統計：各月份申請人次及金額如下表及下圖：
急症個案
一般個案

月份

重建個案
住院復健

門診義診

一般個案

合計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一月

-

-

-

-

-

-

-

-

-

-

二月

7

29,585

2

25,150

2

14,140

216

54,247

227

123,122

三月

2

13,080

4

48,000

0

0

247

54,000

253

115,080

四月

3

29,640

7

80,950

3

23,320

189

45,970

202

179,880

五月

4

17,920

3

40,950

4

20,856

166

37,462

177

117,188

六月

3

8,464

4

14,800

0

0

296

75,640

303

98,904

七月

0

0

0

0

2

10,625

176

40,457

178

51,082

八月

4

20,245

5

36,600

2

104,100

225

57,043

236

217,988

九月

1

8,000

2

8,800

1

5,760

234

70,152

238

92,712

十月

4

23,700

5

19,550

2

8,920

208

56,528

219

108,698

十一月

5

23,960

2

17,250

1

8,820

88

22,067

96

72,097

十二月

6

39,483

11

64,800

3

10,045

380

95,942

400

210,270

合計

39

214,077

45

356,850

20

206,586

2,425

609,508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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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條狀圖為補助人次，曲線圖為補助金額。

（二）2011年補助個案醫療費用分配：
補助個案共計104人次，總金額780,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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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人次申請，補助
420,663元。住院復健費共計45人次，補助359,850元。

1. 個案補助項目的人次、金額統計資料如下：
彈性衣

個案補助
項目
合計

矽膠片

組織擴張器

Integra
Acticoat

假髮

副木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44

235,890

3

11,224

1

11,090

1

12,600

4

111,856

住院復建

人次 金額 人次
1

6,400

45

合計

金額

人次

金額

359,850 104 780,513

2. 補助組織擴張器、假髮、Acticoat及副木之高價醫材(特案審查)各月份統計：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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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擴張器

假髮

Acticoat

副木

合計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一月

-

-

-

-

-

-

-

-

0

0

二月

1

11,090

-

-

-

-

-

-

1

11,090

三月

-

-

1

12,600

-

-

-

-

1

12,600

四月

-

-

-

-

-

-

-

-

0

0

五月

-

-

-

-

-

-

-

-

0

0

六月

-

-

-

-

-

-

-

-

0

0

七月

-

-

-

-

-

-

-

-

0

0

八月

-

-

-

-

-

-

-

-

0

0

九月

-

-

-

-

-

-

-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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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

-

-

-

-

-

1

6,400

1

6,400

十一月

-

-

-

-

1

1,300

-

-

1

1,300

十二月

-

-

-

-

2

10,556

-

-

2

10,556

合計

1

11,090

1

12,600

3

11,856

1

6,400

6

41,946

(三)1989 年至 2011 年補助情形：
1. 1989 年至 2011 年補助總金額為185,590,170元。
各年度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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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金額

2,685,844

1,864,448

1,38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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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94至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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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4月開始實施全民健保制度）
1996

35.13%

37.55%

27.3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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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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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41.16%

14.89%

43.9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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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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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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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年度總補助人次為102,39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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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4月開始實施全民健保制度）
1996

400

313

3,944

4,657

(基金會自1996年擴大業務服務為全年重建整形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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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84

20

2,425

2,529

歷年總計

3,403

2,696

96,296

102,395

關於基金會2011年財務徵信及其他工作報告，請上基金會網站查詢：
http://www.cbf.org.tw (路徑：認識兒燙→財務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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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徵信錄
101 年 2 月
150,000

3,000

鄭深池

毛百利，白玉華，江佳純，呂世弘，李阿香，

楊娟娟，楊夢瀛，葉仲姮，董張桃妹，廖婉菁，廖祥

50,000

李淑娟，李瑞屏，周玉雲，周宥希，周英奇，

富，劉福生，蔡忻潔，鄭木欽，鄭淑鳳，

林正隆，林敏雄.藍阿文，林麗瑄，邱美玲，施

鄭蕬敏，盧敏雄，賴佑瑜.賴佑嘉，簡文賓，

楊淑貞
40,000

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楊永輝.蔡素月，

捐款徵信錄
伶玫.

魏國正

黃正芳，柯秋梅，胡家睿，范幸惠，凌蘊蓉，

1,800，陳宥筑.陳濟恩.陳順元，

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陳美娟，陳添財，陳淑

1,500，朱嘉峰，李夜開.曾資雅，李明騏，

陳顯明

婧，

林玉津，張姵雯，張劉棗，戚珮珊，許庭豪.

20,000

陳瀅仁，陳麗鳳，無名氏，順德木業有限公司，

許晉豪.許文豪，陳瑞文，劉皇志，

羅秀月

黃淑貞，詹宏義，劉芳邑，劉素珍，劉歐阿娥，

潘憲隆

16,300

劉錦文，蔡坤霖，興美壓克力行，謝淑姶，

1,300

無名氏

簡聖峰.林婉萍，蘇振輔

侯秀鳳，無名氏

15,000

2,800

1,200

洪吳盈華

三寶弟子眾等

吳祖年，吳敬玄，李珈綺，孟令華，林秋源.

13,700

2,600

李秀鸞.林瑞隆.林瑞琮，徐子妘，張修銘，

陳顗竹

莊正水.何莉莉，郭志群.郭志帆.郭秋婷.施竣傑，

2,500

陳惠如，陳順慈.林姿宜.陳廷瑜.陳廷愷，盧麗櫻，

柯榮華
30,000

台新銀行無名氏
12,000

101 年 3 月

捐款徵信錄

林美月，郭繼儀

李廖省，張賜福，陳世文，趙瑞

1,100

10,000

2,400

劉少民.徐素芳，劉晏均

江秀香，徐浩棟，桃園縣佛教會，許玫芳，郭孟庭，

鄭美琴

1,020

陳信鋼，陳淑萍，盧美菊，謝麗萍婦產科診所，

2,250

郭冠麟，黃鉦琦

羅泰松，保證責任臺北市台北地下街場地利用合作社

李張菊

1,005

7,000

2,200

邱騰萱，邱騰慶，邱騰箴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手工皂社

陳石仙觀.陳裕憲

1,000

2,100

丁俊宏，丁鵬仁，小丑魚的店，孔元生，文伯瑋，

王姵婷，施克忠

方皖君，王玉燕，王光明，王志平，王育程，

5,000

2,000

王佳蔚，王宗太，王宗寶，王秋榮，王美慧，

余怡蓉，吳國斌，林玉琳，林承翰，林美麗，

王立誼，王見元.賴姿曄.王暄銘.王紹睿，

王恭新，王張瑞英，王陳阿滿，王惠茹，王裕成，

金北鑫有限公司，胡筱君，高素卿，張清文.

王高慶，王許月雲，王雅儀，王寶雲，石淑華，

世貿海運承攬運送股份有限公司，

李秋萍.李恕慈.張明慧，許富強，曾師傅，集善堂，

全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吳季謙，吳采蓮，

世貿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

劉維貞，歐陽均，謝宷籈，蘇惠慈，

吳彥青，吳高任，李銘芝，周欣文

任昭宇.任昭勳，安爵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泰新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奇磊股份有限公司，林秀齡，林杰毅.林念葦.

朱敦，江宜哲，江智瓊，江隆輝，何金英，

4,000

林念樺，林奕呈，林添財，林淑娟，林瑋謙.

吳再來，吳圭酌，吳杏顏，吳育璇，吳智輝，

牟顯川，吳佩珊，許良政，陳玉花，鄒伯恩.鄒延，

，邱怡芬，邱健庭，邱馳，姜雍漳，

呂承豐，呂學尚，宋泊耕.宋少輔，巫翠花，

練怡君

恆暘貿易有限公司，柯思如，，范姜親美，

李玉琥，李來發，李佩珊，李孟儒，李怡安，

3,600

徐光平，徐愛珠，徐碧霞，張復國，張麗玲，

李明峰，李直蓉，李金城，李彥坤，李彥鋒，

許錦萍，陳秀琴，陳麗琴

曹子庸，祥鼎興業有限公司，許芝綾.江素娥，

李美玲，李婉真，李淑真，李雪紅，李逸雯，李墻，

3,500

許雲玉，郭巧玲，郭宗益

沈惠月，汪俊良，汪孫素英，

王佳源

郭芳如(綠芳園SPA館)，郭進財，陳政宏，

亞太國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3,200

陳淑貞，陳黃碧霞，傅子珊，傅玉寶，曾子庭，

佳姿蓓麗國際美容有限公司，周正開，周柏澔，

僑志汽車有限公司

曾丹鳳，黃虎風，黃彥蓉，

周郁慧，周倩如，岳池有限公司，林子硯，

6,000
王鐘森燕，我願，高瑪利，張宗漢，黃聖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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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徵信錄
101 年 5 月

林正哲.謝淑娥，林正道，林永德，林志忠，

隗渼蓁，廖祥富，廖燈科，廖濬毅，褚珮瑩，

黃佩微，黃思維，黃慧萍，蔡宗宏，蔡俊雄，

林志龍，林育安，林周淑清，林亭妤，林信義，

趙麗蓮，劉千華，劉文權，劉白江.莊玉娥，

蔡聰達，鄭伊婷，謝采伶，謝褕嫺

林保全，林春美，林禹岑，林美華，林美華，

劉志信.劉丁熒.劉彥廷.劉人瑋，劉信義，劉俊

515

林娟姬，林家毓，林晏伃，林高賢，林偉明，

德，

羅林春霞

林淑添，林富榮.林香君.林朝儀.李玉.劉宣均.

劉幽蘭，劉素真，劉貴正，劉照明，劉臻玲，

500

劉品蘴，林湘峰.林湘傑.林相慶，林暄芹，林毓宸.

劉寶有，潘慧君，蔡文玲，蔡亭玉，蔡英嬌，

方晴薇，王月卿，王吉中，王秀文，王明珠，

林昱霖，林睿慈，林鳳天.林何阿琴，林麗蓉，

，蔡睿安，蔡錦川，輝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王威強，王美玉，王姵淳，王祖驊，王國任，

林耀宗，林耀駿，況格企業有限公司，邱俊榮.

鄭志偉，鄭美玲，盧翠菁，蕭荊珍，蕭銘君，

王章丞，王惠瑗，王學慶，王聰義，王麗枝，

邱昭傑.邱千銜，邱建智，邱昭憲.邱桂美，邱偉賢，

賴玥霖，薛衣珊，薛佩芬，薛黃春蘭，謝玉

王麗燕，王馨，白淑媛，石志恆，伍明得，

邱清松，邱雪華，侯星良，姚玉英，姚俊安，

燕，

朱立華，朱佩雯，朱彥魁，朱家亨，朱振奇，

柯淑芬，洪坤和，洪素芬，洪清騰.洪育和.項蕎茹.

謝美玲，謝堅，謝傳進.劉素珠.謝易儒.謝政

江素瓊，何瑁鎧，何萬國，吳坤芳，吳妮燕，

洪淳建，洪懿萍，洪砞汶，胡泉鑑.胡銘顯.胡育誠，

哲，

吳林足金，吳信德，吳玲瑢，吳秋燕，

范玉秋，唐瑞梅，孫嘉晨，

謝蕙如.謝孟宸.謝勝治.陳雪娟.謝蕙鍈，鍾芷

吳若麟，吳梅，吳淑豊，吳復豪，吳惠茹，

峻誼不銹鋼工程有限公司，徐文展，徐振誠.

芸，

吳貴松.吳林桂，吳進南，吳鴻榮.劉滿穗，

徐振中，徐凱威，徐廖招治.徐淑娟，

簡懿杏，魏媞，蘇也新，蘇佩君，蘇宥慈，蘇

呂育芬，呂其穎，呂亭誼，呂家珏，呂鳴源，

振久鋼鐵有限公司，殷匡佐，翁文馨，馬碧桃，

雅惠，蘇鄭英瑩

巫國雄，李世仁.謝明君.李家豪，李正助，

馬銀堂，高立翰，高頡祐.高頡毅，張文玲，

900

李玉珠，李秀美，李育菁，李依儒，李奇秀，

張方溶，張仲豪，張春靜，張美惠，張美智，

李思筠，林思鳳.黃瑞南，陳尚彬，黃保月

李妮悁，李宗翰，李怡璇，李金鴻，李俊毅，

張家玟，張家愷.張國揚.張愷芳.張愷芯.張杜淳美，

800，士鴻實業有限公司，白純宜，李佑麟，

李建邦，李秋冬，李美足，李哲宇，李國華，

張珮綺，張富美，張瑞紅，張詩展，張姸怜，

周雅琪，林淇妍，曹瀚權.曹瀚宇，郭佳益，

李屠慧君，李敏蓁，李淑惠，李陳玉華，

啟眾慈善會，曹哲寧，梁婷怡，莊明山.張惠瑜.

陳瑀婕，謝新惟

李雪霞，李雅涵，李鄭金滿，李錦芳，

莊曜華.莊婕希，莊炳富.莊晴文.莊沛翰.莊忠良.

750

李韻柔.李幼群，李瑃提，

廖格.郭君隆，許文欽，許志明，許幸仙，許惠玲，

郭俊宗

私立博全美語文理短期補習班，周秉毅，

許雅婷，連金芬，郭國枝，郭淑珠，郭連惠蘭，

700

周俞汎，周建炎，周庭瑄，周敬軒，周毓華，

郭嘉駿，陳文正，陳正弘，陳秀玉，陳秀美.

王水山，王怡文，王貴宏，吳志強，呂育賢.

周鄭芳，孟繁佳，尚秉孝，屈保誠，岳安台，

任業華，陳秀敏，陳秀蘭，陳良明.陳林秀娥，

呂信宏，李仁智，周大鈞，施侑伶，施絢文，

林光毅，林妙芬，林沛彤，林宛臻，林明磁，

陳松李，陳欣玫，陳玫靜，陳亮宏，陳俐筑，

洪曉萍，彰銀無名氏

林欣，林金聲，林南村，林南芝，林威祐，

陳威宇，陳建偉，陳施淑貴，陳星宇，陳柔云，

690

林思語.林冠言.許宸瑋，林峻寬，林珠，

陳炳川，陳美玲，陳美潔，陳晉慧，陳根火，

曾鴻元

林國峰，林淑珠，林淑敏，林淩慎，林惠津，

陳海茂，陳淑，陳淑美，陳淑滿，陳惠珠，陳景霖，

680

林筠晞，林裕卿，林裕淳，林筱微，林瓊枝，

陳智雯，陳萱，陳憶如，陳鍾山，陳麗慧，

江銘川

林麗卿，邱安言.邱品睿，邱秀美，邱冠銘，

傅正謙，傅明慈，傅凱靖，彭彥慈.彭乾育，

660

邱筠玲，姚竣鎧，施仲信，施禹孝，施禹彤，

曾妙鈴，曾怡禎，曾美女，湯淺愛心會，項蕎茹，

李彥勳

施銘鏞，柯佩吟，柯宜姍，柯憲宏，洪乙丹，

黃光枝，黃宇彰，黃宣博，黃思涵，黃思群，

600

洪友蓮，洪少蓁，洪吉真，洪培元，洪梓默.

黃美華，黃素珍，黃揮雄，黃祺鈞，黃聖修

王慧喬.楊子毅，仲品瑄，仲品叡，何育家，

洪君妮，洪慧青，紀柯金鳳，紀庭蓁，

黃榮宗，黃德旺，黃黎紅，新竹市中央獅子會，

余先生，吳科頡，李相瑄，李凌漢.賴淑賢.

紀淑惠，胡千逸.趙國評.趙崧利，胡芝綾，

吳芳錫，楊明理，楊家蕙，楊健超，楊淑華，

李金佩.賴金志.涂彥宇，周育霆，周敦筠，

革安企業有限公司，孫嘉隆，宮尚言，

楊景櫻，楊麗雲，葉明智，葉建良，葉敏雅，

施柏安，洪佳臨，徐誠洲，袁國忠，高雅萍，

徐銘澤，徐藝珊，浩森工業有限公司，

葉陳幸，葉雲田，葉靜惠，董心渝，詹奇哲.

張芯瑋，張睿舫，許雅婷.許晏彰，郭武雄.

翁仁宗，翁淑珍，翁陳玉霞，翁儷瑄，

詹偲妤.林芷淇，詹國明，詹勳.詹紫安.詹紫如，

郭陳麗秋，陳孝先，陳志雄，陳冠州，

馬淑惠，高俊義，高惠君，高慧娟，高耀村，

詹烱仁.詹鈞宇，賈智安，雷佳珍，雷佳慶，

陳美言，陳韋如，游謝素英.游正吉，黃一信，

張文琴，張立彥，張合全，張承洋，張珈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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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哲維，張娟敏，張家漪，張家齊.張家瑞，

譚宇智，嚴施金珠，嚴慧珣，蘇吉志，

郭適熏，，陳世杰，，陳佑庭，陳佑軒，

張展文，張敏裕，張淞鈞，張盛雄，張雅惠，

蘇志超，蘇柏融，蘇曉芬，凃雅琇

陳吳，陳秀芬，陳佳伶，陳怡君，陳怡晴，

張琬勤，張麗珠，張麗華，張麗華，梁美昭，

453

陳明裕，陳玫君，陳秉宏，陳芝郁，陳金盈，

梁潔瑩.梁瑋晴，莊佩忻，莊凱茵，許世賢，

黃桂蘭

陳信良，陳俊仁，陳宥霖，陳彥君，陳禹安，

許君琪，許育嫺，許明華，許英琴，許軒慈，

429

陳禹傑，陳紀君，陳竑宇，陳朝保，陳湘楹，

許淑貞，許淑靜，許筑筌，許蕙蓉，郭仲印，

聚財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陳雅馨，陳意昌，陳皚珊，陳緗蓉，陳曉芬，

郭志明，郭信銘，郭哲睿，郭啟沐，郭許雪，

400

陳臆仁，章賢哲，曾旭宏，曾南海，游素貞，

郭進金，陳令佳，陳永宗，陳玉珠，陳石民，

吳家慶.曾淑雅.吳貞頤.吳秉軒，李建德，

黃于真，黃安亮，黃羽，黃明旋，黃郁玲，

陳任璿，陳志華.高秀玲，陳保穎，陳冠融，

李秋利，李梵榳，周永芳，林施實，施瑞展，

黃啟銘，黃橙詳，楊元欽，楊月雲，楊佩龍，

陳品穎，陳奕瑞，陳映庄，陳柄君，陳柏安.

洪順富.洪晟峻.洪語禪.蔡玉鳳，紀良育，

楊昕蓉，楊金泉，楊喬伊，楊晴惠，

陳星綸，陳柏誠，陳祉妤，陳禹任，陳美霜，

紀佩汾，紀龍年，張芸瑋，陳俊宏.陳彥蓓，

楊游罔市，楊碧珠，楊豐嘉，楊寶鳳，

陳英信，陳重郡，陳姵如，陳桃，陳祖銀，

陳雅姿.陳福榮，曾子如，賀勇茹，楊旭甲，

溫家蓁，董佳淋，董孟瑤，詹人傑，詹瓊華，

陳素月，陳素珠，陳素惠，陳素蓮，陳國瑞，

蔡夢吉，戴方睫，薛慧如，蘇美惠

廖文慶.廖誠佑.廖恩榆，廖惠美，廖麗玉，

陳淑惠，陳莉蓁，陳裕彰，陳銀靜，陳銘淵，

315

裴旭剛.裴向洳，劉仲禮，劉廷威，劉宗霈，

陳德旺，陳燕誠，陳蕙娟，陳麗文，章修琪，

劉維凱.劉星瑋

劉昱成.劉立彬.劉立婕，劉昱潔，劉容珊，

傅有慈，傅珮文，彭守謙，彭家銘，彭舒璟，

300

劉雅君，劉憶蓁，劉璟琪，歐陽雅鈴，

曾施月琅，曾美珠，曾淑媛，湯証溢，

王亦萱，王佩穎.王儷穎.王博賢，王雨涵，

潘冠瑄，潘薇如，蔡享享，蔡幸芝，蔡建富，

馮勝毅，黃士庭，黃文妍，黃志明，黃佩雲，

王俊焜，王奕婷，王惠瑩，王嘉霈，王端勇，

蔡博宇.蔡丞霖，蔡適謙，衛竹娟，鄭峻中，

黃炎輝，黃品超.黃品瑜，黃春淑，黃偉涵，

王龍寶，史文淵.史冠智.許文惠，江玖運，

鄧汝康，賴雲憓，駱嘉鴻，謝依廷，謝植安，

黃啟宗，黃清花.洪崧鎂.蘇一泉，黃雪貞，

利富松，吳江河，吳佳蓉，吳佳樺，吳明璋，

鍾梅芳，鍾翊瑄，顏泓暉，顏崇儀，顏彩霞，

黃揚軒，黃曾吟梅，黃棟樑，黃雯雀，

吳明謙，吳芸姍，吳祈賢，吳飛震.吳佳倩.

羅翊辰，羅貴春，羅碧華，羅韻華，嚴淑惠，

黃溫梅，黃瑞初，黃福華，黃德文，

王玉珍，吳智家.吳亞霓，吳榮燦，呂苡溱，

蘇昱君

黃蔡碧秋，黃麗洋，黃烱家，楊冠廷，

呂鑽富，李宇翔，李沈鶯月，李宛諭.

250，朱冠騫，朱昭洪，朱晉騫，李文光，

楊祐瑄，楊淳米，楊琇惠，楊凱茗，楊慧凌，

李旻軒，李承泰，李奕翔，李盈瑩，

李宜軒，李宜霖，李雅文，許淑芬，湯佳樺，

楊應宥.楊時維.林淑真，楊麗鈴，溫文寶，

李國屏，李淑玲，李維杰，李麗芸，卓睿鋐，

黃宣淵，黃凱莉，楊陳鳳英，劉太綢，

溫日光，溫記康，葉奕甫，葉珮瑱，葉彩燕.

周沂萱.周聖堯，周倍鈺，周嚴良.周洪月花.

劉碧涵，鄭睿彬

廖珮均.廖珮騏，葉郭麗華，詹心藍，詹遂

周天瑋，林子超，林旭麟，林伯軒，林伯鴻，

200，方威仁，毛仁甫，王仁妤，王正廉，

願，鄒方瑜，鄒方寧，雋昱科技有限公司，

林芝如，林泑蓉，林家德，林家賢，林益全，

王永英，王怡文，王明潭，王昭文，王玲玲，

廖玫慧，廖韋綸，廖翊坊，褚美鈴，趙芸湘，

林祐嫻，林婉歆，林淑麗，林湛悅，林雅珮，

王美玲，王家葳，王啟印，王勝暉，王湘琇，

趙韻瑄，趙麗玲，劉小芬，劉秀媛，劉芊忏，

林煥宗，林鈺勳，林麗珠，金妍希，俞俊菁，

王貴虹，王順玄，古菁芳，仝汶婷，仝哲宇，

劉淑娟，模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潘姿妤，

姜耀勝，施素青，施鈺珣，柯沛瑜，洪國朕，

任學忞，朱晉德，朱進財，江林碧桃，

瑩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蔣瑟玲，蔣壽元，

洪速津.洪靖雯.洪瑋辰，洪靖民，胡旭麗，

江芮瑜，江茂聰，江健仲，江惠容，江湘芬，

蔡沛玟，蔡沛涵，蔡秀琴，蔡函希，蔡幸言，

范聿瑄，范蘭文，夏建國，徐翠瑩，徐慧君，

江襼芸，余偉誌，余紫瀅，余雅涓，吳乙萱，

蔡欣璇，蔡建盛，蔡閎恩，蔡慧玲.項光照.

留彥琳，翁麗卿，高秀琴，高秀絨，涂馨予，

吳乙寬，吳玉惠，吳守逸，吳志鴻，吳李軍，

項育棠.項娉甄，蔡學憲，鄭旭媚，鄭君浩，

康嫩娜，張加添，張玉琳，張立明，張洛嘉，

吳佳嬛，吳叔靜，吳東霖，吳美嫻，吳英花，

鄭靜鎂，蕭啟裕，蕭福欽，賴主榮，賴宜青，

張美鈴，張美瑩，張凌姬，張晉瑋，張晏誠，

吳貞瑩，吳悅慈，吳振賢，呂佩恩，李文連，

賴玟君，賴奕君，賴惠媛，賴騰銓，錢柏璁，

張陳碧雲，張慧雪，張諒義，張羅秋妹，

李宇杰，李秀岦，李佳珍，李佳樺，李佩穎，

駱瑩，戴靜宜，謝宗燕，謝欣燕，謝秉憲，

張麗華，曹明春，曹美妙，曹祖綦，

李幸娟，李念徽，李欣宜，李芮恩，李垣漢，

謝禎芳，謝燕青，鍾宇虹，鍾孟伶，藍美紅，

莊秀玲，許又懿，許素敏，許雅燕，許燿昌，

李美蓉，李華嚴，李學林，李麗玲.高裕信，

闕儀丞，闕儀萍，顏朝發，顏震文，魏皙，

連敏惠，連體數位廣告社，郭妙婷，郭筱佳，

杜風鈴.陳亞萍.陳徐喜妹，沈鈺軒，阮榮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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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桂，周秉鋅，明園綠化工程行許丁木，

葉煒涔，鄒雅惠，廖幸晴，廖貫鈞，管挺鈞，

張銘珍，梁文騰，梁秀惠，梁詩敏，

昇仁文理補習班-黃珮瑄，

管國棟，趙彥淵.趙凰君，劉子婷，劉小翠，

莊承錦，許勻瀞，許文勝，許台叡，許正雄，

昇立文理補習班立昇數學，陳冠奎，林子翔，

劉東元，劉金，劉宥均，劉建麟，蔣尚廷，

許家綸，許偉意，許筱玲.許筱娟.許聖賢.

林子雲，林玉青，林妤栩，林志羽，林志鴻，

蔡和錦，蔡宜芬，蔡明妤，蔡振村，蔡涵伃，

夏美珠，許灝杕，郭宗仁，陳卉姍，陳怡如，

林沛囷，林秀芬，林亞辰，林享蓁，林佳蓉，

蔡竣宏，鄭明通，鄭香雲，鄭銨慶，鄭濠諒，

陳怡佳，陳林美枝，陳亭安，陳思齊，

林芬蘭，林保添，林保福，林俞汎，林彥儒，

鄧秋原，盧美惠，蕭文忠，蕭淑芬，蕭登睿，

陳柏憲，陳郁潔，陳淑敏，陳瑞木.楊淑雅，

林昱呈，林柳臻，林倩如，林修雅，林家吟，

蕭暐霖，賴侑祥，錢鳳生，謝明成，謝陳麗，

陳葦菱，陳儀瑄，陳蕙芳，陳寶年，陳鐸文，

林晏資，林桂煌，林國安，林國鼎，林得盛，

謝雅雯，謝蕎伊，謝麗美，鍾宇麟，簡吳美

陶惠婷，傅台生，彭禹喬，彭郁芙，彭湘澐，

林淑富，林陳秀琴，林紫崴，林瑞哲，

珠，魏滿祝，羅緯.陳雪芬，羅麗如，蘇旭

彭雅筠，彭聖喬，彭靖雯，彭儒亮，游淑姬，

林瑞菊，林義忠，林詣婧，林資富，林碧玫，

民，

林翠娥，林寶珠，林寶蓮，邱力玟，邱巧雲，

蘇秋月，蘇傳易

邱瑞華，邱麗靜，金瑞興企業有限公司，

188

葉昭吟，賈懿絹，廖俊超.李美菊，管曉娟，

侯沛玲，姜博仁，施鏵傑，柯俊良，

劉國州

劉心瑋，劉正元，劉宇軒，劉宇婕，劉妍蘭，

段宇珍，洪美如，洪素真，洪碧蓮，洪麒濠，

150

劉秀錦，劉育成，劉佩真，蔣春玫，蔡秀媛，

胡文泉，胡椀茹，徐苑萍，翁淑華.游一郎，

丁千惠，方政東，朱浩碩，陳美華，陳淑芬，

蔡淑玲，蔡淑貞，鄭弘，鄭春金，鄭晴芸，

財億庭，高若蓁，張千敏，張宏嘉.張義豐，

蔡采吟

鄭雅云，鄭嘉妤，鄭寶珠，鄧麗珠，盧怡如，

張宗瑞，張明珠，張芷榕，張美虹，張郁偉，

119

盧郭依妹，蕭心綺，蕭羽庭，蕭繼廷，

張國藩.張博閎，張智翔，張登城，張雅晴，

林玉娟

戴美裕，薛田進，謝宗震，謝明川，簡春永，

張慧貞，張瓊月，梁淑華，莊詠懿，莊進靈，

110

簡郁恩，簡淑芬，簡惠玲，闕心茹，顏妘夙，

許世昌，許字宏，許芷庭，許勝迪，許婷，

林筱亭.袁國翔

許萸晶，許黃碧珠，許傳瑋，許慧貞，

100

許錦標，連士瑋，連家財，連靖，郭怡玲，

王士銘，王如文，王汎熒，王妊允，王亮子，

郭雨新，郭彥廷，陳永隆，陳玉菁，陳宏裕，

王思怡，王偉峻.王晨祐，王國華，王博鈞，

陳秀妙，陳秀娟，陳怡仁，陳明志，陳明琴，

王惠芳，王意程，王盟雄，丘靜，古哲聖，

陳武雄，陳玟邑，陳玫玲.李謀華.李曜廷.

田姍姍，朱盈，江吳勉，江美珍，何沛勳，

李曜宇，陳俞利，陳奕勳，陳威廷，陳建富，

何品毅，吳佳芳，吳佳穎.吳泉忠.吳佳玲.

陳柔安，陳柏元，陳致安，陳若宸，陳振東，

吳柏翰.徐嘉徽，吳宣衡，吳秋月，吳傳宗，

陳真菁，陳凰珠，陳淑美，陳雅惠.吳庭凱.

吳毓婷，吳豐鎰，呂志誠，呂冠誼，呂晉頡，

吳沛容，陳黃清香，陳慈妮，陳毓峰，

呂珮慈，宋芝瑜，李文寶，李坡，李宜儒，

陳榮宗，陳慧娟，陳慧潔，陳慧儒，陳燕慧，

李宜勳.馮鑑昌，李明芳，李林彩玉，

陳翰寬，陳靜賢.林修弘.林晉甫，陳麒文，

李美玉，李書明，李書賢，李從慧，李琬麗，

陳麗華，陳麗蓉，陳繼強，單華瑾，彭景翔，

李翠蘭，李銀河，李瓊珍，李麗霞，周佑儒，

曾子瑀，曾群翔，曾聖倫，游曉君，湯秀原，

周林淑美，周俊佑，周琳鈞，周勵輝，

湯承澤，黃小貴，黃少甫，黃百在，黃秀鑾，

林秀玟，林育如，林俊銘，林冠吉，林奕夆，

黃怡璇，黃玥慈，黃盈妮，，黃彬鳴，

林飛宇，林振義，林睿承，邱奕函，邱弈禎，

黃彩雲，黃清霞.黃晶皓，黃博志，黃博政，

邱靖心，邱曉薇，柯家程，洪于婷，洪子淵，

黃貴圓，黃楷茵，黃鈺朋，黃鈺程，黃憲智，

洪如瑩，洪煜欽，紀雅玲，胡志強，范庭瑄，

黃麗惠，黃曦緹，楊育霖，楊孟凡，楊阿國，

唐彗鈞，徐慧渝，張平岳，張光明，

楊淞尹，楊惠媛，楊朝安，楊硯淳，楊詠傑，

張岱萍.張龔梅枝，張家琪，張偉棋，

楊鈞顯，楊謨，葉小瑩，葉軒甫.葉晏廷，

張晴芬，張雯珈，張雯琇，張雯瑜，張嘉琪，

程文芝，黃月霞，黃宥叡，黃宥薰，黃昱仁，
黃洪清月，黃凱莉，黃雍然，黃筱鈞，
楊仁榮，楊光耀，楊書閔，楊雅智.陳旻琪，

顏品涵，魏恩霖，羅仕鎮，羅瑋翔.羅健銘，
蘇叔君，蘇星友，蘇瓊華
50
李昆泰，李明宏，李家賢，林毅華，黃淑惠，
鄭淑勻，龔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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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徵信錄
10 1 年 2 月

捐款徵信錄
10 1 年 3 月
300,500

陳石仙觀.陳裕憲

呂曾環玉，呂學尚，呂麗兒，宋少輔.

彭守謙

2,500

宋泊耕，巫翠花，李玉琥，李孟儒，李怡安，

100,000

徐蔚泓，趙瑞

李明峰，李金城，李彥坤，李彥鋒，李盈瑩，

財團法人翁黃琴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0

李美玲，李婉真，李淑真，李雪紅，李蕙如，

40,000

Lanew 林口仁愛店，王妤庭，王見元.

李墻，杜素禎，亞太國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賴姿曄.王暄銘.王紹睿，王思涵，王振宇，

佳姿蓓麗國際美容有限公司，周佳錡，

王高慶，王湘，王寶雲，石淑華，

周定遠，岳池有限公司，易定華，林子硯，

寶泰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江玉梅，吳季謙，

林文佳，林正道，林永德，林玉萍，林志龍，

20,000

吳明澤，吳靖涵，李承宗，李銘芝，

林育安，林周淑清，林妹香，林承志，

郭文敏，薛林月嬪，顏仲仁，羅秀月

奇磊股份有限公司，林于琳，林玉蘭，

林金枝，林亭妤，林信義，林禹岑，林美滿，

10,500

林秀美，林佳妍，林添財，邱子芸，邱麗華，

林娟姬，林家毓，林家慶，林淑婷，林雪雲，

和雅居

姜雍漳，封秋南，恆暘貿易有限公司，

林雅卿，林耀宗，林耀駿，

10,000

柯思如，胡登圍，胡麗華.彭翰文，孫嘉晨，

況格企業有限公司，邱丸禪，邱俊榮.

王哲玄，吳素美，周柏澔，許幸仙，許峰鈴，

徐春土，張林秀鶯，張雯萍，張祺筌，

邱昭傑.邱千銜，邱建智，邱昭憲.邱桂美，

陳沛琪，陳煌濱.王桂櫻.陳柏翔.陳柏棋，

張麗玲，曹子庸，祥鼎興業有限公司，

邱偉賢，邱清松，邱雪華，邱紫琴，

黃淑聆

許家綺，郭巧玲，郭繼儀，陳政宏，陳淑貞，

邱寶春.王憶雯，侯星良，姚玉英，姚俊安，

陳萱，傅玉寶，曾子庭，賀維中，黃虎風，

施淑沁，柯宜姍，柯淑芬，洪坤和，洪建成，

黃金玉，黃蓉子，黃鳳嬌，

洪健智，洪砞汶，范莉萍，卿茂珠，唐瑞梅，

6,000

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楊皓羽，葉仲姮，

孫淑萍，峻誼不銹鋼工程有限公司，徐于惠，

吳家豪，柯秋梅，高惠芃.高紀安.盧羽芳.

鼎正有限公司，廖祥富，廖惠珠，劉淵銘，

徐振中.徐振誠，徐廖招治.徐淑娟，

高子斌，陳添財，黃敏惠，謝文蕙，謝春猛，

蔡忻潔，鄭木欽，盧敏雄，謝全明，

振久鋼鐵有限公司，殷匡佐，翁蔡秀賢，

蘇文楷

韓盈盈，羅苑萍，蘇文欣，蘇再亭，龔美霓

高立翰，張方溶，張亦均，張仲豪，張吉宏，

5,000

1,815

張美惠，張珮綺，張素靜，張詩展，張馨予，

余憲琍，吳銀玲，施淑萍，

無名氏

啟眾慈善會，曹哲寧，莊怡軒，許文欽，

泰新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素卿，

1,500

許志明，許雅婷，連金芬，郭淑珠，

張純嘉，許富強，陳禹臻，童友志，黃品玲，

上虹有限公司，王綿，李明騏，周駱賢，

郭連惠蘭，陳文翊，陳正弘，陳永儒，

劉茂宗，鍾銀梅，蘇惠慈

林玉津，姜宗成，姜添福，姜皓文，胡筱君，

陳玉慧，陳良明.陳林秀娥，陳旺廷，

4,800

戚珮珊，許庭豪.許晉豪.許文豪，陳瑞文，

陳明達，陳松李，陳金治，陳亮宏，陳姿妤，

洪淑汝，許惠雯

1,300

陳施淑貴，陳柔云，陳炳川，陳美潔，

4,000

林煥宗，侯秀鳳

陳致瑋，陳晉慧，陳根火，陳素珠，陳國瑞，

邱國桐，許芝綾.江素娥，陳玉花，陳冠蓉

1,200

陳淑美，陳淑滿，陳雪蘭，陳惠珠，陳景霖，

3,600

林宇倢，林煒盛，郭志群.郭志帆.郭秋婷.

陳智雯，陳銘淵，陳億，傅明慈，傅蘭妮，

王麗雯

施竣傑，陳芊卉.陳芊凱，黃惠婷，黃蘭香，

彭彥慈.彭乾育，曾妙鈴，曾怡禎，曾阿琳，

3,500

趙偉德

曾美女，曾淑美，游如蓮，湯玉蓮，

王佳源

1,100

湯淺愛心會，賀楷晴，賀楷鈞，辜寶春，

3,376

王珮婷，張智傑，葉文煥，劉晏均

黃之駿，黃守把，黃志中，黃志雄，黃芳姿，

王聰霖

1,000

黃思涵，黃思群，黃美華，黃素珍，黃榮宗，

3,000

丁鵬仁，人生愛心會，三年十四班，于文鍾，

新竹市中央獅子會 吳芳錫，楊永輝.蔡素月，

王寶麗，吳建陞，李阿香，李淑娟，李涵鈺，

大魚畫室，小丑魚的店，孔元生，方皖君，

楊明理，楊家蕙，楊情蜜，楊淑華，楊景櫻，

林敏雄.藍阿文，邱美玲，洪清風，胡榮勝，

王玉燕，王光明，王育程，王宗太，王宗寶，

楊順棻，楊碩彥，楊豐綺，葉建良，葉敏雅，

凌蘊蓉，孫可為，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

王秋榮，王美慧，王峻峰，王恭新，王振亞，

葉陳幸，葉雲田，葉靜惠，詹奇哲.詹偲妤.

張家祐，張家瑜，張漢偉，張漢強，

王張瑞英，王梅蘭，王陳阿滿，王惠茹，

林芷淇，詹烱仁.詹鈞宇，賈智安，鄒玉春，

莊葉碧梅，許修華，許澄江，陳協輝，

世貿海運承攬運送股份有限公司，

雷佳珍，雷佳慶，廖燈科，趙麗蓮，

陳秋香，陳美娟，無名氏，

世貿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石麗卿，

劉白江.莊玉娥，劉志信.劉丁熒.劉彥廷.

程優貿易有限公司，開福元信眾，

吉來星光，安爵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劉人瑋，劉信義，劉幽蘭，劉素真，劉彩嬿，

順德木業有限公司，黃月裡，楊國偉，

朱啟祥，朱榮華，江宜哲，江隆輝，何金英，

劉雅芬，劉臻玲，劉寶有，厲良知，潘慧君，

詹雲凱，興美壓克力行，蕭美暖，謝淑姶

余文心，吳再來，吳圭酌，吳杏顏，吳明軒，

蔡文玲，蔡玉芳，蔡何寶，蔡欣蓉.蔡嘉容，

2,600

吳政穎，吳智輝，呂承豐，呂奕昕，呂琍卿，

蔡亭玉，蔡英嬌，蔡詠聿，蔡錦川，

柯榮華
28,800

8,500
台新銀行無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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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徵信錄
10 1 年 4 月

捐款徵信錄
10 1 年 5 月

輝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鄭少仲，鄭少禎，

周秉毅，周俞汎，周建炎，周庭瑄，周淑惠，

蔡旻君，蔡進賜，蔡學憲，鄭旭媚，鄭君浩，

鄭明昌，鄭美玲，鄭慈儀，盧青源，盧翠菁，

周敬軒，周鄭芳，孟繁佳，屈保誠，岳安台，

鄭坤池，鄭梅花，蕭明偉，蕭啟裕，蕭福欽，

翰鼎會計計帳士事務所，蕭荊珍，蕭智惠，

林小惠，林沛彤，林宛臻，林明磁，林金聲，

賴宜青，賴玟君，賴奕君，賴惠媛，閻允文，

蕭溫雅，蕭銘君，賴永豐，繆慈玲，薛衣珊，

林南芝，林彥良，林思語.林冠言.許宸瑋，

駱瑩，戴靜宜，謝宗燕，謝欣燕，謝桀凱，

薛佩芬，薛黃春蘭，謝玉燕，謝美玲，謝堅，

林家妤，林峻寬，林振同，林晏伃，林珮宇，

謝斐帆，謝禎芳，鍾宇虹，藍美紅，顏朝發，

謝毓濱，謝蕙如.謝孟宸.謝勝治.陳雪娟.

林珠，林國峰，林淑珠，林淑敏，林淩慎，

魏文綺，魏皙，魏銘科，羅志宗，羅翊宸，

謝蕙鍈，鍾守平，鍾芷芸，簡懿杏，

林惠津，林裕卿，林裕淳，林慶源，林慧玲，

羅翊寧，譚玉清，譚宇智，蘇吉志，蘇志超，

顏翌丞，羅元亨.羅利禎

林燈賢.楊秀寬，林麗卿，林瓔瓔，邱安言.

蘇茂盛，蘇曉芬，凃雅琇

900

邱品睿，邱姵綺，姚尚佑，姚國程，姚竣鎧，

450

吳昭輝，林金璋

姚貴林.李麗珠，施仲信，施禹孝，施禹彤，

高橋雅江

800

施婷婷，施銘鏞，洪友蓮，洪少蓁，洪吉真，

400，王永英，朱明宏，吳家慶.曾淑雅.

白純宜，吳蘭香，李佑麟，周雅琪，林梅嬌，

洪培元，洪梓默.洪君妮，洪慧青，

吳貞頤.吳秉軒，李梵榳，林寶珠，施瑞展，

林淇妍，曹瀚權.曹瀚宇，郭佳益，陳瑀婕，

紀柯金鳳，紀庭蓁，紀淑惠，胡芝綾，

紀良育，紀佩汾，紀龍年，張羅秋妹，

謝侑倩，謝新惟

范光煊，革安企業有限公司，倪憨，孫家蓁，

陳永昇，陳宥霖，陳雅姿.陳福榮，黃小貴，

750

孫嘉隆，宮尚言，徐文展，徐筠樺，徐銘澤，

楊育霖，楊阿國，楊淞尹，楊鈞顯，

林廷任，郭俊宗

浩森工業有限公司，翁仁宗，翁淑珍，

裴旭剛.裴向洳，蔡義明.蔡林金足，鄭惠婷，

700

翁儷瑄，袁傳紘，馬郁婷，馬淑惠，高慧娟，

薛慧如，邊育騰

王水山，王怡文，吳志強，李仁智，周大鈞，

高耀村，張文琴，張田豐，張立彥，張志豪，

350

林淑麗，林新智，黃光榮，彰銀無名氏

張承洋，張家漪，張展文，張敏裕，張盛雄，

李孔利，李典融

600

張雅惠，張琬勤，張毓珊，張麗珠，張麗華，

310

士鴻實業有限公司，仲品瑄，仲品叡，

梁美昭，梁潔瑩.梁瑋晴，莊凱茵，許世賢，

王軒鎂

余麗琴，李玉詩，李宗瑋，李相瑄，李敏蓁，

許君琪，許宏南，許育嫺，許明華，許松雲，

300

李陳玉華，周敦筠，林素瀅，林張螺淑，

許英琴，許淑貞，許淑靜，許富娟，許蕙蓉，

王亦萱，王佩穎.王儷穎.王博賢，王雨涵，

袁國忠，高雅萍，莊正水.何莉莉，陳孝先，

連玉娟，郭月娥，郭志明，郭信銘，郭嘉駿，

王俊焜，王姵璇，王淇，王惠瑩，王敬雅，

陳冠州，陳美言，陳韋如，陳雅萍，

陳心格，陳永和，陳玉奇，陳任璿，陳明桂，

王靖淳，王嘉霈，王端勇，史文淵.史冠智.

游謝素英.游正吉，黃一信，黃思維，

陳保穎，陳俊宏.陳彥蓓，陳品穎，陳奕瑞，

許文惠，江禮藻，何育家，吳江河，吳佳蓉，

葉子平，潘冠瑄，潘薇如，蔡宗宏，蔡俊雄，

陳星綸.高秀玲，陳柏志，陳柏誠，陳祉妤，

吳明璋，吳明謙，吳芸姍，吳姿靜，吳祈賢，

蔡聰達，鄭伊婷，蕭元鵬，謝采伶，顏彩霞，

陳英信，陳重郡，陳桃，陳素月，陳素惠，

吳郁萱，吳飛震.吳佳倩.王玉珍，吳許美玉，

魏素玉

陳素蓮，陳淑，陳淑惠，陳意堯，陳裕彰，

吳智家.吳亞霓，吳瑞林，吳榮燦，呂苡溱，

515

陳德旺，陳德星，陳燕誠，陳蕙娟，陳麗文，

李沈鶯月，李宛諭.李旻軒，李承泰，

羅林春霞

章旦隆，章修琪，傅正謙，傅有慈，傅珮文，

李奕翔，李思筠，李盈瑩，李國屏，李淑玲，

500

彭景翔，曾美珠，曾淑媛，游喬富，馮勝毅，

李維杰，沈聖捷，汪慶玟，卓睿鋐，周文政，

大漁畫室，尤登正，日盈國際有限公司，

黃士庭，黃志明，黃佩雲，黃信榕，

林旭麟，林伯鴻，林宏杰，林佩蓉，林芝如，

王吉中，王明珠，王威強，王美懿，王姵淳，

黃品超.黃品瑜，黃偉涵，黃啟宗，黃清花.

林泑蓉，林政佑，林家賢，林祐嫻，林純滿，

王章丞，王碧玉，王錫淵，王麗娜，

洪崧鎂.蘇一泉，黃雪貞，黃揚軒，

林雅珮，林裕平，林筱微，林鈺勳，林碧玲，

王麗燕，王馨，白淑媛，石王含笑，伍明得，

黃曾吟梅，黃棟樑，黃溫梅，黃福華，

林麗珠，林騫慧，邱敬庭，金妍希，

朱立華，朱佩雯，朱彥魁，朱家亨，江素瓊，

黃德文，黃聯洲，黃麗年，楊仲華，

俞俊菁，姜耀勝，柯沛瑜，洪永宗，洪素真，

何瑁鎧，吳坤芳，吳信德，吳秋燕，吳若麟，

楊峻榮.宋秋霞，楊淳米，楊琇惠，楊凱茗，

洪速津.洪靖雯.洪瑋辰，洪靖民，洪鼎傑，

吳茂村.吳采輯，吳梅，吳淑娥，吳淑豊，

楊棱模，楊慧凌，溫文寶，葉奕甫，葉珮瑱，

胡旭麗，范聿瑄，徐翠瑩，徐慧君，留彥琳，

吳貴松.吳林桂，吳進南，吳源隆，吳鴻榮.

葉彩燕.廖珮均.廖珮騏，葉章賢，葉慶洪，

留浚睿，翁瑞竣，翁麗卿，高秀琴，高秀絨，

劉滿穗，呂育芬，呂其穎，呂亭誼，

詹心藍，詹國明，詹遂願，鄒方瑜，

高維妡，涂馨予，張大中，張加添，張立明，

呂家珏 ，均茂收藏有限公司，巫國雄，

鄒方寧，雋昱科技有限公司，廖永量.

張洛嘉，張美鈴，張美瑩，張若凡，張凌姬，

李幼群.李韻柔.葉宥廷，李正助，李利男，

廖悠秀，廖玫慧，廖美雲，趙芸湘，趙麗玲，

張晉瑋，張晏誠，張陳碧雲，張慧雪，

李妮悁，李宗翰，李欣曄，李金鴻，李俊毅，

劉小芬，劉文權，劉秀媛，劉芊忏，

張諒義，張燕燕，張麗華，曹明春，曹美妙，

李秋冬，李美足，李凌漢.賴淑賢.李金佩.

劉麗美.陳錦祥.劉蔡淑女.陳宣志.陳葦芸，

曹祖綦，莊秀玲，許雅燕，連敏惠，郭妙婷，

賴金志.涂彥宇，李屠慧君，李淑惠，

模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潘以成，潘孟良，

郭亮靈，郭英珠，郭韋志，郭筱佳，

李雪霞，李華德，李錦芳，

潘品樺，潘姿妤，瑩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郭適熏 ，陳世杰 ，陳世杰，陳仕憲，

私立博全美語文理短期補習班，卓美珠，

蔣瑟玲，蔣壽元，蔡志雄，蔡沛玟，蔡沛涵，

陳立臻，陳佑庭，陳佑軒，陳妍伶，陳佳伶，

蔡秀琴，蔡函希，蔡宗展，蔡幸言，蔡欣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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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尚彬，陳怡君，陳明裕，陳玟潔，陳芝郁，

林楠桂.林莞雁，林瑞哲，林瑞菊，林義忠，

150

陳芬薇，陳金盈，陳俊仁，陳彥君，陳昭樺，

林詣婧，林資富，林碧玫，林翠娥，林寶蓮，

丁千惠，方政東，朱浩碩，李倢妤，李學儒，

陳星伃，陳盼宏，陳禹安，陳紀君，陳竑宇，

邱力玟，邱巧雲，邱瑞華，邱麗靜，

陳美華，陳淑芬，蔡采吟

陳振松，陳素珠，陳朝保，陳湘楹，陳雅馨，

金瑞興企業有限公司，侯沛玲，姜博仁，

119

陳意昌，陳皚珊，陳曉芬，陳臆仁，曾旭宏，

施鏵傑，柯俊良，段宇珍，洪美如，洪國朕，

林玉娟

曾南海，游素貞，黃士豪，黃名榕，黃安亮，

洪筱妮 ，洪麒濠，胡文泉，胡運琦，

100，王士銘，王如文，王汎熒，王妊允，

黃羽，黃明旋，黃郁玲，黃啟銘，楊月雲，

胡椀茹，孫益和，孫筱晴，徐苑萍，徐憓雲，

王亮子，王思怡，王偉峻.王晨祐，王國華，

楊旭甲，楊佩龍，楊昕蓉，楊喬伊，

財億庭，馬玉英，高若蓁，高健恩，高順發，

王惠芳，王意程，王盟雄，丘靜，田姍姍，

楊晴惠，楊游罔市，楊豐嘉，葉羿驊，

張千敏，張文馨.張文駿，張宏嘉.張義豐，

石宛如，成冠企業有限公司 朱宗益，朱盈，

葉湘渝，詹人傑，詹家泰.蘇怡靜，詹淑裁，

張宗瑞，張芸瑋，張芷榕，張美虹，張郁偉，

江吳勉，江美珍，江健仲，江湘芬，何沛勳，

詹瓊華，嘉芸，廖文慶.廖誠佑.廖恩榆，

張峻齊，張國藩.張博閎，張智翔，張慧貞，

何品毅，余雅涓，吳佳芳，吳宣衡，吳玲芳，

廖雪琇，廖惠美，廖詩怡，廖憶華，廖麗玉，

張瓊月，曹芸禎，梁淑華，莊承勳，莊詠懿，

吳秋月，吳傳宗，吳豐鎰，呂志誠，呂冠誼，

劉文霖，劉宗霈，劉欣怡，劉昱成.劉立彬.

莊進靈，許字宏，許秋子，許婷，許萸晶，

呂晉頡，呂珮慈，宋芝瑜，李文連，李玉霞，

劉立婕，劉昱潔，劉容珊，劉勝次，劉雅君，

許傳瑋，連士瑋，連家財，連靖，郭怡玲，

李宜儒，李宜勳.馮鑑昌，李林彩玉，

劉憶蓁，劉璟琪，劉錦慧，歐陽雅鈴，

郭雨新，郭彥廷，陳水蓮，陳玉菁，陳妍希，

李珮筠，李從慧，李嘉玲，李銀河，李慧芬，

潘文玉，蔡享享，蔡幸芝，蔡建富，蔡適謙，

陳沛綺，陳秀娟，陳佳琪，陳佳靜，陳怡仁，

李瓊珍，李麗霞，辛文孝，辛明容，周春桃，

衛竹娟，鄧汝康，賴雲憓，駱嘉鴻，謝式淵，

陳明琴，陳玟邑，陳冠斌，陳冠霖，陳建富，

周勵輝，孟采穎，林秀玟，林育如，林佳蓉，

謝依廷，謝植安，鍾梅芳，鍾翊瑄，顏泓暉，

陳映廷，陳柔安，陳美美，陳若宸，陳振東，

林俊銘，林冠吉，林奕夆，林彥儒，林施實，

顏崇儀，羅玟慈，羅碧華，羅韻華，嚴林末，

陳真菁，陳素瓊，陳張志真，陳雅惠.

林飛宇，林振義，林富彥，林睿承，邱旭弘，

嚴淑惠，蘇季紅，蘇昱君

吳庭凱.吳沛容，陳黃清香，陳慈妮，

邱芳妤，邱奕函，邱弈禎，邱啟軒，邱靖心，

250，王博鈞，李文光，李宜軒，李宜霖，

陳毓峰，陳慧娟，陳慧潔，陳慧儒，陳燕慧，

邱曉薇，邱鎮國，侯孟辰，柯家程，洪于婷，

李雅文，汪誠.方素梅，陳正斌，湯佳樺，

陳靜賢.林修弘.林晉甫，陳麗華，陳麗蓉，

洪子淵，洪育德，洪國偉，洪煜欽，紀雅玲，

黃宣淵，黃凱莉，楊陳鳳英，劉太綢，

陳綉雲，陸志遠，章琇淨，曾子瑀，曾群翔，

胡志強，胡毓苓，范庭瑄，唐彗鈞，徐慧渝，

劉碧涵，鄭睿彬，盧芊卉 ，蘇珊珊

曾聖倫，游淑貞，游曉君，游賴綿，湯又澄，

高秋銘，崔光榮.張秋容，張平岳，張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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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承澤，無名氏，黃月霞，黃玉珠，黃佳莉，

張岱萍.張龔梅枝，張明珠，張家琪，

林伯軒

黃怡璇，黃桂蘭，黃彩雲，黃淑燕，黃博志，

張偉棋，張晴芬，張雯珈，張雯琇，張雯瑜，

200，方仁駿，方威仁，毛仁甫，王仁妤，

黃博政，黃朝煌，黃貴圓，黃越，黃楷茵，

張嘉琪，梁文莉，梁文騰，梁秀惠，梁詩敏，

王正廉，王志伸，王昭文，王玲玲，王美玲，

黃椿屏，黃鈺朋，黃鈺程，黃憲智，

莊承錦，許勻瀞，許文勝，許台叡，許正雄，

王姵淯，王惟政，王啟印，王勝暉，王順玄，

黃駱朋.于晶，黃麗惠，黃曦緹，黃蘭心，

許家綸，許書璇，郭宗仁，陳卉姍，陳秀秝，

仝汶婷，仝哲宇，任學忞，全家福，朱晉德，

楊文斌，楊杰恩，楊珩嘉，楊惠媛，楊朝安，

陳怡如，陳怡佳，陳亭安，陳奕如，陳思齊，

朱進財，江林碧桃，江芮瑜，江茂聰，

楊硯淳，楊舒涵，楊靜雄，楊曜年.楊曜聲，

陳柏憲，陳葦菱，陳儀瑄，陳蕙芳，陳麗華，

江惠容，江襼芸，余偉誌，余紫瀅，吳乙萱，

楊謨，楊麗君，葉千慧，葉小瑩，葉宥葵，

陳寶年，陳鐸文，陶惠婷，傅台生，彭禹喬，

吳乙寬，吳月李，吳王秋微，吳玉惠，

廖思婷，廖韋晴，廖貫鈞，管國棟，

彭湘澐，彭聖喬，彭錦祥，曾煒翔，程文芝，

吳守逸，吳志鴻，吳李軍，吳亞璇，吳佳嬛，

趙彥淵.趙凰君，趙昱凱.吳慧鈴，趙淑英，

黃宥叡，黃宥薰，黃昱仁，黃洪清月，

吳叔靜，吳尚儒，吳東霖，吳昱廷，吳玲雅，

劉小翠，劉光清，劉妤蓁，劉昌憲，劉東元，

黃凱莉，黃筱鈞，楊仁榮，楊光耀，楊志仁，

吳英花，吳貞瑩，吳悅慈，吳振賢，吳露瓊，

劉金，劉姿吟，劉宥均，劉建麟，潘憲隆，

楊李肉桂，楊淑惠，葉志偉.王美燕，

呂佩恩，呂姿瑩，李秀苙，李佳珍，李佳倚，

潘麗惠，蔣尚廷，蔡和錦，蔡宜芬，蔡明妤，

葉昭吟，董坤典，廖俊超.李美菊，管曉娟，

李佳樺，李佩穎，李孟哲，李孟璘，李念徽，

蔡振村，蔡涵伃，蔡竣宏，蔡夢吉，

劉心瑋，劉宇軒，劉宇婕，劉妍蘭，劉育成，

李芮恩，李垣漢，李建德，李美蓉，李惠瑤，

鄭明通，鄭玫容，鄭峻中，鄭凱謙，

劉佩真，潘家裔，潘家豪，潘輝政，蔣春玫，

李華嚴，李黃麗淑，李蘇介，沈鈺軒，

鄭銨慶，鄧秋原，蕭淑芬，蕭暐霖，

蔡秀媛，蔡宜君，蔡淑玲，蔡淑貞，鄭弘，

阮品樺，阮榮敏，卓知諭，季杰，

賴金盛.賴林阿詩，錢鳳生，應永聖，

鄭志翔，鄭春金，鄭晴芸，鄧孝潔，盧怡如，

昇仁文理補習班高中部，

謝明光.陳秀靜，謝明成，

盧郭依妹，蕭繼廷，戴宏碩，戴美裕，

昇仁文理補習班-黃珮瑄，

謝明豊(萬芳汽車材料有限公司)，謝清忠，

謝明川，簡春永，簡郁恩，簡淑芬，簡惠玲，

昇立文理補習班立昇數學 陳冠奎，林子翔，

謝陳麗，謝雅雯，謝蕎伊，謝麗美，鍾宇麟，

闕心茹，顏妘夙，顏品涵，羅仕鎮，

林子雲，林玉青，林沛囷，林秀芬，林亞辰，

簡吳美珠，顏中秋，魏滿祝，龐永聖，

羅瑋翔.羅健銘，蘇玉雲，蘇旭民，蘇叔君，

林享蓁，林芬蘭，林金淑，林俞汎，林昱呈，

羅麗如，邊陸軒，蘇毅絲

蘇瓊華，龔敦卿

林柳臻，林倩如，林修雅，林家吟，林晏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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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林桂煌，林茲榮，林國鼎，林淑富，林紫崴，

劉國州

林千孌，黃淑惠，蔡玄真，鄭淑勻，龔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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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徵信錄
101 年 3 月

捐款徵信錄
101 年 4 月
100,000
台北市私立再興小學暨幼稚園
50,000
韓風整形外科診所
40,000
柯榮華
30,000
李昇璋
20,000
王美蓮，羅秀月
15,000
洪吳盈華
13,000
翁祖賢
12,666
恆久彩色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10,000
徐浩棟，詹進益，劉炳炎，蔡玉芳
6,200
湯政嫻
6,000
王鐘森燕，陳月玲
5,900
鼓山國小愛心會
5,100
台新銀行無名氏
5,000
吳萍建，李祁叡，李祖智，邱文光，
泰新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素卿，
曹夢蘭，許富強，劉旻忠，蘇惠慈，饒鴻麟
4,000
方瓊瑤，王高慶，陳玉花，黃虎風
3,700
丘英元
3,600
陳沂靖
3,500
王佳源
3,000
台鹽慈愛社，吳氏，吳宛霖，吳順發，
李阿香，李淑娟，林敏雄.藍阿文，林焱輝，
邱美玲，柯秋梅，洪聿聰，胡桂昆，凌蘊蓉，
孫千雯，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高惠芃.
高紀安.盧羽芳.高子斌，陳美娟，陳添財，
順德木業有限公司，黃堯均，楊夢瀛，
聖文堂印舖，劉素珍，黎冠宏，
興美壓克力行，謝仁桂，謝春猛，謝淑姶
2,600
陳石仙觀.陳裕憲
2,500
三寶弟子眾等，王姵婷，李沅罡，林威助，
彥派服飾公司，徐蔚泓，陳怡如，趙瑞
2,400

彭玉枚，曾霖炳
2,010
彰銀網路無名氏
2,000
尤凱立，王光明，王見元.賴姿曄.王暄銘.
王紹睿，王進富，王蔡來春，王寶雲，
石淑華，全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牟顯川，
吳季謙，吳采蓮，呂鶯莉，李銘芝，
杜家豪.杜奎樂.林陳系，汪俊良，周純玲，
奇磊股份有限公司，易季良，林，姜雍漳，
恆暘貿易有限公司，柯思如，洪友蓮，
洪有福，皇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范姜親美，
張仲豪，張志銘，張建忠，張智強，
張懷德.洪美玲，張麗玲，曹子庸，郭巧玲，
郭繼儀，陳炳川，陳素勤，陳梅芳，陳淑貞，
陳新華，傅玉寶，曾子庭，曾敬哲，游大緯，
華南產物新竹分公司理賠課，賀維中，
黃子芳，黃姿穎，黃暐翔，楊娟娟，楊國偉，
葉仲姮，鼎正有限公司，廖祥富，廖濬毅，
趙映涵，蓮花宮觀世音菩蕯基金會，蔡忻潔，
鄭木欽，盧敏雄，賴佑瑜.賴佑嘉，鍾仁義
1,990
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800
王培諭，陳良智
1,700
劉珈儀
1,500
王清祥.葉秀媛.王姿穎，李夜開.曾資雅，
李明騏，林玉津，張王雪玉.張文銘.張素卿.
張坤修.張峻瑋，戚珮珊，許庭豪.許晉豪.
許文豪，郭鳳鳴，陳月卿，陳瑞文，無名氏
1,300
侯秀鳳
1,200
袁國忠，張哲睿，蔡秋萍
1,100
劉晏均
1,000
丁鵬仁，三重慈鳳宮，小丑魚的店，孔元生，
方國禎，方皖君，王玉燕，王志平，王育程，
王宗太，王宗寶，王美慧，王恭新，
王陳阿滿，王惠茹，王湘，王矞皇，王榮興，
王鳳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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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洋光，
江宜哲，江隆輝，何怡萱，何金英，吳再來，
吳圭酌，吳杏顏，吳宜謙，吳智輝，吳雅惠，
呂承豐，呂奕昕，呂學尚，宋麗珠，巫翠花，
李小姐，李玉琥，李芓樺.胡梅蘭，李佩珊，
李孟儒，李怡安，李明峰，李金城，李彥坤，
李彥鋒，李秋萍，李美玲，李美慧，李素琴，
李屠慧君，李淑芬，李淑真，李雪紅，
李蕙如，李墻，杜素禎，

捐款徵信錄
101 年 5 月

亞太國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佳姿蓓麗國際美容有限公司，卓興盛，
周倩如，周鳳雪，岳池有限公司，易定華，
林大誠，林子硯，林文伃，林正道，林永德，
林志龍，林沐柔，林育安，林周淑清，
林亭妤，林信義，林春美，林禹岑，林家毓，
林高賢，林淑敏，林勝輝，林湘峰.林湘傑.
林相慶，林毓宸.林昱霖，林緒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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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偉賢，邱清松，侯星良，姚玉英，姚俊安，
封秋南，洪坤和，洪砞汶，胡佳楠，
郃嘉烘培坊，凌君緣，唐瑞梅，孫淑萍，
孫嘉晨，峻誼不銹鋼工程有限公司，徐文展，
徐承欣，徐振中.徐振誠，徐凱威，徐瑞子，
振久鋼鐵有限公司，殷匡佐，馬碧桃，
高立翰，張方溶，張永學，張秀華，張武雄，
張建雄，張美惠，張香妹，張家瑋，張庭禎，
張珮綺，張詩展，祥鼎興業有限公司，
莊明山.張惠瑜.莊曜華.莊婕希，許文欽，
許志明，許美鈴，連金芬，郭淑珠，
郭連惠蘭，郭進財，陳乃華，陳世文，
陳正弘，陳佑鑫，陳志明，陳秀敏，陳秀蘭，
陳良明.陳林秀娥，陳旺志，陳松李，
陳欣玫，陳亮宏，陳施淑貴，陳星宇，
陳昱儒，陳柔云，陳美玲，陳美潔，
陳晉慧，陳素月，陳高發，陳國瑞，陳淑美，
陳惠珠，陳景霖，陳智雯，陳新啟，陳萱，
陳嘉珮.陳嘉真.陳忠瑋，陳鍾山，傅明慈，
彭彥慈.彭乾育，彭秋鴻，曾妙鈴，曾怡禎，
曾美女，游如蓮，湯淺愛心會，賀楷晴，
賀楷鈞，陽琍婷，黃思涵，黃思群，黃美娥，
黃美華，黃素珍，黃菊枝，黃瑞卿，黃聖修，
黃榮宗，黃薰鋒.黃子瑜.黃子珉.張永輝.
黃李素娥，新竹市中央獅子會 吳芳錫，
楊佳燕，楊明理，楊淑華，楊景櫻，萬彩玲，
葉建良，葉敏雅，葉陳幸，葉雲田，葉蕙靜，
葉靜惠，詹奇哲.詹偲妤.林芷淇，詹烱仁.
詹鈞宇，賈智安，雷佳珍，雷佳慶，隗渼蓁，
廖祥富，廖燈科，趙麗蓮，劉白江.莊玉娥，
劉志信.劉丁熒.劉彥廷.劉人瑋，劉育羽，
劉信義，劉幽蘭，劉素真，劉慶三，劉臻玲，
劉寶有，歐明珠，潘慧君，蔡文玲，蔡何寶，
蔡淑莊，蔡詠聿，蔡錦川，
輝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鄭少仲，鄭少禎，
鄭志偉，鄭明昌，鄭俊仁，鄭美玲，盧翠菁，
蕭荊珍，蕭銘君，蕭燕桃，謝玉燕，謝美玲，
謝堅，謝傳進.劉素珠.謝易儒.謝政哲，
謝蕙如.謝孟宸.謝勝治.陳雪娟.謝蕙鍈，
鍾芷芸，簡媱敏，簡懿杏，羅翊宸，羅翊寧，
蘇沄溱，蘇佩君，蘇宥慈，蘇素樺，
蘇鄭英瑩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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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蘭香
900
劉秋萍
823
吳玉蘭
800
白純宜，吳蘭香，李佑麟，周雅琪，林淇妍，
曹瀚權.曹瀚宇，郭佳益，陳水蓮，陳玫君，
陳瑀婕，趙毓彥.楊凱婷.趙軒霈.趙軒樂，
謝新惟，龔姚綺
750
郭俊宗
739
凃孝樸
720
吳昭蓉
700
王水山，王怡文，吳志強，周大鈞，劉惠玫，
賴蕙專
660
李彥勳
650
許宇萱
600
士鴻實業有限公司，仲品瑄，仲品叡，
李盈禛，李相瑄，林佩琪，林張螺淑，
袁國忠，高雅萍，張國藩.張博閎，陳孝先，
陳芊卉.陳芊凱，陳冠州，陳美言，陳郁佳，
陳韋如，游謝素英.游正吉，黃一信，
黃士豪，黃思維，楊琍婷，劉少民.徐素芳，
蔡俊雄，蔡聰達，鄭伊婷，謝采伶
515
羅林春霞
500
方修光，日盈國際有限公司，王吉中，
王明珠，王威強，王姵淳，王章丞，王新忠，
王碧惠，王學慶，王錫淵，王麗燕，王馨，
古文慧，田震凱，白淑媛，石王含笑，
伍明得，朱立華，朱佩雯，朱彥魁，朱家亨，
江素瓊，江鴻智，何瑁鎧，吳坤芳，吳泳澐，
吳金有.張 佑維，吳信德，吳囿瑩，吳秋燕，
吳若麟，吳梅，吳淑豊，吳貴松.吳林桂，
吳進南，吳鴻榮.劉滿穗，吳麗雲，呂育芬，
呂其穎，呂亭誼，呂鳴源，巫國雄，
李世仁.謝明君.李家豪，李幼群.李韻柔.
葉宥廷，李正助，李有佳，李秀美，李依儒，
李妮悁，李宗翰，李金鴻，李俊毅，李品嫻，
李建邦，李秋冬，李美足，李凌漢.賴淑賢.
李金佩.賴金志.涂彥宇，李淑惠，李賀安，
李錦芳，李麗鳳，沈昭宏，
私立博全美語文理短期補習班，周怡君，
周秉毅，周俞汎，周建炎，周庭瑄，周鄭芳，
孟繁佳，尚秉孝，屈保誠，岳安台，易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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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中文理補習班-主任辦公室，林宇晨，
林宏謀，林沛彤，林佳宜，林宜潔，林宛臻，
林明磁，林金聲，林南芝，林彥志.林彥岑，
林思語.林冠言.許宸瑋，林峻寬，林晏伃，
林珠，林國峰，林梅嬌，林淑珠，林淑華.
吳濬廷.吳家寬.吳玉婷.吳建憑，林淩慎，
林惠津，林雅卿，林裕卿，林筱微，林睿福，
林燈賢.楊秀寬，林麗卿，林麗蘭，邱安言.
邱品睿，邱秀美，邱展宸，姜細禎，姚尚佑，
姚國程，姚竣鎧，施仲信，施禹孝，施禹彤，
施銘鏞，柯宇珊，洪少蓁，洪玉梅，洪吉真，
洪培元，洪梓默.洪君妮，洪清騰.項蕎茹.
洪育和.洪淳建，洪登偉，洪慧青，
紀柯金鳳，紀庭蓁，紀淑惠，胡芝綾，
范光煊，范蘭文，革安企業有限公司，
孫嘉隆，宮尚言，徐于惠，徐清隆，徐銘澤，
浩森工業有限公司，翁仁宗，翁淑珍，
翁陳玉霞，翁儷瑄，馬郁婷，馬淑惠，
馬富華，高雋晏，高慧娟，高耀村，
康嘉玲.邱毓雯，張文琴，張立彥，張承洋，
張美質，張倩文，張家玟，張家漪，
張家齊.張家瑞，張展文，張泰誠.張晉誠，
張素梅，張敏裕，張盛雄，張惠雯，張雅惠，
張雅筑.張家齊，張雯貞，張琬勤，張群浩，
張麗珠，張麗華，梁淑華，梁潔瑩.梁瑋晴，
莊佩忻，莊凱茵，許世賢，許君琪，許育嫺，
許明華，許松雲，許秋香，許英琴，許淑貞，
許淑靜，許筑筌，許雅婷.許晏彰，許蕙蓉，
郭志明，郭信銘，郭啟沐，郭嘉駿，陳玉珠，
陳任璿，陳志村 ，陳志華.高秀玲，陳育真，
陳孟志，陳明達，陳保穎，陳冠廷，陳品妤，
陳品穎，陳奕瑞，陳昱安，陳昱蓁，陳柏佑，
陳柏志，陳柏誠，陳祉妤，陳美霜，陳英信，
陳桃，陳素惠，陳素蓮，陳淑，陳淑惠，
陳淑慧，陳貫志，陳資瑋，陳遠東，陳銘淵，
陳德旺，陳燕誠，陳蕙娟，陳麗文，陳堃章，
章修琪，傅正謙，傅有慈，傅珮文，彭守謙，
彭怡鈞，曾阿琳，曾施月琅，曾美珠，
曾淑媛，游喬富，馮勝毅，黃士庭，
黃文妍，黃志明，黃佩雲，黃炎輝，
黃品超.黃品瑜，黃奕鈞，黃威智，黃偉涵，
黃清花.洪崧鎂.蘇一泉，黃雪貞，黃揚軒，
黃曾吟梅，黃棟樑，黃雅惠，黃雯雀，
黃溫梅，黃瑞月，黃裕惠，黃福華，黃德文，
黃蔡碧秋，黃議德，楊函潔，楊冠廷，
楊淳米，楊凱茗，楊慧凌，楊麗鈴，溫文寶，
葉奕甫，葉珮瑱，葉彩燕.廖珮均.廖珮騏，
詹心藍，詹國明，詹遂願，鄒方瑜，鄒方寧，
雋昱科技有限公司，廖玫慧，趙玉正，
趙芸湘，趙啟棟，劉小芬，劉秀媛，劉芊忏，
劉昌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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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壽元，
蔡志雄，蔡沛玟，蔡沛涵，蔡秀琴，蔡函希，

蔡幸言，蔡亭玉，蔡閎恩，蔡學憲，鄭旭媚，
鄭君浩，鄭浩偉，鄭梅花，鄭新霓，盧秉豐，
盧星全，蕭啟裕，蕭福欽，賴宜青，賴玟君，
賴奕君，駱嘉鴻，駱瑩，謝沛芸，謝宗燕，
謝欣燕，謝禎芳，鍾宇虹，藍美紅，顏朝發，
魏振宇.陳秋惠，魏皙，譚宇智，蘇志超，
蘇曉芬，凃雅琇
479
無名氏
450
李瑋宸，李鎮福，潘品樺
445
張娟敏
400
石志恆，吳家慶.曾淑雅.吳貞頤.吳秉軒，
李梵榳，昇中文理補習班-Wendy，
昇中文理補習班-方心妤，
昇中文理補習班-林珮茹，
昇中文理補習班-高靖雅，
昇中文理補習班-張菀筑，
昇中文理補習班-陳冠奎，
昇中文理補習班-黃珮瑄，
昇中文理補習班-聖立數學，
昇中文理補習班-廖宜俊，
昇中文理補習班-鍾文國文，
昇中文理補習班-羅雅文，
昇中文理補習班-羅瑜，
昇中文理補習班-蘇冠銘，施瑞展，紀良育，
紀佩汾，紀龍年，張逸夫，張羅秋妹，
許維仁，陳旻晴，陳雅姿.陳福榮，章琇淨，
曾傳明，劉碧珠，蔡義明.蔡林金足，
薛慧如
300
王亦萱，王佩穎.王儷穎.王博賢，王雨涵，
王昱慈，王富傑，王惠瑩，王嘉霈，王端勇，
王毅力，王櫻娟，史文淵.史冠智.許文惠，
江玖運，江茂聰，何育家，吳江河，吳佳蓉，
吳明璋，吳明謙，吳芸姍，吳祈賢，
吳飛震.吳佳倩.王玉珍，呂苡溱，李玉詩，
李沈鶯月，李宛諭.李旻軒，李承泰，
李奕翔，李盈瑩，李國屏，李華嚴，李維杰，
汪子鴻.汪威任，卓睿鋐，周信華，周衡宇，
周嚴良.周洪月花.周天瑋，林旭麟，林伯鴻，
林芝如，林泑蓉，林亭郡，林宣妙，
林思鳳.黃瑞南，林政鴻，林家賢，林祐嫻，
林素瀅，林湛悅，林雅珮，林筠微，林裕平，
林麗珠，邱蓓芬，金妍希，俞俊菁，姜耀勝，
施素青，柯沛瑜，洪姍芸，洪采彤，洪靖民，
洪鼎欽，胡旭麗，范聿瑄，夏建國，徐翠瑩，
徐慧君，留彥琳，留浚睿，翁麗卿，高秀琴，
高秀絨，高惠君，涂馨予，張文偉，張加添，
張永杰 ，張立明，張宏嘉.張義豐，張志新，
張沛綸，張洛嘉，張美鈴，張美瑩，張凌姬，

張晉瑋，張晉嘉，張晏誠，張陳粉，
張陳碧雲，張慧雪，張諒義，張麗華，
曹明春，曹芸禎，曹美妙，曹祖綦，莊秀玲，
許雅燕，連敏惠，郭妙婷，郭韋志，郭筱佳，
郭適熏 ，陳佑庭，陳佑軒，陳佳伶，
陳尚林，陳尚彬，陳怡君，陳怡晴，陳明裕，
陳玫君，陳芝郁，陳芬薇，陳金盈，陳俊仁，
陳宥霖，陳彥君，陳彥孜，陳紀君，陳竑宇，
陳素珠，陳朝保，陳湘楹，陳舜美，陳雅馨，
陳意昌，陳皚珊，陳緗蓉，陳曉芬，陳臆仁，
曾旭宏，曾南海，曾相翰，曾陳月嬌，
游素貞，黃安亮，黃羽，黃明旋，黃郁玲，
黃郁琁，黃啟銘，黃楀靖，黃鈺程，楊元欽，
楊月雲，楊旭甲，楊佩龍，楊昕蓉，楊金泉，
楊喬伊，楊彭寶珠，楊晴惠，楊游罔市，
楊豐嘉，葉麗華，詹人傑，詹家泰.蘇怡靜，
詹瓊華，廖文慶.郭亭蘭.廖誠佑.廖恩榆，
廖家玉，廖惠美，廖麗玉，裴旭剛.裴向洳，
趙芷吟，劉仲禮，劉宗霈，劉昱成.劉立彬.
劉立婕，劉昱潔，劉容珊，劉雅君，劉憶蓁，
劉璟琪，歐陽雅鈴，潘文玉，蔡享享，
蔡幸芝，蔡建富，蔡適謙，衛竹娟，鄧汝康，
賴侑祥.賴政國.賴孟奇，賴雲憓，謝依廷，
鍾梅芳，鍾翊瑄，顏玉真，顏泓暉，羅玟慈，
羅貴春，羅韻華，蘇季紅，蘇昱君，
蘇珮瑜.蘇韋禎，龔敦卿
293
林伯軒
250
李文光，李宜軒，李宜霖，李雅文，林瀰澔，
陳正斌，湯佳樺，黃宣淵，黃凱莉，
楊陳鳳英，劉太綢，劉碧涵，鄭睿彬
210
邱麗珍
200，方威仁，毛仁甫，王仁妤，王正廉，
王永川，王永英，王志伸，王秀文，王怡文，
王昭文，王玲玲，王美玲，王美慧，王家葳，
王啟印，王貴虹，王順玄，石麗卿，仝汶婷，
仝哲宇，朱明宏，朱建華，朱晉德，朱進財，
江林碧桃，江芮瑜，江惠容，江雲波，
江襼芸，何東澤，何華美，余建良，余偉誌，
余紫瀅，吳乙萱，吳乙寬，吳玉惠，吳守逸，
吳志鴻，吳李軍，吳叔靜，吳季珍，吳東霖，
吳玲雅，吳貞瑩，吳悅慈，吳振賢，吳淑如，
呂佩恩，李天助，李文連，李佳珍，李佳樺，
李佩穎，李念徽，李欣宜，李芮恩，李垣漢，
李宣慧，李 建德，李美蓉，李范招，李格生，
李敏蓁，李淑華，李淑華，李陳玉華，
沈鈺軒，汪品品，阮榮敏，卓知諭，孟采穎，
昇中文理補曶班-楊証富，
昇中文理補習班-立文社會，
昇中文理補習班-立明物理，
昇中文理補習班-交通組，

昇中文理補習班-安親課輔，
昇中文理補習班-江兆彥，
昇中文理補習班-佳昇數學，
昇中文理補習班-冠昇自然，
昇中文理補習班-陳立自然，
昇中文理補習班-詠昇社會，
昇中文理補習班-楊証富，
昇中文理補習班-鍾昇化學，林子翔，
林子雲，林玉青，林沛囷，林秀芬，林亞辰，
林享蓁，林昕儀，林俞汎，林施實，林昱呈，
林倩如，林修雅，林家吟，林家妤，林晏資，
林桂煌，林國鼎，林紫崴，林煥宗，林瑞哲，
林瑞菊，林義忠，林詣婧，林資富，林碧玫，
林碧珠，林翠娥，林瓊芳，林寶珠，林寶蓮，
邱力玟，邱巧雲，邱瑞華，邱麗靜，
金瑞興企業有限公司，侯沛玲，侯孟辰，
姜博仁，姜銀蘭，施鏵傑，柯俊良，段宇珍，
洪美如，洪筱妮 ，洪麒濠，胡文，胡文泉，
胡石賢，胡李秀，胡紹緯，胡運琦，胡馨云，
胡椀茹，孫益君，徐苑萍，徐淑惠，徐銘鍚，
財億庭，馬玉英，高若蓁，高啟峰，張千敏，
張永利，張宗瑞，張芸瑋，張芷榕，張厚仁，
張美虹，張郁偉，張智翔，張慧貞，梁淑華，
莊詠懿，莊進靈，許字宏，許婷，許萸晶，
許傳瑋，郭彥廷，陳永昇，陳玉菁，陳秀妙，
陳秀娟，陳玟邑，陳俞璇，陳威廷，陳建富，
陳映廷，陳柔安，陳柏元，陳美美，陳致豪，
陳若宸，陳振東，陳泰蓉，陳浩軒.陳詩婷.
洪淑如.陳志郎.陳浩瑋，陳真菁，陳凰珠，
陳淑卿，陳雅惠.吳庭凱.吳沛容，陳慈妮，
陳毓峰，陳瑞基，陳儀霖，陳慧娟，陳慧潔，
陳慧儒，陳震東，陳燕慧，陳靜賢.林修弘.
林晉甫，陳麗華，陸志遠，單華瑾，曾子瑀，
曾群翔，曾聖倫，游曉君，湯又澄，湯承澤，
黃小貴，黃月霞，黃玉燕，黃百在，黃怡璇，
黃彩雲，黃清霞.黃晶皓，黃博志，黃博政，
黃貴圓，黃楷茵，黃鈺朋，黃憲智，黃麗珠，
黃麗惠，黃曦緹，楊育霖，楊阿國，楊淞尹 ，
楊惠媛，楊朝安，楊硯淳，楊鈞顯，楊謨，
葉千慧，葉小瑩，廖子文，廖韋晴，廖偉丞，
廖貫鈞，管挺鈞，管國棟，趙彥淵.趙凰君，
劉小翠，劉廷威，劉東元，劉姿吟，劉宥均，
劉美麗，劉靚，潘冠東，蔣尚廷，蔡志宏，
蔡和錦，蔡宜芬，蔡明妤，蔡振村，蔡淑貞，
蔡涵伃，蔡竣宏，蔡夢吉，鄭明通，鄭玫容，
鄭凱勻.鄭裕民，鄭惠婷，鄭銨慶，鄧秋原，
蕭暐霖，賴淑文，謝明成，謝清忠，謝陳麗，
謝蕎伊，謝麗美，鍾宇麟，簡吳美珠，
闕阿文.闕麗君，顏震文，魏滿祝，羅培菁，
羅緯.陳雪芬，羅麗如，蘇怡寧，蘇毅絲
188
劉國州
150

丁千惠，方政東，陳美華，陳淑芬，蔡采吟
119
林玉娟
110
林筱亭.袁國翔，陳吟欣
100
王妊允，王亮子，王軒鎂，王偉峻.王晨祐，
王國華，王意程，王盟雄，丘靜，古哲聖，田
姍姍，石宛如，朱盈，江吳勉，江美珍，何沛
勳，何品毅，吳佳芳，吳佳穎.吳泉忠.
吳佳玲.吳柏翰.徐嘉徽，吳奇勳，吳宣衡
吳秋月，吳豐鎰，呂志誠，呂冠誼，呂晉頡，
呂珮慈，宋芝瑜，李文寶，李永康，李依穎，
李宜儒，李宜勳.馮鑑昌，李春梅，李研慧，
李祐年，李淑媛，李嘉玲，李麗霞，辛文孝，
辛明容，周劻輝，周春桃，
昇中文理補習班-講義輔導組，
昇仁文理補習班高中部，林志卿，林秀玟，
林俊銘，林冠吉，林彥廷，林彥儒，林韋君，
林飛宇，林振義，林富彥，林睿承，邱奕函，
邱弈禎，邱崧源全家福，邱靖心，邱曉薇，
故林子仲，柯家程，洪于婷，洪子淵，
洪煜欽，紀姿伶，紀雅玲，胡志強，范庭瑄，
唐彗鈞，孫偉文，孫欽煌，徐慧渝，馬佩苓，
張平岳，張光明，張岱萍.張龔梅枝
張明珠，張家琪，張偉棋，張晴芬，張雯珈，
張雯琇，張雯惠，張雯瑜，張嘉琪，梁文騰，
梁秀惠，梁詩敏，莊承錦，許勻瀞，許文勝，
許台叡，許家綸，許書璇，許景維，許灝杕，
郭作蘭，郭宗仁，陳子祥，陳卉姍，陳佳埼，
陳怡如，陳怡佳，陳亭安，陳思齊，陳柏憲，
陳郁潔，陳韋翰，陳葦菱，陳儀瑄，陳蕙芳，
陳鵬智，陳鐸文，陶惠婷，傅台生，彭禹喬，
彭 湘澐，彭聖喬，黃宥叡，黃宥薰，黃昱仁，
黃洪清月，黃郁文，黃淑娟，黃淑燕，
黃凱莉，黃雅鈴，楊光耀，楊志仁，楊書閔，
葉昭吟，葉彩緞，董坤典，詹慧英，管曉娟，
劉心瑋，劉宇軒，劉宇婕，劉育成，劉佩真，
劉紘言，潘家裔，潘家豪，潘輝政，蔣春玫，
蔡秀媛，蔡宜玲，蔡淑玲，鄭弘，鄭春金，
鄭凱謙，鄭晴芸，鄭雅云，盧郭依妹，
蕭淑芬，蕭繼廷，戴美裕，謝佩諠，謝宜恩，
謝明豊，謝秉宸，簡春永，簡郁恩，簡淑芬，
簡惠玲，闕心茹，顏妘夙，顏品涵，
羅瑋翔.羅健銘，蘇旭民，蘇叔君，蘇瓊華
50
李昆泰，李明宏，李家賢，林毅華，黃淑惠，
誠意正心，潘惠珊，鄭淑勻，龔鈺程

沸 騰 的 心．燃 燒 的 愛 45

捐款徵信錄
101 年 4 月

捐款徵信錄
101 年 5 月
50,000
台北市長江獅子會
40,000
柯榮華
30,000
黃芊
27,532
凃碧河.劉蓤瑮.徐日妹
20,000
劉涼慶，羅秀月
15,000
李葉金針，潘淑玲
14,050
台新銀行無名氏
10,000
胡德如
8,000
沈秀容.沈萬達.陳秋菊.沈里合.沈新容.沈毓
6,000
林瑞麒，陳月玲
5,000
何美雲，呂國濱，林素英，
泰新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素卿，
張萍高，許富強，陳禹臻，無名氏，蘇惠慈
4,700
莊惠娟
4,000
李淑霞，陳玉花，楊邱玉葉
3,925
觀音共修念佛會朝九華山第一車人員
3,500
王佳源
3,300
觀音共修念佛會朝九華山第二車人員
3,000
合泰豐有限公司，李阿香，李淑娟，
林敏雄.藍阿文，邱美玲，邱健庭，
金弘軒有限公司，凌蘊蓉，
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高惠芃.高紀安.
盧羽芳.高子斌，莊葉碧梅，許仁壽，許里，
陳美娟，順德木業有限公司，黃月裡，
詹詠霖，廖國志，劉祐豪，蔡淑玲，
興美壓克力行，謝淑姶，蘇文楷，龔美霓
2,600
陳石仙觀.陳裕憲
2,515
無名氏
2,500
徐蔚泓，趙瑞
2,400
陳英琴，劉耕豪
2,020
施克忠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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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晴菁，王子慧，王見元.賴姿曄.王暄銘.
王紹睿，王寶雲，石淑華，
全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吳秀雲，吳季謙，
吳定嘉，吳明坤，吳明澤，呂宛庭，李銘芝，
奇磊股份有限公司，邱國桐，姜雍漳，
姚建鈴，恆暘貿易有限公司，柯思如，
徐國雄.王瑞華，張吳米，張稜英，張麗玲，
曹子庸，梁賽芳，祥鼎興業有限公司，
許幸仙，許芝綾.江素娥，郭巧玲，郭繼儀，
陳立寧，陳政宏.陳彥之，陳柔穎.陳翰，
陳炳川，陳淑貞，傅玉寶，曾子庭，賀維中，
黃鳳嬌，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楊永輝.
蔡素月，楊娟娟，楊國偉，葉仲姮，
鼎正有限公司，廖祥富，劉柏翰，劉美華，
劉張絨，劉淵銘，劉福生，潘添茂，蔡忻潔，
鄭木欽，盧建霖，盧敏雄，鍾仁義，鍾佳蓉，
韓彥萍
1,800
陳上民
1,500
李明騏，林玉津，張添貴，戚珮珊，
許庭豪.許晉豪.許文豪，陳毓容，陳瑞文，誠
品站前.誠品捷運.星巴克站前店，
誠品敦南店，賴中庸
1,300
王姵婷，侯秀鳳
1,200
仲品瑄，仲品叡，孟令華，林加茂，范秀景，
郭志群.郭志帆.郭秋婷.施竣傑，陳尚彬，
善心人氏
1,100
鄒玉春，劉晏均
1,000
丁俊宏，丁鵬仁，人生愛心會，三重慈鳳宮，
小丑魚的店，孔元生，方皖君，王玉燕，
王光明，王志平，王育程，王宗太，王宗寶，
王美慧，王恭新，王陳阿滿，王惠茹，王湘，
王琳，王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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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惠苓，
江宜哲，江隆輝，何怡萱，何金英，
余朝武.莊吉.余裕隆，冷國緯，吳再來，
吳圭酌，吳杏顏，吳林足金，吳為德，
吳智輝，吳萍建，呂承豐，呂奕昕，呂學尚，
宋明潔，巫翠花，李玉琥，李芓樺.胡梅蘭，
李孟儒，李怡安，李承宗，李明峰，李金城，
李彥坤，李彥鋒，李美玲，李祖塵，李淑真，
李雪紅，李瑋庭，李翡綾，李鳳瑛，李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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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育霆，
周威逸，周政宇，岩青燕，岳池有限公司，
易定華，林子渝，林子硯，林文伶，林文佳，
林文伃，林正道，林永德，林志龍，林育安，

林育美，林周淑清，林亭妤，林信義，
林冠伶，林禹岑，林娟姬，林家毓，林清通，
林鳳天.林何阿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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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偉賢，邱清松，
邱雪華，侯星良，南崁國小三年四班，
姜宗成，姜添福，姜皓文，姚玉英，姚尚佑，
姚俊安，姚國程，封秋南，施淑沁，柯宜姍，
柳慧宜，洪坤和，洪素芬，洪麗桂，洪砞汶，
胡瑾瑜，范莉萍，唐瑞梅，孫益君，孫淑萍，
峻誼不銹鋼工程有限公司，徐振中.徐振誠，
殷匡佐，高立翰，高溱和，康庭愷，張文玲，
張方溶，張仲豪，張忠勝，張美惠，張娟敏，
張泰誠.張晉誠，張珮綺，張素靜，張淑娟，
張琇雯，張瑞紅，張詩展，曹哲寧，莊淑麗，
莊新科，許仁豪，許文欽，許志明，
許林金喜，許家綺，許雅婷，許瑜軒，
連金芬，郭淑珠，郭連惠蘭，郭進財，
陳文正，陳文翊，陳文龍，陳世文，
陳正弘，陳秀玉，陳秀敏，陳良明.
陳林秀娥，陳松李，陳金治，陳亮宏，
陳冠蓉 ，陳奕筑，陳施淑貴，陳柔云，
陳美潔，陳晉慧，陳高發，陳梅芳，陳淑美，
陳淑滿，陳惠珠，陳景霖，陳智雯，陳碧足，
傅明慈，傅蘭妮，彭彥慈.彭乾育，彭秋鴻，
曾妙鈴，曾怡禎，曾美女，游碧蓮，
湯淺愛心會，賀楷晴，賀楷鈞，黃芳姿，
黃思涵，黃思群，黃美華，黃振銘，黃素珍，
黃啟宗，黃榮宗，黃德旺，
新竹市中央獅子會-吳芳錫，楊明理，
楊家蕙，楊淑華，楊景櫻，葉建良，葉敏雅，
葉陳幸，葉雲田，葉靜惠，誠品生活辦公室，
誠品松德辦公室，誠品信義店，詹奇哲.
詹偲妤.林芷淇，詹烱仁.詹鈞宇，賈智安，
雷佳珍，雷佳慶，廖桂眠，廖祥富，廖燈科，
趙振誌，劉白江.莊玉娥，劉志信.劉丁熒.
劉彥廷.劉人瑋，劉信義，劉幽蘭，劉秋娟，
劉素真，劉臻玲，劉寶有，潘慧君，蔡文玲，
蔡何寶，蔡英嬌，蔡淑莊，蔡朝金，蔡詠聿，
蔡錦川，輝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鄭少仲，
鄭少禎，鄭明昌，鄭美玲，盧翠菁，蕭荊珍，
蕭琇容，蕭智惠，蕭銘君，蕭燕桃，
賴王桂，賴宣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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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芸，簡雪芳，簡懿杏，蘇志畬，
蘇沄溱，蘇彩鳳，
鑫尚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999
謝宗凱
900
黃保月
800
白純宜，吳蘭香，李佑麟，周敦筠，周雅琪，
林淇妍，林富榮.林香君.林朝儀.李玉劉宣均

劉品蘴 ，郭佳益，陳瑀婕，謝新惟
750
郭俊宗
700
王水山，王怡文，吳志強，周大鈞，陳良智，
陳素珠
660
李彥勳
600
士鴻實業有限公司，余麗琴，林張螺淑，
袁國忠，高雅萍，張祐銘.張祐誠.張祐瑋，
莊正水.何莉莉，陳孝先，陳芊卉.陳芊凱，
陳冠州，陳美言，陳韋如，游謝素英.
游正吉，黃一信，黃士豪，黃思維，
劉少民.徐素芳，歐陽雯，蔡宗宏，蔡俊雄，
蔡聰達，鄭伊婷，駱嘉鴻，謝采伶，顏彩霞，
羅貴春，蘇品瑗
520
蕭燿煋
515
羅林春霞
500
大邑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日盈國際有限公司，王吉中，王明珠，
王威強，王美玉，王姵淳，王章丞，王學慶，
王錫淵，王麗燕，王馨，白淑媛，石王含笑，
石志恆，石麗卿，伍明得，朱立華，朱余銘，
朱佩雯，朱彥魁，朱家亨，江素瓊，江智瓊，
何瑁鎧，吳存裕，吳坤芳，吳囿瑩，吳玲瑢，
吳秋燕，吳若麟，吳純宜，吳梅，吳淑娥，
吳淑豊，吳貴松.吳林桂，吳進南，吳毓美，
吳鴻榮.劉滿穗，呂育芬，呂亭誼，宋辰觀 ，
巫國雄，李幼群.李韻柔.葉宥廷，李正助，
李妮悁，李宗翰，李金鴻，李俊毅，李品嫻，
李秋冬，李美足，李英偉，李凌漢.賴淑賢.
李金佩.賴金志.涂彥宇，李哲宇，李淑惠，
李賀安，李雲光，李源諺，李錦芳，沈昭宏，
私立博全美語文理短期補習班，卓慧萍，
周育帆，周秉毅，周俞汎，周建炎，周庭瑄，
周益暉，周毓華，周鄭芳，孟孰珍，孟憲鎧，
孟繁佳，尚秉孝，屈保誠，岳安台，林小惠，
林文珍，林宇晨，林志敏，林志謙，林沛彤，
林佳昀，林宗翰，林宛臻，林明磁，林金聲，
林南村，林南芝，林思語.林冠言.許宸瑋，
林峻寬，林晏伃，林珠，林國峰，林梅嬌，
林淑珠，林淑敏，林淑敏，林淩慎，
林惠津，林雅芬，林雅卿，林裕卿，林翠淑，
林燈賢.楊秀寬，林麗卿，邱安言.邱品睿，
金玉娜，金家聰，姚竣鎧，姚貴林.李麗珠，
施仲信，施宜利，施禹孝，施禹彤，施婷婷，
施銘鏞，洪少蓁，洪吉真，洪培元，
洪梓默.洪君妮，洪慧青，紀柯金鳳，
紀庭蓁，紀淑惠，胡芝綾，
革安企業有限公司，孫嘉隆，徐于惠，

徐文展，徐銘澤，浩森工業有限公司，
翁仁宗，翁淑珍，翁陳玉霞，翁新飛，
翁儷瑄，馬郁婷，馬淑惠，馬富華，高耀村，
張文琴，張立彥，張阮頭，張承洋，張春，
張珈瑉，張家漪，張展文，張敏裕，張盛雄，
張雅惠，張琬勤，張瑋庭，張麗珠，張麗華，
曹瀚權.曹瀚宇，梁美昭，梁潔瑩.梁瑋晴，
莊凱茵，許世賢，許宇萱，許君琪，許育嫺，
許明華，許松雲，許英琴，許軒慈，許基磬，
許淑貞，許淑靜，許雅婷.許晏彰，許蕙蓉，
郭丹癸，郭志明，郭信銘，郭嘉駿，陳世峰，
陳仕憲，陳正賞，陳石民，陳任璿，陳佑民，
陳志華.陳柏安，陳怡如，陳明達，陳明輝，
陳保穎，陳俊宏.陳彥蓓，陳俊彥，陳品穎，
陳奕瑞，陳柏志，陳柏誠，陳祉妤，陳美惠，
陳英信，陳桃，陳素月，陳素惠，陳素雯，
陳素蓮，陳烜明，陳國瑞，陳淑，陳淑惠，
陳章女，陳榮德.陳奕達.黃淑女.陳奕廷.
陳奕良，陳銘淵，陳德田，陳德旺，陳慶和，
陳慧真，陳燕誠，陳蕙娟，陳 懷超，陳麗文，
陸富達，章修琪，傅正謙，傅有慈，傅珮文，
彭守謙，彭怡鈞，彭茂凱，曾文勇，曾阿琳，
曾美珠，曾淑媛，曾傳明，游如蓮，游淨雅，
游喬富，程彥閔，馮勝毅，黃士庭，黃志明，
黃佩雲，黃治中，黃信榕，黃品超.黃品瑜，
黃偉涵，黃清花.洪崧鎂.蘇一泉，黃雪貞，
黃曾吟梅，黃棟樑，黃雯雀，黃溫梅，
黃瑞初，黃達雄，黃福華，黃德文，黃瑾瑜，
黃蔡碧秋，黃麗洋，黃馨儀，
微風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楊淳米，楊凱茗，
楊博勝，楊竣傑，楊慧凌，楊曉倩，溫文寶，
葉奕甫，葉珮瑱，葉彩燕.廖珮均.廖珮騏，
詹心藍，詹國明，詹遂願，鄒方瑜，鄒方寧，
雋昱科技有限公司，廖世仁.廖世卿.陳雪玉，
廖玫慧，趙玉正，趙芸湘，劉小芬，劉正宗，
劉秀媛，劉芊忏，劉東興，劉麗美.陳錦祥.
劉蔡淑女.陳宣志.陳葦芸，劉蘇蘭英，
模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潘品樺，潘姿妤，
瑩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蔣瑟玲，蔣壽元，
蔡志雄，蔡沛玟，蔡沛涵，蔡秀琴，蔡函希，
蔡幸言，蔡亭玉，蔡閎恩，蔡學憲，蔡麗秀，
諸羿瑄，鄭乃健.鄭乃華，鄭乃赫，鄭人瑋，
鄭旭媚，鄭君浩，鄭淑華，鄭翰聰，蕭啟裕，
蕭福欽，賴宜青，賴玟君，賴奕君，
賴楊靜江，駱瑩，戴靜宜，謝宗燕，謝明豊，
謝欣燕，謝梁美貞，謝禎芳，鍾仲文，
鍾宇虹，藍美紅，顏朝發，魏振宇.陳秋惠，
魏素玉，魏勝芳，魏皙，譚宇智，蘇志超，
蘇素樺，蘇曉芬，凃雅琇，宫尚言
498
蔡湘凌
450
廖崇智
400，任學忞，吳家慶.曾淑雅.吳貞頤.

吳秉軒，李梵榳，林易德，林柳臻，林淑富，
施瑞展，紀良育，紀佩汾，紀龍年，張千敏，
張羅秋妹，連士瑋，連家財，連靖，郭怡玲，
陳宇陞，陳志力，陳怡仁，陳映如，陳雅亭，
陳雅姿.陳福榮，陳黃清香，陳麗蓉，
楊淑年，蔡義明.蔡林金足，薛慧如
305
張新舟
300
王亦萱，王佩穎.王儷穎.王博賢，王雨涵，
王俊焜，王培諭，王惠瑩，王貴宏，王嘉霈，
王端勇，王毅力，史文淵.史冠智.許文惠，
江茂聰，江健仲，江湘芬，江禮藻，
何育家，余奇安，余雅涓，利富松，吳江河，
吳佳蓉，吳明璋，吳明謙，吳芸姍，吳祈賢，
吳飛震.吳佳倩.王玉珍，吳榮俊，吳麗秀，
呂苡溱，呂家珏 ，呂銘輝，李玉詩，
李沈鶯月，李承泰，李奕翔，李思筠，
李盈瑩，李盈禛，李國屏，李華嚴，李維杰，
李瓊珍，沈佑同，卓睿鋐，林旭麟，林伯鴻，
林芝如，林泑蓉，林家賢，林祐嫻，林素瀅，
林雅珮，林麗珠，邱敬庭，金妍希，俞俊菁，
姜耀勝，施鈺珣，柯沛瑜，洪文戰.洪莞婷.
洪詩閔，洪若庭，洪國朕，洪靖民，胡旭麗，
范聿瑄，凌璿珽.凌敏雪，徐翠瑩，徐慧君，
留彥琳，留浚睿，翁瑞竣，翁麗卿，馬嘉駿，
高秀琴，高秀絨，高惠君，涂馨予，張加添，
張永杰，張立明，張志新，張洛嘉，張美鈴，
張美瑩，張凌姬，張晏誠，張陳粉，
張陳碧雲，張慧雪，張諒義，張瓊月，
張麗華，曹明春，曹美妙，曹祖綦，莊秀玲，
許志銓，許雅燕，連敏惠，郭韋志，郭筱佳，
郭適熏 ，陳世杰，陳佑庭，陳佑軒，
陳妍伶，陳妍希，陳佳伶，陳怡君，陳明琴，
陳明裕，陳玟潔，陳玫君，陳芝郁，陳金盈，
陳俊仁，陳彥君，陳星伃，陳紀君，陳竑宇，
陳素珠，陳淑麗，陳朝保，陳湘楹，
陳雅馨，陳意昌，陳皚珊，陳緗蓉，陳曉芬，
陳臆仁，曾旭宏，曾南海，游素貞，馮馨慧，
黃正坤.鄭秀桂.黃心玫，黃羽，黃明旋，
黃郁玲，黃韋辰，黃啟銘，黃紹欽.黃慧玟.
黃慧翎，黃鈺程，黃靜柯.楊哲珠.蔡明越，
楊元欽，楊月雲，楊旭甲，楊佩龍，楊昕蓉，
楊金泉，楊琍婷，楊喬伊，楊晴惠，
楊游罔市，楊豐嘉，葉振彰，董毓薇，
董壽軒，詹人傑，詹家泰.蘇怡靜，詹淑裁，
詹瓊華，廖文慶.郭亭蘭.廖誠佑.廖恩榆，
廖崇智，廖翊坊.廖韋綸，廖惠美，廖憶華，
廖麗玉，裴旭剛.裴向洳，劉文霖，劉杜樣，
劉宗霈，劉欣怡，劉昱成.劉立彬.劉立婕，
劉昱潔，劉容珊，劉創平，劉勝次，劉雅君，
劉憶蓁，劉璟琪，歐志祐，歐志鴻，
歐陽雅鈴，潘文玉，潘坤源，潘冠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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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薇如，蔡享享，蔡幸芝，蔡建富，蔡適謙，
衛竹娟，鄧汝康，賴雲憓，謝依廷，鍾梅芳，
鍾翊瑄，顏玉真，顏泓暉，羅玟慈，羅翊辰，
羅碧華，羅韻華，蘇季紅，蘇昱君，釋宗道
250
李宜軒，李宜霖，李雅文，林文欽，
林黃美齡，施智仁，施智迪，湯佳樺，
黃宣淵，黃凱莉，楊陳鳳英，劉太綢，
劉碧涵，鄭睿彬，220，陳品諭，陳思樺，
陳春燕
211
彰銀無名氏
200
方威仁，毛仁甫，王士銘，王仁妤，王正廉，
王永英，王如文，王汎熒，王志伸，王怡文，
王思怡，王昭文，王玲玲，王美玲，
王美英 ，王姵雯，王啟印，王貴虹，
王順玄，亓觀蓉，仝汶婷，仝哲宇，朱明宏，
朱晉德，朱進財，江林碧桃，江芮瑜，
江惠容，江雲波，江襼芸，何華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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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芳琳，吳玲雅，吳英花，吳貞瑩，吳悅慈，
吳振賢，吳淑如，吳翠玲，呂佩恩，呂姿瑩，
李文光，李文連，李佳珍，李佳樺，李佩穎，
李念徽，李林彩玉，李芮恩，李垣漢，
李美英，李美蓉，李從慧，李敏蓁，
李陳玉華，李黃麗淑，李銀河，沈鈺軒，
阮榮敏，周士捷，周永惠，周良多，周宛蓁，
周品君，周家宇，周惠容，周錫呈，
昇中文理補習班-講義輔導組，
昇仁補習班-立明物理，林永昇，林玉青，
林沛囷，林秀芬，林育如，林亞辰，林享蓁，
林佩蓉，林孟薇，林俞汎，林奕夆，林爰均，
林倩如，林修雅，林家吟，林晏資，林素琴，
林茲榮，林國鼎，林紫崴，林煥宗，林瑞哲，
林義忠，林詣婧，林資富，林碧玫，林翠娥，
林靜珮，林寶珠，林寶蓮，邱力玟，邱巧雲，
邱吳滿，邱俊維，邱則忠，邱建霖，
邱貞瑛，邱姵綺，邱創標，邱琪驊，邱瑞華，
邱麗靜，金瑞興企業有限公司，阿寶，
侯沛玲，姜博仁，施奕廷，施舜鈜，施鏵傑，
柯俊良，段宇珍，段宏勳，洪美如，洪素真，
洪敏創，洪淑雲，洪筱妮 ，洪麗敏，
胡文泉，胡椀茹，孫偉文，孫筱晴，徐苑萍，
徐銘鍚，栗永安，財億庭，馬淑惠，
高文智，高秋媚，高若蓁，高振章，康玲凰，
張文馨.張文駿，張玉燕，張宏嘉.張義豐，
張宗瑞，張芸瑋，張芷榕，張洧銓，張郁偉，
張國藩.張博閎，張智翔，張雅晴，張慧貞，
梁玉芳，梁淑華，莊詠懿，莊進靈，莊雅然，
許世琛，許正雄，許字宏，許秋子，許婷，
許萸晶，許傳瑋，許靜怡，郭彥廷，陳永昇，
陳玉菁，陳伯侑，陳吳雪麗，陳宏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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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妙，陳秀娟，陳秀雲，陳京楷，陳佳靜，
陳明志，陳玟邑，陳冠霖，陳宥霖，陳建富，
陳彥蓁，陳映廷，陳若宸，陳家章，陳振東，
陳泰蓉，陳凰珠，陳惠貞，陳揚昊，陳揚旻，
陳揚昱，陳隆盛，陳雅惠.吳庭凱.吳沛容，
陳慈妮，陳毓峰，陳慧娟，陳慧潔，陳慧儒，
陳慧儒，陳震東，陳燕春，陳燕慧，陳翰寬，
陳靜賢.林修弘.林晉甫，陳麗華，陳寶年，
單華瑾，曾子瑀，曾汶樺，曾群翔，曾聖倫，
湯又澄，湯承澤，程文芝，黃小貴，黃文玲，
黃月霞，黃秀鑾，黃怡璇，黃彩雲，
黃清霞.黃晶皓，黃博志，黃博政，黃貴圓，
黃雅慧，黃琡雯，黃楷茵，黃椿屏，黃筱鈞，
黃鈺朋，黃憲智，黃駱朋.于晶，黃聯秋，
黃麗惠，黃曦緹，楊以岑，楊育霖，楊松展，
楊阿國，楊奕稜，楊淞尹，楊惠媛，楊朝安，
楊渝亭，楊硯淳，楊翔因，楊鈞顯，楊謨，
溫于嫺，瑞興海洋股份有限公司，葉千慧，
葉小瑩，葉奕辰，鄒雅惠，廖子文，廖貫鈞，
管國棟，趙彥淵.趙凰君，趙淑英，趙新永，
劉二溶，劉小翠，劉廷威，劉佳雯，劉東元，
劉欣嘉，劉奕君，劉姿吟，劉宥均，劉秋敏，
劉美珠，劉若祺，劉陳美秀，劉碧珠，
潘修濟，蔣尚廷，蔡佳憲，蔡和錦，蔡宜芬，
蔡明妤，蔡振村，蔡偉烈，蔡清雲，蔡淑貞，
蔡涵伃，蔡陳紗，蔡竣宏，蔡紫玲，蔡睿承，
鄭丞希，鄭明通，鄭玫容，鄭峻中，鄭凱鴻，
鄭惠婷，鄭銨慶，鄭亘圻，鄧秋原，蕭暐霖，
錢鳳生，儲芊禾，謝育青，謝幸容，謝明成，
謝耕維，謝清忠，謝陳麗，謝雅雯，謝綺瑋，
謝蕎伊，謝麗美，鍾宇麟，鍾呈慈，
簡吳美珠，顏中秋，魏滿祝，羅麗如，
蘇秋月，霹靂印刷網路科技
188
劉國州
175
世界精測股份有限公司
150
丁千惠，方政東，吳承恩，陳美華，陳淑芬
133
聚財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20
林亞蒨
119
林玉娟
115
鍾性禪
110
余興國，張德仁，盧尉鈞
100
王中胤，王宇涵，王妊允，王秀華.蔡育玲.
蔡緒瀠，王沚勻，王亮子，王宥傑，王秋珍，
王軒鎂，王偉峻.王晨祐，王國華，王翊丞，
王意程，王瑞文，王瑞霞，王盟雄，王靖婷，

王嘉秀，丘靜，田姍姍，石宛如，朱盈，
江吳勉，江美珍，何沛勳，何品毅，吳亞璇，
吳佳芳，吳尚儒，吳宣衡，吳秋月，吳敦宏，
吳瑞美，吳聰敏，吳豐鎰，呂志誠，呂晉頡，
呂珮慈，宋芝瑜，李允斌，李文寶，李宇杰，
李宇翔，李宜儒，李宜勳.馮鑑昌，李招熹，
李珮筠，李嘉玲，李麗霞，辛文孝，辛明容，
周仁三，周劻輝，周信行，周春桃，周科宏，
周科翰，孟采穎，林子薰，林秀玟，林保添，
林保福，林俊銘，林冠吉，林品甄，林建成，
林韋君，林飛宇，林振義，林國安，林淑麗，
林陳秀琴，林睿承，林慧芳，林慧珠，
邱奕函，邱筠玲，邱靖心，邱曉薇，柯家程，
洪于婷，洪子淵，洪煜欽，紀雅玲，胡志強，
范庭瑄，唐彗鈞，徐慧渝，祝健華，張平岳，
張光明，張佑全，張岱萍.張龔梅枝，
張明珠，張家琪，張偉棋，張啟貞，張淑君，
張晴芬，張雯珈，張雯琇，張雯華，張雯瑜，
張嘉琪，曹志宇，曹定榆，曹詩婕，梁秀惠，
梁詩敏，莊承錦，許勻瀞，許文勝，許台叡，
許君竹，許哲嘉，許家綸，許書璇，許偉意，
許舒涵，許灝杕，郭宗仁，陳文蔚，陳卉姍，
陳秀君，陳怡如，陳怡佳，陳怡芬，陳旻琪，
陳亭安，陳思齊，陳柏憲，陳柏霖，陳葦菱，
陳儀瑄，陳蕙芳，陳麗華，陳鐸文，陶惠婷，
傅台生，彭禹喬，彭素紋，彭湘澐，彭聖喬，
曾晏洲，項凱婷，項凱翔，黃宥叡，黃宥薰，
黃昱仁，黃洪清月，黃淑能，黃淑燕，
黃凱莉，楊之萱，楊光耀，楊志仁，楊汶堯，
楊長沛，楊春月，楊淑英，楊淑雅.陳瑞木，
楊彭寶珠，楊翔賀，葉昭吟，董坤典，
廖思婷，廖思婷.廖偉丞，廖偉丞，廖偉傑，
熊斐慧，管曉娟，劉心瑋，劉宇軒，劉宇婕，
劉妍蘭，劉育成，劉佩真，劉昇明，潘佩儀，
潘家裔，潘家豪，潘群元，潘輝政，蔣春玫，
蔡宜璇，蔡彩霞，蔡淑玲，蔡雷鵬，蔡震偉，
鄭弘，鄭明勝，鄭春金，鄭晴芸，鄭靖田，
盧郭依妹，蕭繼廷，戴玉珠，戴美裕，
謝呈青，謝睿展，鍾立德，簡春永，簡郁恩，
簡淑芬，簡惠玲，闕心茹，顏妘夙，顏品涵，
羅仕鎮，羅瑋翔.羅健銘，蘇旭民，蘇叔君，
蘇瓊華
50
李昆泰，李明宏，李家賢，林毅華，張詠婕，
陳叔梅，黃淑惠，鄭曼甯，鄭淑勻，龔鈺程，
30
陳叔慧
8
陳竹芳
5
陳嬑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