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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2011年，不論國際上或是在台灣國內，似乎是不太平靜的一年。

　　日本311大地震帶走了許多人寶貴的生命，也讓倖存者留下了永遠的傷痛。歐洲

各國相繼發生的金融債務危機，除了對當地許多人民的生計與生活帶來不小衝擊外，

也影響了全世界的經濟。而在國內，塑化劑風暴不僅讓國人聞”塑”色變，也重傷了

台灣MIT的形象。繼2010年藝人Selina燒傷之後，齊秦、郭子乾等藝人也陸續發生燒燙

傷意外。台中ALA夜店的大火，更奪走了九條寶貴的性命。宜蘭軍備局204廠的大爆

炸事件，也造成了八人的嚴重燒傷傷亡人數。這些過去一年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真的

讓人傷心難過，微笑不出來！

　　在兒童燒燙傷事件上，各地因打翻熱湯、坐學步車打翻熱水瓶或其他原因而遭受

燙傷的幼童意外事件也發生不少。這些燒燙傷意外，除了引起國人對燒燙傷意外事故

的重視外，也著實讓我們捏了好幾把冷汗。基金會的宣導工作重點，是該思考「燙傷

是可以預防的」這個過去曾極力宣導的主題，是否應該再次大力地重新向社會大眾宣

導，再度加強民眾對燒燙傷的預防觀念。

　　每個燒燙傷事件的發生，對傷者及家長來說都是一個痛心、心痛的記憶。每個被

火紋身的孩子成長故事的背後，都帶著許多艱辛與淚水。因此，燒燙傷的預防觀念是

相當重要的。唯有避免燒燙傷事故的發生，才能避免及減少因燒燙傷而來的傷痛回憶

及醫療成本。

　　回首過往，一路陪著這些被火紋身的孩子們走過的歲月，突然驚覺，看見他們天

真無邪的笑容，竟也成為基金會所有同仁辛苦工作上最實質有效的支持和鼓勵。2012

年初，兒童燙傷基金會要進行一個大眾運輸工具的文宣廣告刊登，在構思廣告稿件內

容之際，翻閱了近些年孩子們參加夏令營的相片。一張二個被火紋身的女孩開心微笑

的合照影像，頓時抓住了我的目光，”成為他們微笑的幫助”這個文宣稿主題應運而

生。

　　我們再次誠摯地請託，請您繼續給我們支持與贊助，讓我們能持續

推動協助燒燙傷兒童的傷後心理重建工作，邀請您一起成為他們微笑

的幫助，讓他們的微笑持續燦爛！

成為他們微笑的幫助

董事長

(余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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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小朋友我們的兒童版手冊

已經改版嚕！

各位小朋友我們的兒童版手冊

已經改版嚕！

感溫貼紙

感 溫 前

讓小朋友透過親
子遊戲方式來認
識危險物品

感 溫 後

不要靠近我 不要靠近我

眼明手快

用鮮明的圖說讓小朋友更了解危險品 讓小朋友學習與燙傷兒童做朋友

認識燙燙小惡魔

當圖片顯示　 不要靠近我時表示
溫度超過40度，請小心！

記憶翻翻看

透過遊戲讓小朋友
更認識沖脫泡蓋送
的步驟

燙傷步驟一

沖沖沖沖

燙燙小魔鬼

我想和你做朋友

錯誤的燙傷急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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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傷了，痛痛

怎
麼
辦
？

燙傷了，痛痛

怎
麼
辦
？

手 冊

燙傷了，
痛

痛
怎

麼
辦

？

燙傷了，
痛

痛
怎

麼
辦

？

手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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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 膏

醬 糊

沙拉油

醬 油

錯誤燙傷急救方法錯誤燙傷急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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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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咪帶著
皮皮去公園
玩溜滑梯

1 2

遇上了穿著彈性衣
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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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咪，
那個小朋友
怎麼了？

4

他很勇敢喔，
你要不要和他做

朋友?

好!

你好，
我是皮皮，

我想和你做朋友，
請問你

叫什麼名字？

5

你好，我是
波波，很高興

認識你！

皮皮和波波
一起快樂的玩耍

6 波波
真是個勇敢的

乖小孩！

朋朋友
友

朋朋友
友

朋朋友
友

做做做做

　　所有被燙燙小魔鬼燒燙傷的小朋友都很勇敢喔！他們身

上穿的彈性壓力衣非常非常的悶熱不舒服，而且不管春、夏

、秋、冬都要穿好幾個月。所以，當我們看見燒燙傷的小朋

友時，我們要張開雙手歡迎他們，以接納與關懷的心和他們

做朋友喔！

做做

32 33

硫、鹽 酸

鞭 炮鞭 炮

熱 湯

電 熨 斗

洗澡熱水

插 座

熱 水 瓶熱 飲

認 識 　 　  小 魔 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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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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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要 靠 近
 我

機車排氣管機車排氣管

硫、鹽 酸

熱 飲 熱 水 瓶

插 座

洗澡熱水

電 熨 斗

熱 湯

熱 湯電子鍋

烤 箱

瓦 斯 爐

嗨 ！ 小 朋 友 ！

我 是 小 天 使 ， 聽 我

的 話 ， 我 就 會 保 護

你 不 被 燙 燙 小 魔 鬼

燙 傷 喔 ！

小天使告訴你的話，一定要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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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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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不要玩爸爸的打火機、火柴

6.不要玩鞭炮或點燃蠟燭

7.不要碰爸爸的機車排氣管

8.不要觸摸電源開關、插座

小朋友！記住這些話，你也可以成為小天使。從現在起，

你要保護弟弟妹妹，不要讓小魔鬼燙傷他們哦！

02 03

將32張牌洗淨平均發給玩家，遊

戲由猜拳贏的人先開始。

贏的人將任一張牌放在中間，其

餘玩家需觀察手中紙牌的圖案，

如果與桌上的牌有任一個相同的

圖案，玩家要以最快的速度出牌

優先壓在桌上的牌上。以此類推

，玩家手中的牌全都出盡者為優

勝！。

遊戲玩法一： 遊戲玩法二：

將32張紙牌洗淨分成12和20張牌

，20張牌分別攤開放在桌上。

莊家隨意抽取手中12張牌的其中

一張，並喊裡面任一圖案（例如

番茄）。其他玩家要快速尋找桌

上20張紙牌中有該圖案的紙牌（

找到有番茄的牌），莊家確認圖

案無誤後，玩家即持有該牌，以

此類推。當莊家把手上12張牌喊

完時，就結算所有玩家手上紙牌

的張數，最多張牌者優勝！

此遊戲牌類請從P21-P28取下

（適玩人數2～4人）

09

把書上P13、P15的牌子撕下，混在一起。在桌面上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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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回去。如有多人玩此遊戲便可依猜拳決定先翻牌得先

後順序，接下來就考驗同學們的記憶力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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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方法：

記憶記憶記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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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燙網站更新囉
想更了解兒燙基金會嗎？

兒燙基金會新版網站已經在民國100年9月1日正式上線囉！

進入“認識兒燙”的“工作報告”，可以知道這年我們走過的點點滴滴，

“財務徵信”的部分，讓您更清楚愛心捐款如何被運用。

“夏令營專區”是提供給燙傷兒童們彼此交流的空間，當中的“線上報

名”、“活動花絮”及“活動紀實”，須經本會身分認證，是專屬於兒燙夏

令營參加夥伴的祕密花園喔。

我們很需要您的愛心支持與幫助，您可到“愛心捐款”專區，將您的愛心化

成行動。

別忘了大家相約，加入“兒燙之友”與我們更親密互動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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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老高，他們說你走了，

我不相信。你很忙，東奔西

走，我知道，你只是去很遠

的地方。也許一時見不到你，

但當我們需要你一起行動的時

候，你會在場的。

　　不要忘記，今年九月在泰

國曼谷有第八屆亞太燒傷會議

（APBC），明年九月在英國愛

丁堡有第十六屆世界燒傷會議（ISBI）。我們是不是像往常一樣，結合兒燙基金會

及台灣燒傷學會的力量，一起去參加。發表論文，張貼海報，讓世界各國都知道台

灣在燒燙傷醫護、復健、營養、社工關懷、基金會作為等等方面的表現。替台灣出

聲，幫燒傷病患吶喊，這次你不會缺席吧！

　　想當年你幫忙催生的中華民國燒傷學會，現在已快20歲了。也改名叫台灣燒傷

暨傷口照護學會，擴大範疇。但不管如何改，你仍然處處呵護著這個團體，而且還

運用各種資源，包括兒燙的影響力來滋潤它。有外賓來訪，你會大方熱情地招呼。

記得有次世界燒傷學會許多巨頭前來參加兒燙年會及燒傷學會，中餐時Heimbach說

他想喝啤酒，你就找我一同跑去超商買，提上提下地招待他們。熱情就是你的特色

之一，學會與兒燙是少不了這樣的人的。

　　當然你不會忘記，我們當年在香港參加第二屆亞太燒傷會議時，你一方面對外

幫忙造勢拉票，對內給予鼓勵承諾。終於幫忙我們爭取到2000年第三屆亞太燒傷會

等待你回來

長庚醫院整形外科教授 楊瑞永

(記於2011年5月，高信鄧前董事長辭世追思文)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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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在台灣舉辦。大會圓滿成功，提升了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像這樣每次參加國際

會議，有你在就不必擔心。旅途中你會招呼大家，注意全體的安全。會議中你會為台

灣的權益據理直爭，並且跟國際要角稱兄道弟。記得嗎；在韓國首爾的第五屆（2005

年）亞太燒傷會議，一天會後晚上主辦單位邀我們及日本的Aikawa（相川直樹）教

授，還有美國友人一起喝酒聯誼，你的高談闊論贏了不少的點頭稱是，這麼率真的個

性也是你的特色之一，非常有助於我們結交國際友人，融入國際社會。

　　不曉得你什麼時候回來，會不會去巴西看你姐姐？還記得在2006年我們一起參加

巴西Fortaleza的第13屆世界燒傷會議（圖一）。會後你招待我們去你姐姐家，你探望

她，還指出那邊幽雅秀麗的環境給我們看。你那麼重親情，也許這次你會在那邊多待

幾天吧？

　　不久前，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一起參加2010年第15屆世界燒傷會議（圖二）。你的

言談風生，愛台護友，又為台灣、燒傷學會及兒燙加分不少。這些團體的活動，還會

持續下去。我們仍需要你的加持，相信不久之後，我們又會整裝待發，你會回到我們

身邊的。

　　熱情率真的老高，我們等待你回來！

台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第二屆理事長

長庚醫院整形外科教授

楊瑞永敬筆

2011.5.15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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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第8屆APBC會議之心得分享

　　很榮幸，能參加這次在泰國舉辦

的第八屆亞太燒燙傷會議，由於是國

際性的會議，我看到了許多國家不同

人種的專家齊聚一堂，為了共同的課

題：燒燙傷以及慢性傷口照護，提出

了最新的研究，臨床治療經驗，最適

當的治療模式。由於國情，文化，經

濟實力的不同，對於相似疾病的治療

卻有不同觀念以及作法，當然癒後也

不盡相同。這次大會的主題是A journey for better care 可以感受到大家對於燒燙傷以

及傷口照護的熱情投入，從最先進的燒燙傷基礎研究，臨床試驗，以及各國治療經

驗，重大事件的分享等。還包括疤痕的照顧，敷料的進展，營養及糖尿病足的教育及

預防，相信對大家都有相當程度的啟發，對於未來的臨床工作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當然，也趁此機會來一趟新奇的曼谷之旅，包括了飽覽昭波耶河的風光

外，也遊覽了大皇宮，包括特色建築，佛教的藝術裝飾，人文風情，更對曼

谷 的 交 通 有 非 常 深 刻 的 印 象 ， 雖 然 擁 塞 但 大 家 都 很 有 耐 心 的 等 待 著 ， 聽 不

到 一 點 喇 叭 聲 ， 非 常 認 命 的 等 待 ， 也 許 與 他 們 樂 天 知 命 的 宗 教 哲 學 有 關 。  

　　遺憾的是，才回來幾個星期就聽

聞泰國大水造成極大的損傷，不僅三

分之一以上的國土泡在水裡，曼谷也

遭受洪水的肆虐，即使是大皇宮也無

法倖免，真心期望這場百年洪荒可以

早日結束。 

成大醫院　外科部 何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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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屆亞太燒傷會議
泰國曼谷心得報告

　　此次參加由泰國主辦的第8屆亞太燒傷會議是於9月11日至9月14日於曼谷舉辦的，

我們9月11日從高雄起飛並於飛機上用餐，下午3點到達曼谷，於下午4點到達會場辦

理報到之後，在會場參加開幕式，由泰國的軍方大臣來開幕，因此可知軍方在泰國政

府的重要性，開幕式之後便到一樓看大會提供的晚宴表演，有精采的歌舞表演及自助

餐，於當晚9點回到Grand Mercury Fortune Hotel。

　　隔天12日一早便到會場開會，大會的key note lecture仍然是由美國重量級的燒傷大

師Ronald Tompkin講pathophysiologic change in Burn and their Management update，以及由

David N Herndon講Modulation of the hyper metabolic response to burns. Dr. Herndon講完後我

也提問問他是否其他steroids也有相同Oxadalone對於burn 造成hyper metabolic response的

effect，之後便由Peter KM Maitz講Future direction of Advanced therap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burn wound，以及由美國Kevin Foster講Operative Management of the burn wound。

有關燒傷手術方面並沒有很新的東西，但燒傷的處理方式進步已將燒傷90%TBSA以上

的死亡率大幅降低了，當天晚上是參加由大會安排的晚宴，同樣安排了非常傳統的舞

蹈及小遊戲，大家都玩得很高興，於9點左右回到飯店。

　　9月13日我們同樣一早便到會場，題目是collaboration for better care，同樣中午大會

提供精緻的午餐，我的題目是下午13:30於Hall E 「Gut flora enhance immunity in Burn」，

講完後有人提問lactobacilla的角色為何表示？表示確實有人對於使用probiotics給予燒傷

病人有興趣是不錯之建議。當晚我們到Emerald hotel吃海產自助餐非常好吃。14日早上

到會場再聽了一天演講之後便回飯店。

　　15日便開始我們的旅遊行程，我們到達湄南河坐船至鄭王廟觀賞著名古蹟及海上

人家，晚上到Twin towers享用自助餐，15日我們也參訪了四面佛及中央世界百貨，晚

上更坐公主號郵輪夜遊湄南河，船上有豐富的自助餐更有現場演奏。

　　16日早上參訪富麗堂皇的皇宮，直到下午才依依不捨離開泰國，結束了豐富的泰

國之行。

高雄榮民總醫院　整形外科 陳理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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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ourney for a Better Care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and honour to attend the Joint Congress of the 

8th Asia-Pacific Burn Congress (APBC) and the 3rd Congress of the Asian 

Wound Healing Association. This meeting is held from 11 to 14 September 

2011 at Bangkok International Trade Exhibition Center (BITEC) in Bangkok, 

Thailand. There are several good points from this journey in Bangkok. 

    First, th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s wel l organized. The congress 

composed f rom p lenary ,  sympos ium, o ra l  p resenta t ion ,  and poste r 

presentation. There are a lot of new information about burn treatment and 

wound care. The most impressed one is that cultured epidermal autograft 

combined with artificial dermal substitute (Integra®) to reconstruct a large 

burn wound, which was reported by Japan. This creative idea is innovative 

and it dose make sense from the really structure of human skin, composed 

by epidermis (keratocyte) and dermis (collagen). In this oral presentation, 

the surgical result is quite well. 

    In the other topic of this conference, wound care attack more attention 

in the modern medical care system. More and more wound treatment, 

using tissue engineering and cell culture, is going on the basic and clinical 

researches. Different cell type culture, cytokine and growth factors, and 

extracellular matrix scaffold are developing gradually. I believe something 

new about wound dressing materials or wound closing materials will be 

helpful for variety wound condition in the future. 

亞東紀念醫院　整形外科 黃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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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heme of the Congress is “A Journey for a Better Care”. It 

is true, after the 8th Asia-Pacif ic Burn Congress (APBC) and the 3rd 

Congress of the Asian Wound Healing Association, I get some information 

for a better care in burn injury and wound treatment. I also surprise the 

entire organization of this conference. The meeting room and hall, program 

schedule, faci l ity, meeting recording, and the software are so well and 

user fr iendly. Whole Thai is very active in this congress and exhibit a 

excellent attitud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e next year (2012) i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aiwan Society for Burn Injuries and Wound Healing 

(TSBIWH). I wish to hold a great scale of annular meeting of TSBIWH, make 

Taiwan sparkl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burn platform. 

    In addit ion to the interest ing sc ient i f ic program, I  a ls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many interesting places in Bangkok and Thailand. 

We visited the Chatuchak Weekend Market, the biggest market in Eastern-

Southern Asia area. I am also surprised about Damnoen Saduak Floating 

Market, which are a lot of boats and people traded on the boats in the 

small rivers. Anyway, this Bangkok journey is a wonderful journey and I 

have experience in many interesting places in Bangkok. This experience 

made me more understanding this beautiful city and people in Bang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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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亞太燒傷會議滿載而歸

　 　 此 次 參 加 的 會 議 為 二 年 一 次

的亞太燒傷會議(Asian Pacif ic Burn 

Conference, APBC)。本屆是第八屆，

9月11日至14日在泰國曼谷的BITEC

（一個屋頂懸吊，內部相當寬闊的展

覽及會議中心）舉行，是由多年好

友，泰國灼傷界資深教授Chomchark 

Chuntrasakul主持，他指派我三個invited 

speaker(邀請演講)，二個座長。此外

還有值得出席的會務會議，加上我曾主辦過第三屆，對此會議相當有感情，因此早就

計劃好要參加。這次有幸得到兒燙基金會的輔助，廖勳董事帶領及黃惠芬執行長等的

安排，順利成行（圖一）。

　　會後感覺果然不虛此行。原來亞太燒傷會議本就會邀請歐美各國頂尖人物參加。

加上世界燒傷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Burn Injury, ISBI)不但支持此會，還免費提供二

個講者與會。而且重量級人物如上上屆主席D.N. Herndon (美國) ，上屆主席R. Tompkins 

(美國)，本屆主席D. Mackie (荷蘭)及下屆預定主席R.B. Ahuja(印度)都來參加。共有七百

多人與會，2個keynote lecture（基本性演講），10個plenary lecture（完整性演講），

22個symposium（專題討論），97篇free paper（口頭報告），36篇poster（海報張貼

論文），內容相當豐富且先進。舉例說，Tompkin教授就把他們Boston group（波士頓

團隊）的新進灼傷有關研究，如炎性反應與細胞激素(cytokine)的關係及因應之道做

一完整及深入分子生物、基因的介紹。日本Matsumura教授也講了許多有關幹細胞與

敷料的研究及應用。護理界權威，Greenfield也闡述了有關護理訓練、認證、照護的

Collaboration（合作）概念。相信與會者都會滿載而歸。

　　除了學術會議有所得外，與各國同行互動並參與會務會議也有收穫。這趟台灣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整形外科 楊瑞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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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約22人左右，聲勢浩大。此外本人與馬偕

醫院陳恆常醫師一同參加新加坡Colin Song教授

召集的亞太傷口癒合學會（AWHA, Asian Wound 

Healing Association）的會務會議。會上成功地將

Chinese Taipei改成Taiwan（圖二）。覺得心裡舒

暢，外加理直氣壯。 

　　本人在大會中以invited speaker身份在專題

討論中共發表三篇論文，其一是“Experience of 

treatment for extensive burn in Linkou Burn Center, 

CGMH, Taiwan”(台灣長庚醫院林口灼傷中心大面

積燒傷治療的經驗)，收集20年來823個面積大於

體表百分之四十的傷患分析。介紹我們新近的處

理方法，包括動用到ECOMO（體外呼吸器），

PICCO（血行動力學偵測），Meek graft（一種傷

口植皮方法）及敷料應用等。結果存活率在61%左右，LD50（半數死亡）的燒傷

面積在70%左右，與較先進的其他國家比較並不遜色。同場演講的D.Mackie及PKM 

Maitz(澳洲)，雖各提及他們對本專題Burn in high-risk patient(高危險燙傷病人)的獨特見

解，但沒具體的數據結果。恐怕臨床經驗，並不比我們多。

　　其二是”Infection control including management of multi-drug resistant organism in 

burn ICU(Linkou Burn Center Experience)，林口灼傷中心傳染控制，包括抗藥菌種處理

的經驗。在Infection control in burns: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灼傷感染制的探討)的專

題討論中發表（圖三）。本人除了介紹本院灼傷中心嚴格的感染控制措施外，並公

佈29468件細菌培養的結果分析，及MDRAB(抗多種藥物AB菌)及VRE(抗萬古黴素腸

道菌)的數據及處理。還介紹本院傳染管制委員會，微生物組每半年公佈一次抗生

素敏感性試驗結果的臨床應用價值。相信給了與會者很深的印象。其他三位學者：

N.Gibran(美國)、K.Foster（美國）及PKM Maitz也各有各自的論述。但也看不出有具體

的數據。本人資料中有關MDRAB已整理好投稿出去了，希望能引起大家注意。

　　其三是Burn hand reconstruction and rehabilitation（手部灼傷重建及復健），在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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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habilitation and continuing care in burns（灼傷復健及繼續照顧）專題中發表。因為趕

飛機的關係，我請馬偕醫院董光義醫師代為論述，兩人合作愉快。灼傷重建是本地強

項，介紹包括本地國際知曉的顯微皮瓣，如分割式前側腿穿透技皮瓣（split ALT flap）

的應用及本人自創的洋®式皮瓣(Onion flap)用於灼傷指部重建。後者論文已被J. Trauma雜

誌接受。另外本人還將手部灼傷復健分成四期，即急性、早期、晚期、重建後期。並

強調復健工作是團隊工作，且應在灼傷住院後即刻展開。其同組的講者並無此規劃。

　　會議中其他先進國家有些新技術及新理論，值得我們學習。如同其他領域的發

展，灼傷方面也進入了genomics/protenomics（基因學／蛋白質學）的探討。已知在嚴

重外傷，包括燒燙傷中的基因反應(Genomic response to severe traumatic injury)，升階路

徑的有Integrin（一種表面分子）訊號、Leukocyte extravagation（白血球血管外滲），

IL-10及IL-6(細胞激素之一)訊號……等等。降階路徑的有Ca++T cell apoptossis（T細胞凋

亡），IL-4訊號…等等。R. Tompkin在這方面講了不少，也提出群體合作的構想。台灣

也有人投入此方面的實驗，如繼續努力不但可趕上世界潮流，對灼傷炎性反應機轉或

調控的瞭解也會有進一步的幫助。

　　當然幹細胞的研究應用，會中也被提到。還有細胞培養的進一步改進及應用方式

也有人提出。將來的目標之一是要做出立體的活性皮膚等替物(3D living skin equivalent)

來取代灼傷失去的皮膚。例如人工真皮加自體皮或表皮細胞培養（或幹細胞）。PCL

（一種可以承載細胞的合成性組織支架），彈力纖維(elastin)、中空纖維(hollow fibers)等

等，配合表皮細胞的應用也是熱門題目。

　　本地各灼傷中心的臨床經驗不少，許多基礎研究也發表過文章。最近衛生署又核

定皮庫設置的標準，可用來儲存捐贈皮及皮膚等替物。國內有人已進行脂肪幹細胞及

組織工程的研究。灼傷病患可取的幹細胞最佳來源是毛囊，若能配合毛囊幹細胞與組

織支架或人工真皮的應用，或許可發

展自己的立體活性皮膚等替物，用於

灼傷臨床醫療，造福傷患也更提升台

灣的國際地位。

　　參加國際會議可與國際友人互

動，可分享經驗，可提升前瞻性的概

念，對個人、病人、醫院、基金會及

台灣本身都有好處，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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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八屆亞太燒傷會議和

第三屆亞洲傷口癒合學會報告書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整形外科 楊永健

　　這次第八屆亞太燒傷會議和第三屆亞洲傷口癒合學會會議聯合在泰國曼谷舉

辦，台灣有約十多位醫師、護士、復健師和家屬共襄盛舉，還有兒燙基金會的董事

和執行長隨行，這次能一起出國參加國際會議，是非常難得的機會，除可放鬆一下

已很繃緊的生活步調，也可增加團員間彼此的情誼，相互學習，提高台灣在國際間

的知名度。我們一行十多人從台北直飛曼谷，抵達後先到住宿飯店放下行李，在乘

車前往大會會場報到。這次大會的主題是「A Journey for a Better Care」，Professor 

Chomchark Chuntrasakul是這次大會的榮譽主席，Professor Apirang Chungsunwanich是

第八屆亞太燒燙會議的主席，Dr. Vichai Srimuninnimit是第三屆亞洲傷口癒合學會的會

長。包括舉辦國在內共有來自13國的代表參加這次盛會，這是3天的會議，分別在7

個大小不一樣的會議室舉辦。

    3天大會的議題真是有點包羅萬象，其中有：Fluid resuscitation in Burns：

Update,Debridements in Burn Wound；Psycholigical issues：Multidisciplnary Approach；

Burns in the High-Risk patients；Infection control in Burns：Multidisciplnary Approach；Skin 

and Tissue Engineering in Burn Care：Update…，常因喜歡的議題分散在不同的會議室

同時進行，而需在現場跑來跑去趕場，雖然有點累，但收穫也不少。

　　今年參展的廠商也不少，每家渾身使出看家本領，為吸引醫師的注目，送禮物

的、抽獎的都有。尤其是抽獎的，有人還抽到ipad，煞羨不少人，也有廠商打美女

牌，派出身穿泰國傳統服裝的美女，高舉廠商木牌，在人群中穿梭，吸引大家的注

意。大會也很細心體貼，特別在會場的一角落，設置按摩服務，好給忙整天的與會

者，有機會放鬆按摩，消除疲勞。

　　這次一起參加會議的醫師和護士，有來自成大、亞東、海總、長庚和台大，另

外還有陽光基金會的復健師，發表的論文也有6篇，議題不但精彩，也引起不少回

響。大會結束前的晚會，大家邊品嘗美食，邊欣賞舞台上表演的泰國舞蹈，大家飲

酒作樂一番，拍照留念，晚宴最後在游泳池邊，點放蠟燈及許願，祝福聲中結束，

這可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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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八屆曼谷亞太燒傷會議

心得報告

　　這次The 8th Asia-Pacific Burn Congress 及 The 3rd Congress of the Asia Wound Healing 

Association 是同時間一起合辦的。在三天議程的安排上燒傷議題和傷口照護議題也大

約各佔一半，顯示燒傷治療和傷口照護已漸漸被相提並論。這也讓我想起兩年前台灣

燒傷界的共識將燒傷學會更名為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的遠見， 是合乎世界潮流的睿智

決定。

　　這次大會主題為 A Journey for a Better Care.。以旅程來比喻燒傷和傷口治療，希望

能提供患者更完好的治療，這對整個燒傷治療的歷史而言的確是如此。回顧燒傷治療

的旅程，過去大面積燒傷存活率是相當低的，但由於抗生素的發現、體液復甦觀念的

發表、燒傷中心的成立、燒傷藥膏的發明、儘早清創植皮的觀念推廣、足夠的營養補

給、乃至培養皮膚及人工真皮的研發等，這些都是燒傷治療的旅程碑，也真的提供給

燒傷患者更好的治療品質，大大提高了燒傷的存活率。燒傷治療的旅程持續往前，旅

程中如何提供給我們的患者更好的照護，的確是我們要好好省思的議題。

　　除了治療議題外，有關燒傷預防的議題也被大會安排在大會堂上全員參加的議程

中，會中報告的是在東南亞的燒傷預防經驗與現況。這些在二十年來中華民國兒童燙

傷基金會一直在做的工作，我們不只做的比他們早，而且成就非凡。基金會的經驗與

成就，有機會應該發表讓那些未開發國家做為參考。

　　此次與會的臺灣燒傷界同仁共有二十幾人，來自各個單位，會中發表論文及壁報

計十六篇，有燒傷研究、臨床治療，有傷口照護的經驗分享，也有護理及社工領域的

論文發表，以臺灣彈丸之地而言，算是差強人意了。只是燒傷治療在臺灣似乎逐漸在

萎縮中，一來病人減少，二來願意從事燒傷治療的醫師愈來愈少，若加上逐漸上路的

健保DRG制度，恐怕又是雪上加霜了。這樣的環境變遷對燒傷治療的影響應該逐漸會

浮現，值得我們學會、基金會及政府相關單位重視。

國軍左營總醫院 醫療部 謝俊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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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亞太燒傷會議研習心得報告

　　暌隔數年之後再度有機會參與9月11日~14日在泰國曼谷舉辦「The 8th Asia-Pacific 

Burn Congress & The 3rd Congress of the Asian Wound Healing Association」，感到很興

奮，透過本次亞太地區及ISBI大師級的燒傷界巨擘們精采的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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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滿行囊。

　　感謝兒童燙傷基金會理事及顧問群們對燒傷發展的積極投入與支持，加上黃執

行長精心安排讓我無後顧之憂盡情參加這趟知識饗宴「A journey for a better care」，

同時讓台灣燒傷專家在國際舞台發聲。

　　個人很喜歡大會在每日上午所安排一系列keynote lecture及plenary lecture議題，從

對燒傷病生理變化、燒傷後代謝變化、未來燒傷傷口進階的處理、燒傷術後照顧、

有關皮膚及組織的工程學、後續病人慢性傷口照顧、燒傷預防等，加上許多耳熟能

詳大師級如：ISBI主席David Mackie、David N. Herndon、Ronald Tompkins、Kevin Foster、

Nicole Gibran、Elisabeth Greenfield等，讓我深感不虛此行。其中有關燒傷急性期液體

復甦治療中外皆然，任未在燒傷治療佔有極重要的角色，同時也影響後續一連串照

護，本院魏林瑰醫師也就本單位重症燒傷病人液體復甦治療為主題發表口頭報告，

魏醫師流利的英文表達受到不小迴響，連帶與有榮焉。

　　連番精闢內容當然午餐時間也不放過，邊享受美食邊聽演講，每到放飯時間原

本空盪的會場，總是突然湧入大批食客享用贊助廠商提供的午餐，真是奇怪好笑現

象。

　　大面積燒燙傷是重大醫療的一部份，燒燙傷的預防及各亞太國家燒燙傷處理治

療不盡相同，但對燒燙傷治療的研究及精進卻是燒傷團隊一致的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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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到病人存活與癒後狀況，感染

三軍總醫院 燒傷中心 張雪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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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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醫院楊主任也就這方面做精采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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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療傷期疼痛及癒後疤痕的減少，對病人促進

病人生活品質更是不遺餘力。

　　大會也有許多廠商贊助攤位，驚喜於許多革命性敷料發展，幫助燒燙傷病人傷口

照護，但是這些產品價格更是可觀，也難怪各廠商精銳盡出砸下大筆經費，製作許多

試用免費商品、贈品、點心及餐點吸引與會人員，這些廣告支出當然算在消費者（病

人）身上，開心索取這些贈品之餘還真有幾分罪惡感。

　　在圓滿完成三天會期後，兒燙也貼心為我們安排1天半旅遊行程，包括參觀泰國水

上人家、參觀泰國五世皇金柚木行宮、品嚐泰國包肥（不肥）美食等，尤其金碧輝煌

的皇宮彷彿自己化身為公主置身其中，真是令人嘆為觀止。當然還讓人難忘的是高榮

總陳主任夫婦經歷的旅館驚魂記，總算有驚無險讓此行劃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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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基金會醫療補助流程
　　基金會成立迄今二十三年，受到各界許多關懷認同，由一點一滴的捐款

匯成了有力的支柱，透過門診及住院補助持續幫助上萬人次的燙傷兒童，合

約醫院也由最早的十一家至目前的四十一家。

　　在此，我們非常感謝您不斷地給予兒燙支持與鼓勵，如您週遭有需要被

幫助的燙傷兒童，請來電洽詢本會。服務專線：(02)2522-4690

申 請 基 金 會 醫 療 補 助 流 程 圖

燙傷兒童
家　屬

1 2
社會

服務室
兒童燙傷
基金會該院向本會申

請以相對補助

為原則

3
開支票給合約醫院

4
關懷燙傷兒童

本會41家合約醫院由

該院社會服務室評估

是否給予補助

主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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燙到心痛！ 7成幼童被熱食或熱水燙傷

　　燙傷的延燒！藝人郭子乾韓國旅遊在飯店遭茶壺內熱水燙傷，返國就醫，引起國人再度重

視燒燙傷的問題。不僅是成人，幼童燒燙傷問題，也值得大家高度關注。根據兒童燙傷基金會

發現，在幼童燒燙傷意外中，7成的比例都是因熱食或熱水燙傷，因此家長應特別留意居家安

全。

　　冬天是較容易發生燙傷意外的季節，家長要特別小心好動的孩子，可能一不小心就拉扯桌

巾打翻茶杯或熱湯。

　　身兼兒童燙傷基金會董事的馬偕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董光義指出，兒童燙傷基金會調查

發現，在去年1377幼童燒燙傷個案中，有近2成幼童年齡是在9歲以下；而燒燙傷地點多以廚

房、客廳、浴室、臥室等處居多。

　　由於冬天是較容易發生燙傷意外的季節，家長要特別小心好動的孩子，可能一不小心就拉

扯桌巾打翻茶杯或熱湯。提醒媽媽們盡量不使用長桌巾，以避免孩子拉扯，另外，應留意將裝

有熱湯的鍋碗放在孩子碰觸不到的位置。

　　董光義醫師建議，家中的電線及延長線，應用膠帶固定，以免家人或幼童走動拉扯時絆

倒，造成電器翻倒發生意外；放洗澡水時應先放冷水再放熱水；打火機、熨斗等易造成燙傷意

外的物品，要放在小朋友不容易碰觸的地方，使用時也要避開孩童活動範圍。不要讓孩子自己

到廚房或浴室玩耍，更不可將小孩單獨留在家中。

　　要注意的是，天氣一冷，各式各樣的電暖器、電暖爐也都出現了，對於幼兒來說，會轉動

又會發熱的物品是有趣又特別的，而即使媽媽特別提醒他們不可靠近，但好奇心高的小孩還是

會忍不住碰碰看、轉轉看，所以，建議家長選擇葉片式、陶瓷式的電暖器或是要特別留意電暖

器擺放的位置。

　　另外，很多人喜歡冬天吃火鍋，尤其現在很流行一人份剛剛好的個人小火鍋，不過，這類

型的火鍋店通常桌椅設計都偏低，而且，火鍋是直接置放在加熱中的酒精油膏上，家長要特別

留意不要讓孩子去推撞桌子，以免火鍋偏斜或翻倒，另外，也不可讓孩子在火鍋店中遊戲奔

跑，以免撞上送火鍋的服務生，否則一旦發生意外，後果不堪設想。

　　一旦發生燒燙傷，董光義醫師呼籲，務必記得「沖、脫、泡、蓋、送」5步驟。但他發現

許多家長經常「沖」的時間不夠，即使是冷天也一定要以流動的冷水沖患部至少20分鐘讓傷口

降溫。如果感覺衣服已黏在肌膚上頭，就不可再強拉，可使用剪刀剪開衣物，最後再讓肌膚泡

在冷水中約10至20分鐘，並找來乾淨的紗布覆蓋在上頭，再儘快將孩子送醫。

轉載自華人健康網 記者張世傑／台北報導 2012年1月30日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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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嬰坐學步車！抓熱稀飯燙臉　恐毀容

　　嘉義縣鹿草鄉一名9個月大的女嬰，坐學步車在家中走動時，不小心把桌上剛煮好

的滾燙稀飯掀翻，當頭澆下，造成臉部、胸部，全身近10%的面積二度灼傷，恐有毀

容之虞。

　　阿公阿嬤焦急地把小女嬰抱進急診室裡，嚇壞了，因為才9個月大的小孫女坐著

學步車在家中走動時，竟然伸手摸索餐桌上的東西，結果把一整鍋才剛煮好、熱騰

騰的稀飯打翻了，正巧就從女嬰的頭部淋了下來，她痛得嚎啕大哭，不停掙扎。鄰

居：「大人在煮東西要端來這，她一過去就抓下來，臉都淋到，整個淋下來，嚎啕大

哭。」

　　結果女嬰全身10%二度灼傷，頭皮、臉部、胸部，以及右臀部都紅腫脫皮，尤其

以臉部最嚴重。醫生唐慧君：「讓孩子先沖比較涼的水，讓皮膚能夠降溫之後，同時

把熱源像是粥等等的東西，在水中除去之後，後用

乾淨的大毛巾包起來。」

　　由於女嬰家屬沒有把握第一時間沖水

降溫，會不會感染？毀容？仍需進一步觀

察！醫生特別提醒民眾，燙傷時，一定要

記住「沖脫泡蓋送」的步驟，尤其是沖水

要達20到30分鐘，以儘量減輕傷害。

轉載自TVBS – 2011年11月4日 下午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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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燙傷病患　需要多科協助重建

　　最近有一位藝人燒傷，入住燒燙傷中心，一時之間周遭親友突然對我的工作感興

趣起來，他們最常問的是：「除了換藥以外，燙傷中心還做些什麼？」

　　在燙傷中心，負責治療傷口的整型外科當然是主科，但遭受嚴重燒燙傷的患者常

會伴隨一些其他的問題，包括：眼部灼傷、嗆傷及心、肺、腎、腸胃系統、傷口感染

等內科問題，因此會視情況需要會診這些科別，18歲以下的患者還會請兒科共同照

護。

　　當發生燙傷事件後，為了避免日後疤痕攣縮造成肢體活動受限，因此復健對於燒

燙傷患者而言，很重要。

　　除了一些特殊醫療因素以外，復健需要每天做，而且最好從入院的第一天就開

始。因為燙傷患者對復健的需求很大，所以燙傷中心會有專任的復健科醫師、物理治

療師及職能治療師。

　　皮膚是人體的第一道防線，嚴重燒燙傷患者的這道防線已經受損，容易受到外界

的細菌感染，所以患者傷口在恢復到可以轉到普通病房之前，最好能一直待在隔離單

位中。因此一個理想的燙傷中心會有自己的復健室、開刀房等設施，這樣的設計除了

可以讓患者減少細菌感染的機會，也可以讓護理人員更容易了解患者的病情，以便安

排最合適的照護計畫。

　　出院前，醫護人員會先教導患者或患者的主要照顧者一些出院後的注意事項。出

院後，會定期電話追蹤，以確保患者出院後，仍然有合適的照護，如果發現患者有狀

況，也可以早期轉介到適合的單位。

文／吳玉蘭 自由電子報 20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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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現在已經有健保，但對於一些家庭來說，不管是住院中的醫療費用或出院後

的彈性衣等花費，都相當可觀。如果患者本身又是家中的經濟支柱，卻因受傷而失去

工作能力時，社工師會協助個案尋找社會資源的補助，例如替無家可回的患者安排合

適的安置處所、協助兒童出院前的返校計畫。有時遇到一些兒童虐待等案件時，社工

師也會負責向相關單位通報。

　　另外，部分燙傷中心還會不定期到幼稚園及小學做燒燙傷的教育宣導，教導兒童

如何預防燒燙傷及正確的急救方式，並為燒燙傷病童重返校園做準備。

　　雖然目前的教育宣導只針對幼稚園到小學的學童，但一般民眾若對於燒燙傷有疑

問，可打電話到燙傷中心，尋求協助。

（作者為中華民國燒傷學會資深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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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燙傷危機多
小心把關不難過

　　依據本會從1995年至2011年的流行病學資料庫中統計，以0至9歲的人數佔總通報

數(18,267人)的26%為最高者，另以0至18歲為年齡分層統計，其中0至4歲的孩童所佔

70%(3,889人)之比例為最高者，顯示目前燒燙傷的病患當中以兒童為最多數者，導致燒

傷事件發生的原因，主要原因是熱液所致，尤其是熱開水及熱湯，這些意外的發生地

點以居家場所為主。

    家庭是孩童在成長過程中的主要環境，在孩童還未有處理及判斷危機的能力時，居

家場所成為容易發生意外傷害的地點，在燒燙傷意外的防治工作中，主要項目為預防

燒燙傷的發生及傷害發生後的急救處理，預防的工作即是營造安全的環境，降低意外

發生的機率，如果當傷害事件發生時，正確的急救處理能降低熱源對皮膚的傷害且有

助於醫護人員的後續治療，以下說明居家安全以及急救的操作內容：

一、做好居家安全：

1、浴室安全：記住先放冷水，再放熱水的安全步驟。

2、廚房安全：由於廚房存在許多熱源，像是熱湯、熱鍋、熱水壺、高溫蒸氣等，

使廚房成為居家中發生燙傷事件的地點，盡量避免幼童進出廚房，保持廚房地

板的乾燥，以免滑倒而燙傷自己或幼童。

3、餐廳安全：餐廳的電鍋、熱水壺、保溫瓶等高溫物品應放在幼童勾不著的地

方，特別是家中經營餐飲業的家長，更要注意幼童遠離瓦斯爐以及許多高溫滾

燙的器皿、餐點，如果端拿沸騰的熱湯、熱水時，應先告知家中的人與阻止幼

童在附近奔跑嬉鬧。

4、客廳安全：高壓高電的電器產品應存放妥當，插座應使用安全或防水插座，以

免幼童誤觸而發生意外，用畢後的電器產品要關閉電源。

二、清楚瞭解「沖脫泡蓋送」的操作內容

　　燒燙傷發生時，首要工作是儘快除去傷害源，目前社會大眾對於燒燙傷「沖脫泡

蓋送」的急救五字訣並不陌生，但對於急救的操作內容卻未必熟知，本會統計多數施

救者對患者的沖水時間仍以0至5分鐘為主，與正確的15至30分鐘時間有很大的差異，

因此以下圖表說明急救的步驟以及操作內容：

　兒燙　李郁婷

家  庭  小  百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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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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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的每個小朋友都是家長心中的寶貝，在孩童成長過程中，一定有許多的好奇心與

嘗試，加上未能對危險有充分的認識和防範能力，往往誤觸危險源而受傷，然而家人只要

注意居家生活中的小細節，平時教育小孩認識有關燒燙傷的知識，也不要隨意將孩童獨自

留在家中，其實預防燒燙傷並不是一件難事，有效的燒燙傷預防就是保護心愛的家人免於

遭受燒燙傷的傷害，值得多加留心注意。

家  庭  小  百  科

資
訊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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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溫暖的雙手，

關懷你我身旁的長者

　　一位來自南部鄉下樸實的老人家欽伯，因為生命的歷程中沒有遇到合適的對象，

也因為宗教信仰，認命地認為自己此生中沒有結婚的命。他相信即便沒有婚姻，也可

以獨自生活，並妥善的自我照顧，且附近鄰居和廟宇亦常主動濟助欽伯的伙食，生活

也就過得平平順順。

　　因為老花的眼睛總是看不清楚，再加上年齡日漸增長，欽伯的體力漸漸不如過

去，某日起床泡個熱牛奶時，被打翻的熱水瓶燙傷入院，欽伯懊惱的與社工談論事發

經過，言談中不時責備自己連累了其他家人。

　　因為沒有結婚，且年紀也大了，父母和大多數的兄弟皆已離開人間，欽伯獨自租

屋在高雄，無其他家人的陪伴。欽伯身體狀況一直欠佳，早年就無法工作的他，身邊

沒有半點積蓄，老年生活僅能仰賴微薄的老人津貼度日。所幸，附近廟宇常常濟助物

資，讓欽伯不至於挨餓受凍。欽伯此次燙傷入院，受傷部位都集中在四肢，尤其是雙

腳，欽伯擔心無法下床行動，也擔憂著傷勢恢復情形，心中既難過又自責，對自己的

不小心感到懊悔不已。社工試著連繫欽伯尚健在的手足，由於欽伯本身沒有積蓄，在

無法請看護的狀況下，手足只好協調妹妹來幫忙照顧欽伯。

　　欽伯現年七十五歲，居雲林的妹妹也將邁入七十歲，雖然妹妹也有家累與家庭的

問題，但因手足情誼，妹妹也自雲林鄉村，搭車、轉車的來院陪伴照顧欽伯，並長達

一個多月，即使需要幫哥哥把屎把尿，妹妹也沒有怨言，只希望欽伯的病情能早日好

轉。

國軍左營總醫院　社會服務室 陳芳儀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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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邁的欽伯，因為獨居沒有家累，且每月領有老人津貼六千元，致使屢次申請低

收入戶，皆被區公所打回票。然而就欽伯的生活狀況看來，確實是近貧戶，雖然每月

都有老人津貼可以領，但扣除房子的租金與慢性病的藥物費，津貼已所剩無幾，可說

是相當拮据度日。欽伯住院後，不僅擔心傷勢，還要擔心著醫療費用沒著落。趁著本

次住院，社工建議妹妹尋求里長幫忙，終於順利讓欽伯申辦過低收入戶身份，便利欽

伯未來醫療的需求，增加的生活津貼，也減輕欽伯未來生活上的負擔。

　　住院期間，妹妹擔心著欽伯傷勢，又得往返雲林照應自己的家人，常常看到妹妹

在床邊嘆氣，隨著欽伯傷勢的好轉，妹妹漸漸有了笑容，也跟社工談起家人的往事，

幾次會談中，瞭解到妹妹對哥哥的關心和擔心，卻又礙於自己本身家庭經濟負擔也

大，也沒有能力接哥哥回去雲林照顧，焦急的眼神透露著對哥哥的愛與不捨。

　　隨著出院的時間靠近，醫護人員擔心欽伯返家後是否可以自我照顧，不只一次，

主治醫師詢問社工，案主是否適合安置安養中心，幾經會談，欽伯仍堅持要回家，回

到屬於自己的地方，也不想再麻煩其他人(單位)；社工只好協助將欽伯轉介給長期照護

中心，期待能順利媒合居家服務及關懷、陪同就醫的服務，給予欽伯良好的居家照護

生活品質。

　　由於近十年來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加上二次大戰的嬰兒潮現象，導致老年人口的

快速增加，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家庭結構的改變，獨居長者人口日增。為了因應獨居

長者因體力衰退，缺乏配偶與子女的陪伴，即便為有配偶的長者，家庭內的主要照顧

者也是老人，政府開始極力推展社區關懷機制，如長期照護、居家服務等，期待能把

照顧與關懷的理念傳遞給社區內有需要的老人家身上，期待社區內的互助關懷和政府

的福利政策能讓上了年紀的長者也能有高品質、舒適與安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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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服務的喜悅

My name is Dale Mackie and I am a Canadian that has been living in Taichung, Taiwan for almost 

15 years. Living here for so long it is without the sitation that I can say Taiwan is my second home. 

Being that Taiwan has given so much to me I felt like I had to give something back to Taiwan. 

Therefore myself, and two other Canadian friends, Patrick Byrne and Matt Flint, started a charity 

event seven years ago called the WHOSE Travel Charity book exchange. It was a simple idea 

because seven years ago English books were not so abundant so it gave foreigners an opportunity 

to donate their old English books and pick up new ones for a minimum donation of NT 50 per book.

我叫孟磊(Dale Mackie)，加拿大人，居住在台灣已將近十五年了，台灣可以說是我第二個

家。台灣貢獻給我很多，我覺得我也必須做些回饋。因此，我和我朋友 Patrick Byrne及

Matt Flint，七年前創辦了一項慈善活動 “WHOSE Travel Charity Book Exchange 北美旅行社

舊書義賣慈善活動”，就是一個簡單的想法，因為七年前，英文書籍量不多，所以就可以

藉此活動捐出舊書，且可以一本50元的代價換取你想要的書。

It was about five years ago that I first learned about the Taiwan Childhood burn Foundation. Dr. 

Abraham Ging-Song Chen who at the time was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foundation was 

giving a presentation at a Taichung Amcham dinner meeting. 

大約五年前， 我第一次得知中華民國兒童燙傷基金會，當時還是基金會執行長的陳景松

先生(Dr. Abraham Ging-Song Chen)，正在美國商會演說。

I was very impressed learning how the Childhood burn Foundation has been the leader in this area in 

the Asia region. I thought their full range of involvement from burn prevention to physical and mental 

treatment was remarkable.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了解到，兒童燙傷基金會是如何在亞洲地區成為先驅。我認為他們在從

預防燒燙傷到物理、精神治療各方面都是非常卓越的。

北美旅行社　Dale Mack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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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d already organized The WHOSE travel Charity book exchange event for three years and 

was looking for another charity to support and knew right away that the Taiwan Childhood burn 

Foundation was the charity that we would be raising funds for at the next years charity book 

exchange. So in 2008 we supported the Taiwan Childhood burn Foundation and were able to raise 

NT 108,956.

在舉辦北美旅行社舊書義賣慈善活動三年之後，我開始尋找其他需要幫助的公益團體並立

即知道中華民國兒童燙傷基金會將會是隔年我們所要資助的對象。因此，在2008年，我們

共募捐了新台幣108,956元給中華民國兒童燙傷基金會。

We now support three charities in Taiwan and rotate them every year. I was pleased that it was 

the Taiwan Childhood Burn Foundation that we were supporting again in 2011. This years WHOSE 

Travel Charity Book exchange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yet and we were able to raise NT 170,300 

for the Taiwan Childhood Burn Foundation.

到目前為止，我們持續並輪流資助了3個公益團體。在2011年，我非常高興再次地幫助了

中華民國兒童燙傷基金會。今年，是有史以來，北美旅行社舊書義賣慈善活動最成功的一

次，也締造了新紀錄，共募得新台幣 170,300元並全數捐贈給中華民國兒童燙傷基金會。

I really respect the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of all the people that work at this foundation 

assisting children with the daily problems they encounter being burn victims. It takes a special person 

to partake in this type of occupation and I am happy that I am able to make a small contribution in 

order to assist them with continuing their much needed and meaningful work.

我真的非常尊敬這些在基金會裡面工作的人員，他們無私的奉獻，每天協助燒燙傷孩子們

的生活起居。這個職業真的需要有熱忱的人的加入。而能夠用我小小的貢獻來協助他們未

來更多的需求以及做有意義的事，我樂意之至

Yours Truly

敬上

Dale Mackie

孟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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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派對蒙太奇

　　2011年的國際燙傷兒童夏令營，選擇在宜蘭的頭城農場，上演了最最充滿魔力與

想像力的歡樂假期！由於這次特別安排有魔術課程，讓學員及工作人員，在一連串驚

奇與讚嘆中，學會了專注的重要性。充滿趣味的活動，令人稍忘溽暑的威逼。

　　這是我第三次參加夏令營，依舊擔任兒童組生活媽媽。這一次帶的都是小一小二

的學員，年紀最小且都是第一次參加夏令營，有一位還是昆明來的小朋友。雖有兩次

當生活媽媽的經驗，但我覺得這次真的比較像保姆媽媽一樣，照顧她們的生活起居及

活動中秩序及安全的維護…

　　娜美是隊上年紀最小的隊員，卻是活潑好動。記得第一天始業式開始之前，因等

待南部北上的隊員，時間有點長，小隊輔帶了幾個活動後也覺得有點技窮(因天氣熱，

肚子又有點餓，所以大家顯得有點浮躁)。娜美自動自發要上台表演兒童組隊歌“我相

信＂，自然又天真的動作，稚嫩又無邪的童音，化解了大家等待的不耐，也感染大家

忍不住和她一起打拍子，令人精神為之一震…任何活動她絕對有一馬當先的豪氣，當

她累了、想睡了，也是二話不說，邊走路邊“度咕＂(打瞌睡)，完全無視於活動正如火

如荼的進行著，真是令人好氣又好笑。

　　玩水對小朋友而言真的有神奇的魅力，根據營前調查，本組所有的小朋友，全部

都不會游泳！當她們全都換上泳衣，手上拿著水槍及趴上浮板，著實令我們兩位生活

媽媽呈現備戰狀態！還好是安全的兒童池規格，池中也有三位生活爸爸及各小隊隊

輔，除了陪著打水仗，主要還是維護小朋友在水裡的安全。"蛋蛋"是隊裡個子比較大的

小胖妹，必需用兩塊浮板來支撐，但是又不會游泳。熱心的明正爸爸過來充當拉縴的

縴夫，帶著她沿著泳池兜圈圈，沒想到其他小朋友也要玩…就這樣一圈又一圈…後來

聽說當天中午明正爸爸多添了五碗飯！哈哈！﹗

　　來自昆明的小布丁，是個內向的小女生。生平第一次到泳池，原本也不敢下水

玩。我們坐在池畔先泡泡腳，看其他人正潑水玩呢！佩佩過來問她要不要玩浮板，昆

明的阿姨也過來鼓勵她下去玩水，幫她拍照。漸漸地她發現其實在水裡比坐在池邊好

玩多了。尤其是靠在浮板上在水裡滑行，又涼快、又省力。看到她終於敢下水玩，和

台北馬偕醫院　燙傷中心義工 曹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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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小朋友一起噴水槍，潑水…真的蠻開心的！因為回到昆明之後，可能沒機會跟這麼

多朋友快樂的玩在一起了。相信這會是小布丁最難忘的一個假期！

　　小雪是個古靈精怪的小女生，明知每天洗完澡一定要擦乳液按摩疤痕，她總要想盡

辦法閃躲拖延，要哄她就範，就得交換條件，讓她在房間裡表演她最喜歡的魔術！所以

每天晚上必定上演“小雪和蛋蛋二人組＂，煞有其事一搭一唱的魔術秀！不過每次都是

吵架收場，因為蛋蛋總是提早露餡；要不就是不小心讓道具掉出來…唉呀！表演得已經

夠精彩了啦！

　　容容是小隊中最能獨立自主的小美女，在寢室中會自動收好自己的個人用品，水

壺、名牌決不亂丟亂放。是一位生活習慣很好的孩子，參與各種活動或課程頗能舉一反

三，領悟力也較優。

　　佩佩則是來到營隊就已經有點小風寒，晚上睡覺會咳不停，還好董大夫幫她開了止

咳藥。每餐都會乖乖吃藥，直到營隊結束，幾乎也痊癒了。雖然平常玩起來也會很High！

私底下卻非常害羞，遇到一直很關心她的媺媺護理長，只是漲紅了臉，露出靦腆的笑。

這些都是在五天四夜活動中，最美好的畫面。回憶起來，每一個片段曾經有的苦澀，卻

也有沉澱後的回甘！

　　記得在拓印DIY及天燈製作過程，感動於小朋友單純、率性又天真的筆觸！感受到在

活動中，也可以了解每個孩子獨特的個性；發掘每個孩子的天賦；考驗每個孩子的專注

力與耐性；或者是當他們闖禍之後，得到教訓或懲罰。我想這都是他們邁向成長道路的

必經過程！

　　如果他們能從每次的營隊活動中有些許的收穫。我想我也很願意在每一年的夏令營

陪伴他們，直到領取結業證書那一刻！

　　雖然只是短短五天的夏令營，我卻已擁有炎夏這一季最奢侈的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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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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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屆APBC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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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屆ABA會議

國際燒傷醫學會 執行委員會

本會董事陳恆常醫師（馬偕醫院），燒傷學會理事長楊永健醫師（台大醫
院）與Dr. Heimbach合影

大會的Keynote演講由前國際燒傷醫學會理

事長Dr. Heimbach主講，臺灣國旗也在美國

燒傷學會ＡＢＡ主席台上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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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合約醫院工作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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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外科 李書欣醫生

J. Wesley Alexander, M.D., Sc.D

整形外科 張世幸醫生
整形外科 陳天牧醫生

林幸道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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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師 陳生松

夏照帆 教授 

長庚技術學院化妝品應用系 陳姿吟
彰化基督教醫院 陳玉純社工

黃惠芬 執行長

董光義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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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基金會活動

基 金 會 活 動

寶泰企業NOFIRE防火強捐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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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基金會活動

樹人醫專慈幼社專題演講暨愛心捐贈活動

元大證券敦信分公司捐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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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宣傳活動

宣 導 活 動

彰化基督教醫院燒燙傷研討會

營養專題

治療與預防專題

報到

受傷後居家復健 林均筠職能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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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宣傳活動

老松112團幼童軍宣導活動

傷後心理專題

問與答-飲食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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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宣傳活動

實踐大學社工周設攤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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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宣傳活動

台中市社區保母系統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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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10月

捐 款 徵 信 錄

100年11月

捐 款 徵 信 錄

100年12月

捐 款 徵 信 錄

101年1月

捐 款 徵 信 錄

50,000
滕光中

30,000
TAIPEI BODIES，SCOTTISH RITES，王正昌，

劉眉玉

22,000
張秀琴.魯佩芬

20,000
胡德如，羅秀月

12,666
恆久彩色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10,000
李幼喬，徐浩棟，陳禹臻，彭武豪，湯守正，

顏仲仁

9,000
裴煒光

8,000
沈秀容.沈萬達.陳秋菊.沈里合.沈新容.沈毓

6,000
王鐘森燕

5,500
台新銀行無名氏，鄭少仲

5,000
吳娟雯，吳高任，阮文欽，林漢青，

泰新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素卿，許富強，

陳金富，覃韵之，黃品玲，趙映涵，劉維貞，

蘇惠慈

4,700
周明德

4,020
無名氏

4,000
莊惠娟，陳玉花，黃虎風，楊國偉

3,500
王佳源

3,400
無名氏

3,000
王光明，呂明聰全家福，李阿香，李淑娟，周玉雲，

易伯良，易季良，林正隆，林建良，林敏雄.藍阿文，

林焱輝，邱美玲，邱連發.蘇麗英，柯秋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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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娟，陳添財，陳順漢，

順德木業有限公司，劉素珍，蔡龍男.郭美均，

興美壓克力行，謝春猛

2,500
徐蔚泓，許惠如，陳品誠，陳品瑄，趙瑞

2,300

猛丸親子營隊

2,200
陳石仙觀.陳裕憲

2,000
丁建仁，王見元.賴姿曄.王暄銘.王紹睿，

王高慶，王寶雲，石淑華，羅金梅，

全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吳季謙，吳明澤，

吳采蓮，吳柏志，李銘芝，周純玲，

奇磊股份有限公司，林，林玉蘭，林妹香，

林娟姬，林國華，林淑清，林瑋謙，邱國桐，

姜雍漳，柯秀鳳，柯思如，

皇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張逸民，張麗玲，

曹子庸，莊桂英，許芝綾.江素娥，郭巧玲，

郭正文，郭繼儀，陳宛萱．陳嘉珮，陳冠蓉，

陳炳川，陳梅芳，陳淑貞，傅玉寶，曾子庭，

曾丹鳳，賀維中，黃小貞，黃俊欣，黃宣博，

黃景淳，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楊正道，

楊夢瀛，葉仲姮，葉俞均，廖祥富，廖錦訓，

蔡郁薇，盧敏雄，蕭暐澈，謝承祐，謝淑姶

1,800
廖雪琇

1,650
廖崇智

1,600
王姵婷，黃雅鈴

1,500
王清祥.王姿穎.葉秀媛，林玉津，戚珮珊，

許庭豪.許晉豪.許文豪，郭鳳鳴，陳瑞文，

湯淺愛心會，鄭木欽，魏綾

1,400
邱英睿

1,300
侯秀鳳，廖雪喬

1,200
郭志群.郭志帆.郭秋婷.施竣傑，蔡朝陽

1,100
杜奎樂.杜家豪，劉晏均

1,020
郭冠麟

1,000，丁昶升，丁鵬仁，孔元生，方皖君，

王玉燕，王育程，王宗太，王宗寶，王恭新，

王陳阿滿，王惠茹，王綿，王錦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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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佳福工程，江宗達，江隆輝，何金英，

何肇浩，吳再來，吳圭酌，吳杏顏，吳欣翰，

吳淑銀，吳雪娥，吳智輝，吳雅惠，呂承豐，

呂學尚，呂鶯莉，宋麗珠，巫翠花，李玉琥，

李孟儒，李怡安，李金城，李秋冬，李秋雲，

李美玲，李淑真，李雪紅，李墻，杜素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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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鳳雪，屈吟儀，

岳池有限公司，易仲良，易定華，林子硯，

林永德，林佑珊，林志龍，林秀珠，林育安，

林周淑清，林芸如，林岦霆，林亭妤，林信義，

林威祐，林禹岑，林美華，林家毓，林高賢，

林湘峰.林湘傑.林相慶，林毓宸.林昱霖，

林煒恩，林樹松，林耀宗，林耀駿，

況格企業有限公司，邱俊榮.邱昭傑.邱千銜，

邱昭憲.邱桂美，邱偉賢，邱清松，邱膺珍，

侯星良，卻詩馨，姜宗成，姜添福，姜皓文，

姜禮爐，姚玉英，姚俊安，封秋南，柯淑芬，

洪士庭.洪子原，洪坤和，洪國敦，紀語羚，

胡台貞，凌君緣，唐瑞梅，孫嘉晨，

峻誼不銹鋼工程有限公司，徐振誠.徐振中，

徐凱威，徐慧婷，振久鋼鐵有限公司，殷匡佐，

馬碧桃，高立翰，張文玲，張方溶，張永學，

張仲豪，張吳米，張秀華，張美惠，張珮綺，

張詩展，張靖昊，張嘉瑜.張家毓 ，張蕋，

啟眾慈善會，曹哲寧，梁乃蓁，梁傑勤，

祥鼎興業有限公司，莊友銅，許志明，許芝穎，

許雅婷，連淑美，郭玟伶，郭淑珠，郭連惠蘭，

郭進財，郭漢邦，陳乃華，陳月玲，陳正弘，

陳志銘，陳秀敏，陳秀蘭，陳良明.陳林秀娥，

陳亞莘.陳苙恩，陳宛萱，陳怡君，陳松李，

陳亮宏，陳冠廷，陳施淑貴，陳星宇，陳柔云，

陳美潔，陳郁萍，陳倖玫，陳晉慧，陳素月，

陳淑美，陳淑滿，陳雪蘭，陳惠珠，陳景霖，

陳智雯，陳瑞萍，陳萬興，陳萱　，陳穎萱，

陳叡泓，陳薪卉，陳鍾山，陳豐田，陳麗凰，

傅明慈，彭彥慈.彭乾育，曾妙鈴，曾怡禎，

曾美女，游婉妙，賀楷晴，賀楷鈞，

雅荃鞋業有限公司，馮之蕊，黃如芳，黃志耿，

黃明貴，黃品雯，黃思涵，黃思群，黃美華，

黃素珍，黃紹炳，黃暐翔，黃榮宗，黃遠梅，

黃鳳嬌，黃鄭月雲，匯勝實業有限公司，

愛心功德會，新竹市中央獅子會 吳芳錫，

楊永輝.蔡素月，楊明理，楊邱玉葉，楊家蕙，

楊淑華，楊景櫻，溫世名，萬彩玲，

蒂欣有限公司，葉冠廷，葉建良，葉敏雅，

葉陳幸，葉雲田，葉靜惠，詹林梅，賈智安，

鄒怡堅，雷佳珍，雷佳慶，趙麗蓮，劉千嘉，

劉白江.莊玉娥，劉志信.劉丁熒.劉彥廷.劉人瑋，

劉信義，劉幽蘭，劉恬佑，劉素真，劉福生，

劉臻玲，劉寶有，潘慧君，蔡文玲，蔡亭玉，

蔡茂岳，蔡英嬌，蔡詠聿，蔡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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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鄭旭媚，鄭明昌，

鄭美琴，鄭亘圻，盧永勝，盧翠菁，蕭荊珍，

蕭銘君，薛佩芬，薛佩玲，謝玉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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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素琴，簡懿杏，顏其政.
李玉惠，蘇佩君，蘇雅惠

900
石志恆，林金璋

800
白純宜，吳蘭香，李佑麟，李陳玉華，周雅琪，

林淇妍，曹瀚權.曹瀚宇，郭佳益，陳國瑞，

陳瑀婕，葉進仲

750
莊淑麗，郭俊宗，廖崇智

700
王水山，王怡文，成功大第管理委員會 蕭琇之，

吳宏志，吳志強，李仁智，周大鈞

669
聚財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600
士鴻實業有限公司，仲品瑄，仲品叡，向麗潔，

李相瑄，李凌漢.賴淑賢.李金佩.賴金志.涂彥宇.
林俊，周育霆，周敦筠，林啟武，林富榮.
林香君.林朝儀.李玉�劉宣均劉品蘴 ，袁國忠，

高雅萍，莊正水.何莉莉，許雅婷.許晏彰，

陳世杰，陳孝先，陳芊卉.陳芊凱，陳冠州，

陳美言，陳韋如，曾雪惠，游謝素英.游正吉，

黃一信，黃思維，管春燕，蔡宗宏，蔡俊雄，

蔡聰達，鄭伊婷，鄭美英，謝采伶

515
羅林春霞

500
人生愛心會，尹紹齊，方榆斐，王吉中，

王明珠，王威強，王美玉，王美慧，王姵淳，

王國賢，王淑美，王章丞，王惠瑗，王麗燕，

王馨，生展機器有限公司，白淑姿，白淑媛，

伍明得，朱立華，朱佩雯，朱彥魁，朱家亨，

朱振奇，江素瓊，何瑁鎧，吳宇倫，吳坤芳，

吳信德，吳秋燕，吳若麟，吳梅，吳淑娥，

吳淑豊，吳進南，吳麗秀，呂育芬，呂其穎，

呂亭誼，呂雪鳳，呂麗嬋，巫國雄，李正助，

李百燕，李依儒，李妮悁，李宗翰，李金鴻，

李政道，李美足，李美誼，李祐誠，李屠慧君，

李淑惠，李陳金枝，李雲光，李蕙如，李錦芳，

李韻柔.李幼群，李麗鳳，汪彥甫，周秉毅，

周俞汎，周建炎，周庭瑄，周敬軒，周毓華，

周鄭芳，孟繁佳，屈保誠，岳安台，林宇晨，

林何阿柑，林妙芬，林志謙，林沛彤，林佳宜，林明

磁，林金聲，林南村，林思語.林冠言.
許宸瑋，林峻寬，林晏伃，林珠，林珪鈺，

林國峰，林淑珠，林淑惠，林淩慎，林惠津，

林雅卿，林筠芯，林裕卿，林麗卿，邱安言.
邱品睿，邱秀美，邱鈺鈴，姚尚佑，姚國程，

姚竣鎧，施仲信，施禹孝，施禹彤，施銘鏞，

洪友蓮，洪少蓁，洪玉梅，洪吉真，洪玫珮，

洪培元，洪梓默.洪君妮，洪傳景，洪慧青，

紀柯金鳳，紀庭蓁，紀淑惠，胡芝綾，胡祐昕，

革安企業有限公司，倪赫擎，孫嘉隆，徐于惠，

徐文展，翁仁宗，翁淑珍，翁陳玉霞，翁儷瑄，

馬郁婷，馬淑惠，馬富華，高慧娟，高耀村，

康嫩娜，張立彥，張承洋，張家漪，張家齊.
張家瑞，張展文，張敏裕，張盛雄，張郭月珠，

張雅惠，張雯琇，張琬勤，張鈴凱，張麗珠，

梁美昭，梁潔瑩.梁瑋晴，莊凱茵，許世賢，

許宇萱，許君琪，許秀梅，許育嫺，許明華，

許松雲，許英琴，許淑貞，許淑靜，許蕙蓉，

郭志明，郭嘉駿，陳才，陳王碧蓮，陳世杰 ，
陳永儒，陳玉珠，陳任璿，陳育真，陳明達，

陳治爾，陳保穎，陳俊仁，陳品穎，陳奕瑞，

陳柏誠，陳柏翰，陳祉妤，陳美霜，陳英信，

陳重郡，陳桃，陳素惠，陳素蓮，陳淑，陳淑惠，

陳裕彰，陳銘淵，陳德旺，陳燕誠，陳蕙娟，

陳麗文，章修琪，傅正謙，傅有慈，傅珮文，

彭守謙，彭家銘，曾阿琳，曾美珠，曾淑媛，

游喬富，黃士庭，黃仁安，黃佩雲，黃信榕，

黃品超.黃品瑜，黃美華，黃偉涵，黃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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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榕光，

黃福華，黃德文，黃蔡碧秋，黃馨儀，黃烱家，

楊淳米，楊琇惠，楊凱茗，楊博盛，楊竣傑，

楊慧凌，楊謹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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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世森，廖玫慧，廖寶忠，趙芸湘，趙彥淵.
趙凰君，劉小芬，劉少民.徐素芳，劉交，劉秀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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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秀琴，

蔡函希，蔡宗展，蔡幸言，蔡閎恩，蔡夢吉，

蔡慧玲.項光照.項育棠.項娉甄，蔡輝龍，蔡學憲，

鄭少禎，鄭君浩，鄭梅花，鄭翰聰，蕭啟裕，

蕭福欽，賴宜青，賴玟君，賴奕君，駱瑩，

謝孟真.魏建家，謝宗燕，謝欣燕，謝禎芳，

謝寶瑩，鍾宇虹，鍾孟伶，鍾麗君，簡碩彥.
簡碩賢，藍美紅，顏朝發，魏皙，羅翊宸，羅翊寧，

譚宇智，蘇志超，蘇素樺，蘇曉芬，凃雅琇

450
孫淑萍

400
王振宇，王振亞，全家福，吳文智.吳育瑄.吳昱

緯.
張美惠，吳青津，吳家慶.曾淑雅.吳貞頤.吳秉

軒，

李昱葶，李潓菁，林義忠，施凱文，施瑞展，

紀良育，紀佩汾，紀龍年，許筑筌，陳美雪，

陳雅姿.陳福榮，黃裕惠，楊鈞顯，楊繡瑛，楊

謨，

蔡兆傑，蔡兆翔，蔡義明.蔡林金足，鄭碧珍

.鄭陳寶換.周天琦，薛慧如，謝式淵，蘇珊珊

300
三寶弟子，王亦萱，王佩穎.王儷穎.王博賢，

王雨涵，王俊焜，王淇，王惠瑩，王靖淳，王端

勇，

史文淵.史冠智.許文惠，何育家，利富松，吳江

河，

吳佳蓉，吳明璋，吳明謙，吳芸姍，吳昭輝，

吳飛震.吳佳倩.王玉珍，吳智家.吳亞霓，吳榮

燦，

吳戴蘭，呂苡溱，李玉詩，李沈鶯月，

李宛諭.李旻軒，李承泰，李奕翔，李思筠，

李盈瑩，李盈禛，李國屏，李淑玲，李華嚴，

李維杰，汪子鴻.汪威任，林子超，林伯軒，

林伯鴻，林明彥，林芝如，林泑蓉，林家賢，

林祐嫻，林素瀅，林婉歆，林梅嬌，林湛悅，

林雅珮，林鈺勳，林麗珠，俞俊菁，姜耀勝，

施素青，施鈺珣，柯沛瑜，洪崇益，洪崇耀，

洪靖民，洪鼎傑，洪儷恩，范聿瑄，范蘭文，

徐翠瑩，徐慧君，留彥琳，翁麗卿，高秀琴，

高秀絨，高秋娟，高惠君，高維妡，涂馨予，

張加添，張立明，張秀鵲，張洛嘉，張美瑩，

張凌姬，張哲維，張晉瑋，張晏誠，張國藩.
張博閎，張陳碧雲，張慧雪，張諒義，

張錦標.簡阿綢.張力友，張錦穆.簡阿綢.張力友，

張瓊月，張羅秋妹，張麗華，曹明春，曹美妙，

曹祖綦，梁仁有，許雅燕，連敏惠，郭妙婷，

郭筱佳，郭適熏 ，陳玉菁，陳佑庭，陳佑軒，

陳佳伶，陳宜菁，陳尚彬，陳怡君，陳明裕，

陳金盈，陳彥君，陳竑宇，陳朝保，陳湘楹，

陳舜美，陳進裕，陳雅馨，陳皚珊，陳緗蓉，

陳臆仁，曾旭宏，曾南海，游素貞，游義煌，

無名，馮馨慧，黃玉燕，黃伊君，黃先生，

黃安亮，黃羽�，黃明旋，黃郁玲，黃郁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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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啟銘，楊月雲，楊旭甲，楊金泉，楊喬伊，

楊游罔市，葉芷君，詹人傑，詹瓊華，

廖文慶.廖誠佑.廖恩榆，廖惠美，廖憶華，

廖麗玉，裴旭剛.裴向洳，趙芷吟，趙若薔，

劉仲禮，劉廷威，劉宗霈，劉昱成.劉立彬.
劉立婕，劉昱潔，劉雅君，劉憶蓁，劉璟琪，

潘冠瑄，潘薇如，蔣壽元，蔡宜珊，蔡幸芝，

蔡建富，蔡彩月，蔡適謙，衛竹娟，鄧汝康，

賴雲憓，謝依廷，謝植安，鍾梅芳，鍾翊瑄，

顏泓暉，顏崇儀，羅玟慈，羅美蓮，羅貴春，

羅韻華，嚴淑惠，蘇佩瑜，蘇昱君

250
丁元棋，丁嘉慧，余奇恩，吳芝瑩，李文光，

李雅文，卓睿鋐，郭亮靈，陳正斌，黃宣淵，

黃凱莉，楊陳鳳英，劉太綢，劉碧涵，蔡雅芳，

鄭睿彬

220
張瑞珍，200，方仁宏，方仁駿，方威仁，

方晴薇，毛仁甫，王仁妤，王永英，王奕婷，

王昭文，王玲玲，王美玲，王惟政，王啟印，

王惠渟，王詠德，王順玄，仝汶婷，仝哲宇，

全家福，朱明宏，朱晉德，朱進財，江林碧桃，

江芮瑜，江茂聰，江惠容，江襼芸，余偉誌，

余紫瀅，吳乙萱，吳乙寬，吳玉惠，吳守逸，

吳志鴻，吳李軍，吳佳芬，吳佳嬛，吳東霖，

吳玲雅，吳英花，吳貞瑩，吳悅慈，吳庶光，

吳淑如，吳貴彬，呂孝文，呂佩恩，呂信宏，

呂姿瑩，李秀苙，李佳珍，李佳樺，李佩穎，

李念徽，李怡慧，李欣宜，李冠蓉，李垣漢，

李宣慧，李美蓉，李淑貞，李蕭美桃，李蘇介，

沈鈺軒，沈麗花，品樺，阮榮敏，卓知諭，

昇仁文理補習班-黃珮瑄，林玉青，林志鴻，

林沛囷，林秀芬，林怡萍，林昕儀，林芬蘭，

林青褣，林亭郡，林俞汎，林奕男，林彥儒，

林施實，林泉養，林倩如，林修雅，林家吟，

林家陽，林晏資，林國鼎，林斐文，林煥宗，

林瑞哲，林詣婧，林碧玫，林翠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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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博仁，

柯俊良，段宏勳，洪美如，胡文泉，胡運琦，

徐苑萍，徐薪惠，財億庭，高若蓁，張千敏，

張宏嘉.張義豐，張宗瑞，張岱萍.張龔梅枝，

張芸瑋，張芷榕，張郁偉，張智翔，

張趙碧英.張鐘.張美玲.張志忠，張慧貞，

梁淑華，莊秀玲，莊詠懿，莊進靈，許字宏，

許秋子，許婷，許惠晴.許家碩，許萸晶，

許傳瑋，許瀞方，郭信銘，郭彥廷，陳秀娟，

陳佳靜，陳明琴，陳玟邑，陳奕勳，陳威廷，

陳宥儒，陳建富，陳柏元，陳美美，陳若宸，

陳浩軒.陳詩婷.洪淑如.陳志郎.陳浩瑋，陳真菁，

陳素瓊，陳意昌，陳慈妮，陳毓峰，陳慧君，

陳慧娟，陳慧潔，陳慧儒，陳曉芬，陳燕慧，

陳麒文，陳綉雲，章賢哲，單華瑾，曾子瑀，

曾群翔，游淑貞，游賴綿，辜正宇，黃子芩，

黃小貴，黃月霞，黃秀玉，黃偉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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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元欽，楊共榮，楊育霖，楊阿國，

楊珩嘉，楊淑汝，楊淞尹，楊惠媛，楊朝安，

楊硯淳，楊舒涵，楊鳳鈴，楊麗君，葉小瑩，

葉志偉.王美燕，葉昱妘，葉軒甫.葉晏廷，

詹益瑄，鄒雅惠，廖映蘭，廖韋晴，廖貴鈞，

管國棟，趙啟棟，劉小翠，劉玉鈴，劉東兄，

劉金，劉姿吟，劉宥均，劉彥辰，劉淑娟，

劉莉莉，劉靚，潘麗惠，蔡志宏，蔡和錦，

蔡宜芬，蔡明妤，蔡芬玲，蔡振村，蔡淑情，

蔡涵伃，蔡竣宏，鄭明通，鄭惠婷，鄭銨慶，

鄧秋原，賴錦生，錢鳳生，謝明光.陳秀靜，

謝明成，謝清忠，謝陳麗，謝雅雯，謝蕎伊，

謝麗美，鍾宇麟，鍾呈慈，簡吳美珠，簡翠萍，

顏中秋，魏滿祝，羅淑萍，羅麗如，蘇傳易，

蘇傳倫，顧訓娟

168
劉國州

150
丁千惠，朱浩碩，吳慧娟，李淑媛，卓桂珠，

陳美華，陳淑芬，陳麗華，蔡采吟

119
林玉娟

100
仇愛華，王宇涵，王妊允，王亮子，王威凱，

王珮珊，王偉峻.王晨祐，王國華，王朝民，

王意程，王盟雄，王靖婷，王碧玉，丘靜，

田佳燕，田姍姍，石宛如，朱盈，江吳勉，

江美珍，江翊甄，何沛勳，何品毅，余翊鳳，

吳佳芳，吳俊昇，吳宣衡，吳玲芳，吳秋月，

吳素瓊，吳豐鎰，吳麗珠，呂志誠，呂晉頡，

呂珮慈，呂銘輝，宋芝瑜，李文連，李文寶，

李玉霞，李秀卿，李依穎，李宜璇，李宜儒，

李宜勳.馮鑑昌，李明芳，李金蓉，李柏樟，

李珮筠，李珮筠，李偉豪，李嘉玲，李靜萍，

沈志強，辛文孝，辛明容，周勵輝，孟采穎，

屈慶祥，

昇仁文理補習班Wendy英文國一全體師生，

昇仁文理補習班高中部，

昇仁文理補習班詠昇社會，

昇仁文理補習班講義輔導組，林千孌，林永河，

林志卿，林秀玟，林金鍊，林保吉，林俊銘，

林冠吉，林奕夆，林宥均，林美麗，林韋君，

林飛宇，林振義，林秦羽，林惠美，林廉博，

林暉敏，林楠桂，林睿承，林蕙平，邱旭弘，

邱芳妤，邱奕函，邱振祐，邱啟軒，邱瑞緣，

邱靖心，邱福春，邱曉薇，邱鎮國，施麗月，

柯家程，洪于婷，洪子淵，洪天賜，洪信雄，

洪秋琪，洪常崇，洪敏齡，洪詠欽，洪煜欽，

紀雅玲，胡志強，范庭瑄，唐彗鈞，孫偉文，

徐慧渝，高家信，張巧蓉，張平岳，張光明，

張安恬，張明珠，張美虹，張珈瑉，張原瑜，

張家琪，張雯珈，張雯琇，張雯瑜，張嘉琪，

張簡阿綢.張錦標.張力友，梁文騰，梁秀惠，

梁美子，梁詩敏，莊承錦，許勻瀞，許文勝，

許台叡，許家綸，許書璇，許凱媜，許皓睿，

許超，許瑞妮 ，陳宇陞，陳志力，陳孟玉，

陳怡如，陳怡佳，陳怡芬，陳亭安，陳品軒，

陳思齊，陳映如，陳柏憲，陳美津，陳梨嬌，

陳雅亭，陳雅韻，陳瑛琴，陳葦菱，陳詩煢，

陳儀瑄，陳蕙芳，陳鐸文，陶惠婷，傅台生，

彭禹喬，彭景翔，彭湘澐，彭聖喬，彭麗芬，

曾仁柯，曾百慶，黃永寬，黃秀琴，黃忠偉，

黃宥叡，黃宥薰，黃春益，黃昱仁，黃洪清月，

黃美枝，黃振堂，黃凱莉，黃雅玲，黃燕菁，

楊志仁，楊書閔，楊淑年，楊彭寶珠，楊雅欣，

楊騏睿，楊寶鳳，葉昭吟，董坤典，詹淑棉，

詹麗華，廖偉傑，管曉娟，劉人熏，劉心瑋，

劉宇軒，劉宇婕，劉秀錦，劉育成，劉明昌，

蔣春玫，蔡秀媛，蔡美蓮，蔡荏堯，蔡淑玲，

蔡淑貞，蔡惠閔，鄭弘，鄭宇成，鄭宇宏，

鄭安婷，鄭志祥，鄭昌仁，鄭春金，鄭泉生，

鄭凱謙，鄭晴芸，鄧武雄，盧怡如，蕭淑芬，

蕭創仁，蕭繼廷，賴江泉，賴秀惠，賴秋伶，

賴美華，戴美裕，謝秉宸，謝阿甜，謝碧琴，

簡秀芬，簡春永，簡郁恩，簡淑芬，簡惠玲，

簡義銘，闕心茹，顏妘夙，顏品涵，顏淑鳳，

蘇文祥，蘇旭民，蘇叔君，蘇瓊華，龔敦卿

50
李昆泰，李明宏，李家賢，林毅華，鄭淑勻，

龔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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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10月

捐 款 徵 信 錄

100年11月

捐 款 徵 信 錄

100年12月

捐 款 徵 信 錄

101年1月

捐 款 徵 信 錄

100,000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50,000
林資淵，張月華，趙永毅

30,000
浜中松琴工業有限公司

24,800
黃教榮

20,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黃淑聆，羅秀月

15,000
張偉誠，賴素美

12,503
台新銀行無名氏

10,010
戴鄭錦鈿

10,000
王姵勻，吳桑本，洪湘洆，

皇家國際運通0608品酒團，許瑞茂，

崴秀多媒體行銷有限公司，馮蕾諭，

豪宬國際有限公司，趙明仁

9,000
裴煒光

6,000
許哲毓，游秀涵，謝文蕙，蘇龍華

5,000
王慧蓉，台北市美生慈壇社，林慧珍，

洪吳盈華，泰新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素卿，許富強，郭明貞，陳金富，曾文嫈.
游志聖，楊皓羽，廖紜斳，劉維貞，蕭中庭，

蕭修彥，蕭瑜，蘇惠慈

4,000
王高慶，翁經楷.翁維楷，謝語容，

財團法人添安文教慈善基金會，陳玉花

3,500
王佳源

3,289
乘風

3,100
無名氏

3,000
王寶麗，呂瑞麟，李阿香，李淑娟，孟倢宇，

林敏雄.藍阿文，林湘秦，邱美玲，

品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柯秋梅，凌蘊蓉，

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高惠芃.高紀安.盧羽芳.
高子斌，涂春好，陳昭佑，陳美娟，陳添財，

順德木業有限公司，黃月裡，興美壓克力行，

戴菊芳，謝春猛，謝淑姶，羅惠蓉，蘇德展

2,900
三寶弟子眾等

2,500
徐蔚泓，黃英彥，趙瑞

2,200
邱慧玟，陳石仙觀.陳裕憲，蕭經惠

2,050
施克忠

2,040，
廖宗倩

2,020
施竣耀.施香安

2,000
王志平，王見元.賴姿曄.王暄銘.王紹睿，

王思涵，王寶雲，台鹽慈愛社，石淑華，

全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朱翁駒，余怡蓉，

吳季謙，吳明坤，李銘芝，奇磊股份有限公司，

林春福，林娟姬，林添財，邱國桐，邱連發.
蘇麗英，姜雍漳，柯思如，范姜親美，張文欽，

張晏碩，張逸民，張麗玲，曹子庸，梁賽芳，

祥鼎興業有限公司，許芝綾.江素娥，許修華，

郭巧玲，郭正文，郭麗芬，郭繼儀，陳冠蓉，

陳建安，陳建茗，陳政宏，陳淑貞，傅玉寶，

曾子庭，曾丹鳳，賀維中，黃淑如，

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楊永輝.蔡素月，

楊娟娟，楊惟竣，楊雅惠，楊夢瀛，經森，

葉仲姮，鼎正有限公司，廖祥富，劉威麟，

劉淵銘，劉錦福，蔡亭玉，盧敏雄，謝全明，

韓誠平.陳淑菁，蘇文欣

1,800
文翠绣

1,688
王聰霖

1,600
張謀定

1,500
李夜開.曾資雅，林玉津，戚珮珊，許庭豪.
許晉豪.許文豪，陳瑞文，湯淺愛心會，鄭木欽

1,300
侯秀鳳

1,200
仲品瑄，仲品叡，吳家麟，郭志群.郭志帆.
郭秋婷.施竣傑，陳碩仁，黃惠珍，黃惠婷，

歐素吟

1,100
林宇晨，劉晏均

1,062
王巧孟

1,050
李俊達，廖雪琇

1,000
丁俊宏，丁鵬仁，人生愛心會，孔元生，

方皖君，王玉燕，王宗太，王宗寶，王姵婷，

王恭新，王陳阿滿，王惠茹，王群昇，王薇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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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濟安，

安爵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朱容瑩，江宗達，

江隆輝，牟顯玫，何金英，何肇浩，吳再來，

吳圭酌，吳杏顏，吳佳錡，吳智輝，呂承豐，

呂學尚，宋秋凰，宋麗珠，巫翠花，李玉琥，

李孟儒，李怡安，李承宗，李明峰，李金城，

李宥萱，李秋雲，李美玲，李素靜，李淑芬，

李淑真，李雪紅，李墻，杜素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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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青燕，

岳池有限公司，易定華，林子硯，林永德，

林志龍，林沐柔，林育安，林育美，林周淑清，

林亭妤，林信義，林冠伶，林禹岑，林家毓，

林淑敏，林淑添 ，林詩恩，林睿福，林緒禔，

林鳳天.林何阿琴，林燈賢.楊秀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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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玉英，姚俊安，

封秋南，施妍伶，施淑沁，洪坤和，洪芳怡，

洪淑絹，洪砞汶，胡泉鑑.胡銘顯.胡育誠，

唐瑞梅，孫益君，孫聖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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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蔡秀賢，

高立翰，康文燕，張文玲，張方溶，張吉宏，

張美智，張珮綺，張詩展，梁乃蓁 ，莊明山.
張惠瑜.莊曜華.莊婕希，許志明，許家豪，

許恩齊，許智婷，許雅婷，連金芬，連純敏，

郭虹冰，郭淑珠，郭進財，陳一枝，陳乃華，

陳文正，陳文翊，陳月玲，陳世文，陳正弘，

陳佑鑫，陳志明，陳秀敏，陳秀蓁，陳良明.
陳林秀娥，陳宛萱，陳怡君，陳松李，陳欣玫，

陳雨欣，陳亮宏，陳冠廷，陳奕雯，陳施淑貴，

陳昱儒，陳柔云，陳柏志，陳炳川，陳美玲，

陳美潔，陳晉慧，陳高發，陳淑美，陳惠珠，

陳景霖，陳智雯，陳瑞萍，陳萱�，陳鳳仙，

陳緹冷，陳豐田，傅明慈，傅蘭妮，彭彥慈.
彭乾育，彭秋鴻，曾妙鈴，曾怡禎，曾美女，

曾梅招，曾翠萍，善德功德會，賀楷晴，

賀楷鈞，黃光枝，黃如芳，黃志中，黃治中，

黃建綸，黃美華，黃素珍，黃聖修，黃榮宗，

黃鳳嬌，黃薰儀，新竹市中央獅子會 吳芳錫，

楊水銓，楊明理，楊林阿夏，楊家蕙，楊馬財，

楊淑華，楊景櫻，楊隆傑，楊黃柳，楊璨銘，

蒂欣有限公司，葉建良，葉敏雅，葉陳幸，

葉惠鳳，葉雲田，葉靜惠，詹淨貞，詹薇，

賈智安，雷佳珍，雷佳慶，隗渼蓁，廖惠珠，

廖燈科，趙文財，趙麗蓮，劉文霖，劉白江.
莊玉娥，劉志信.劉丁熒.劉彥廷.劉人瑋，

劉佳和，劉信義，劉幽蘭，劉建良，劉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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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臻玲，劉寶有，潘慧君，蔡文玲，蔡宗樂，

蔡茂岳，蔡英嬌，蔡碧茹，蔡錦川，蔡麗秀，

諸羿瑄，輝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鄭旭媚，

鄭明昌，鄭阿招，鄭美玲，鄭益芳.黃喬筠，

鄭亘圻，盧翠菁，蕭荊珍，蕭銘君，蕭燕桃，

賴政傑，薛佩芬，薛佩玲，謝玉燕，謝秋闕，

謝美玲，謝堅，謝瑩蓁，謝蕙如.謝孟宸.
謝勝治.陳雪娟.謝蕙鍈，鍾芷芸，簡懿杏，

蘇宥慈，蘇素樺，蘇彩鳳，蘇雅惠，蘇鄭英瑩，

龔美霓，凃友忠

900
林秀真，黃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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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鼎華，陳瑀婕，

曾世濬

750
李玉蘭，郭俊宗

700
王水山，王怡文，吳宏志，吳志強，李仁智，

周大鈞，鄭張月，譚貞薇

660
李彥勳

631
鹿港廠原料股同仁

600
士鴻實業有限公司，吉美金有限公司，余麗琴，

吳伊婕，李相瑄，周敦筠，林思鳳.黃瑞南，

林裕平，袁國忠，高雅萍，陳孝先，陳志雄，

陳芊卉.陳芊凱，陳冠州，陳美言，陳韋如，

陳筱梅，陳麗華，游謝素英.游正吉，黃一信，

黃思維，劉玉婷，歐陽雯，蔡宗宏，蔡俊雄，

蔡慧玲.項光照.項育棠.項娉甄，蔡聰達，鄭伊婷

謝彤嬣，謝明芳，謝采伶，蘇品瑗

520
黃鉦琦

515
羅林春霞

500
大東寰科技有限公司 吳吉田，不具名，王吉中，

王明珠，王威強，王美玉，王美慧，王姵淳，

王國賢，王章丞，王惠瑗，王麗燕，王馨，

生展機器有限公司，田震凱，白淑媛，石王含笑，

石志恆，伍明得，吉來星光，朱立華，朱佩雯，

朱彥魁，朱家亨，朱振奇，江素瓊，何杰珉，

何瑁鎧，吳育勝.吳展丞，吳坤芳，吳幸娟，

吳信德，吳秋燕，吳梅，吳淑娥，吳淑豊，

吳進南，呂育芬，呂其穎，呂亭誼，呂雪鳳，

呂鳴源，呂薰芳，宋森雄，巫國雄，李世仁.
謝明君.李家豪，李幼群.李韻柔，李正助，

李秀美，李妮悁，李宗翰，李金龍，李金鴻，

李政道，李秋冬，李美足，李美誼，李凌漢.
賴淑賢.李金佩.賴金志.涂彥宇.林俊，李屠慧君，

李淑惠，李陳執，李雪霞，李雅涵，李蕙如，

李錦芳，李證宏，周秉毅，周俞汎，周建炎，

周柏澔，周庭瑄，周毓華，周鄭芳，孟憲鎧，

孟繁佳，尚秉孝，屈保誠，岳安台，林沛彤，

林宗翰，林承志，林明磁，林欣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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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珪鈺，林國峰，

林淑珠，林淩慎，林惠津，林舜卿，林雅卿，

林裕卿，林翠淑，林麗卿，林麗珠.張雅筑，

邱安言.邱品睿，金家聰，姚尚佑，姚長鑫，

姚國程，姚竣鎧，姚貴林.李麗珠，施仲信，

施禹孝，施禹彤，施銘鏞，柯宇恬，柯宜姍，

洪友蓮，洪少蓁，洪吉真，洪培元，洪婉婷，

洪梓默.洪君妮，洪意茹，洪慧青，紀柯金鳳，

紀庭蓁，紀淑惠，胡芝綾，胡楊梅，范光煊，

范明華，革安企業有限公司，倪憨，孫啟仁，

孫嘉隆，孫翠蓮，宮尚言，徐于惠，徐文展，

徐鴻基，翁仁宗，翁淑珍，翁陳玉霞，翁儷瑄，

馬郁婷，馬淑惠，高玉玲，高慧娟，高耀村，

張立彥，張如君，張承洋，張美質，張羿玄，

張家漪，張展文，張素華，張敏裕，張盛雄，

張雅惠，張琬勤，張麗珠，梁潔瑩.梁瑋晴，

莊佩忻，莊凱茵，許世賢，許宇萱，許君琪，

許秀梅，許育嫺，許幸仙，許明華，許松雲，

許英琴，許淑貞，許淑靜，郭志明，郭信銘，

郭哲睿，郭凱維，郭嘉駿，陳少玉，陳世杰，

陳正賞，陳永儒，陳玉珠，陳任璿，陳如儀，

陳明達，陳保穎，陳俊仁，陳品穎，陳奕瑞，

陳威榮，陳彥肇，陳柏誠，陳祉妤，陳英志，

陳英信，陳重郡，陳桃，陳素春，陳素惠，

陳素蓮，陳烜明，陳國瑞，陳啟明，陳淑，

陳淑惠，陳粘梅雀，陳裕彰，陳銘淵，陳德旺，

陳慧真，陳燕誠，陳蕙娟，陳藍英，陳麗文，

章修琪，傅正謙，傅有慈，傅珮文，彭守謙，

曾阿琳，曾炤人.曾以耕.曾一桓，曾美珠，

曾淑媛，游如蓮，游淨雅，游喬富，無名氏，

黃士庭，黃文妍，黃佩雲，黃明松，黃炎輝，

黃信榕，黃品超.黃品瑜，黃偉涵，黃清花.
洪崧鎂.蘇一泉，黃陳梅妹，黃雪貞，黃媛淑，

黃曾吟梅，黃棟樑，黃雯雀，黃溫梅，黃瑞初，

黃福華，黃銘宏，黃德文，黃議德，楊佩芬，

楊冠廷，楊祐瑄，楊淳米，楊琇惠，楊凱茗，

楊慧凌，楊鄭連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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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美雲，廖若軒，

廖寶忠，彰銀網路無名氏，趙芸湘，趙韻瑄，

趙麗玲，劉小芬，劉少民.徐素芳，劉正宗，

劉秀媛，劉芊忏，劉美玲，劉麗美.陳錦祥.

劉蔡淑女.陳宣志.陳葦芸，

模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潘姿妤，

瑩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蔡志雄，蔡秀琴，

蔡佳蓉.蔡佳樺，蔡函希，蔡宗展，蔡幸言，

蔡欣璇，蔡舒丞，蔡學憲，蔡蕙如，鄭少仲，

鄭少禎，鄭君浩，鄭志偉，鄭梅花，盧秉豐，

盧星全，蕭元鵬，蕭振源，蕭啟裕，賴玟君，

賴奕君，駱瑩，謝欣燕，謝禎芳，鍾宇虹，

藍美紅，顏彩霞，顏朝發，魏皙，羅翊宸，

羅翊寧，羅壽華，譚宇智，蘇志超，蘇姿玉，

蘇柏融，蘇惠珠，蘇曉芬，凃雅琇

450
孫淑萍，廖崇智，廖雪喬

400
任學忞，吳文智.吳育瑄.吳昱緯.張美惠，

吳家慶.曾淑雅.吳貞頤.吳秉軒，宋治忠，

李建德，李陳玉華，李潓菁，林子雲，林昱呈，

林柳臻，林桂煌，林淑富，林瑞菊，林寶蓮，

施瑞展，紀良育，紀佩汾，紀龍年，張錦標.
簡阿綢.張力友，許軒慈，許筑荃，連士瑋，

連家財，連靖，郭怡玲，陳怡仁，陳雅姿.
陳福榮，陳麗蓉，游曉君，蔣昭正，蔡玉鳳.
洪語禪.洪順富.洪晟峻，蔡兆傑，蔡兆翔，

蔡義明.蔡林金足，薛慧如

305
郭姿岑，郭貞妤

300
小丑魚的店，王亦萱，王佩穎.王儷穎.王博賢，

王雨涵，王俊焜，王淇，王惠瑩，王靖淳，

王端勇，史文淵.史冠智.許文惠，朱建華，

何育家，吳江河，吳佳蓉，吳明璋，吳明謙，

吳芬蘭，吳芸姍，吳昭輝，吳飛震.吳佳倩.
王玉珍，吳智家.吳亞霓，吳榮燦，呂苡溱，

宋美盛，李玉詩，李沈鶯月，李宛諭.李旻軒，

李承泰，李奕翔，李思筠，李盈瑩，李盈禛，

李國屏，李張菊，李淑玲，李華嚴，李維杰，

李瓊珍，周沂萱.周聖堯，林子超，林伯軒，

林伯鴻，林玟君，林芝如，林泑蓉，林家賢，

林祐嫻，林素瀅，林婉歆，林雅珮，林聖量，

林鈺勳，林麗珠，邱敬庭，俞俊菁，姜耀勝，

柯沛瑜，洪桂嵐，洪靖民，胡旭麗，范聿瑄，

夏建國，徐翠瑩，徐慧君，留彥琳，翁麗卿，

高秀琴，高秀絨，高惠君，涂馨予，張加添，

張立明，張秀鵲，張洛嘉，張美鈴，張美瑩，

張凌姬，張晉瑋，張晏誠，張陳碧雲，張慧雪，

張諒義，張羅秋妹，張麗華，曹明春，曹美妙，

曹祖綦，梁仁有，許雅燕，連敏惠，郭妙婷，

郭廷旭，郭筱佳，郭適熏 ，陳玉菁，陳立臻，

陳佑庭，陳佑軒，陳妍伶，陳佳伶，陳怡君，

陳明裕，陳玟潔，陳金盈，陳彥君，陳星伃，

陳柏翰，陳禹安，陳紀君，陳竑宇，陳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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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湘楹，陳筑琪，陳雅馨，陳皚珊，陳賢宓，

陳賢展，陳緗蓉，陳臆仁，曾旭宏，曾南海，

游素貞，黃伊君，黃安亮，黃羽�，黃郁玲，

黃啟銘，楊元欽，楊月雲，楊旭甲，楊佩龍，

楊昕蓉，楊金泉，楊喬伊，楊晴惠，楊游罔市，

楊豐嘉，萬芳汽車材料限公司-謝明豊，

詹人傑，詹淑裁，詹瓊華，廖文慶.廖誠佑.
廖恩榆，廖惠美，廖麗玉，裴旭剛.裴向洳，

趙若薔，劉宗霈，劉欣怡，劉昱潔，劉勝次，

劉雅君，劉憶蓁，劉璟琪，潘冠瑄，潘薇如，

蔣壽元，蔡宜珊，蔡幸芝，蔡林招.蔡金.
蔡麗華，蔡建富，蔡適謙，衛竹娟，鄭郭鳳，

鄭皓允，鄧汝康，賴雲憓，駱嘉鴻，戴鳴謙，

謝依廷，謝植安，謝鳳月，鍾梅芳，鍾翊瑄，

顏泓暉，顏崇儀，羅玟慈，羅淑萍，羅貴春，

羅韻華，嚴淑惠，蘇佩瑜，蘇昱君，蘇筠真

260
潘品樺

250
朱冠騫，朱昭洪，朱晉騫，李文光，李雅文，

卓睿鋐，孫益君，莊淑麗，許淑芬，陳正斌，

湯佳樺，黃宣淵，黃凱莉，黃暐翔，楊陳鳳英，

劉太綢，劉碧涵，蔡雅芳，鄭睿彬，盧芊卉 
205
郭冠麟，黃靖妤

200
方俊偉，方威仁，毛仁甫，王士銘，王仁妤，

王文忠，王永英，王如文，王汎熒，王昭文，

王玲玲，王美玲，王惟政，王啟印，王順玄，

仝汶婷，仝哲宇，朱明宏，朱倫賢，朱晉德，

朱惠安，朱進財，江林碧桃，江芮瑜，江品蓁，

江茂聰，江健仲，江惠容，江雲波，江襼芸，

余偉誌，余紫瀅，余雅涓，吳乙萱，吳乙寬，

吳玉惠，吳吉田，吳宇庭，吳守逸，吳志鴻，

吳李軍，吳叔靜，吳明樺，吳東霖，吳芝瑩，

吳阿雙，吳玲雅，吳貞瑩，吳悅慈，吳淑如，

吳詩宜，呂孝文，呂佩恩，呂銘輝，宋清玉，

李秀苙，李佳珍，李佳樺，李佩穎，李季娥，

李宜軒，李宜霖，李念徽，李怡慧，李林彩玉，

李松煙，李垣漢，李美蓉，李從慧，李黃麗淑，

李睿疄，李銀河，李麗玲.高裕信，沈鈺軒，

阮品樺，阮榮敏，周文政，周文英，季杰，

昇仁文理補習班講義輔導組，林千孌，林玉青，

林志鴻，林沛囷，林秀芬，林育如，林芬蘭，

林青褣，林俞汎，林奕男，林倩如，林修雅，

林家吟，林家陽，林晏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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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寶珠，邱力玟，

邱巧雲，邱梅芳，邱淳淳，邱瑞華，邱麗靜，

金瑞興企業有限公司，侯沛玲，姜博仁，

柯俊良，洪美如，洪錦和，洪麒濠，胡文泉，

胡運琦，徐苑萍，財億庭，高若蓁，高振章，

張千敏，張文馨.張文駿，張宏嘉.張義豐，

張宗瑞，張林解，張芸瑋，張芷榕，張郁偉，

張國藩.張博閎，張智翔，張趙碧英.張鐘.
張美玲.張志忠，張慧貞，梁淑華，莊秀玲，

莊庭熏，莊詠懿，莊進靈，莊劉幼，許字宏，

許婷，許惠晴.許家碩，許萸晶，許傳瑋，

郭雨新，郭彥廷，郭駿宏，陳玉釧，陳宏裕，

陳沛濚，陳秀月，陳秀娟，陳明琴，陳武雄，

陳玟邑，陳建富，陳美美，陳若宸，陳浩軒.
陳詩婷.洪淑如.陳志郎.陳浩瑋，陳真菁，

陳意昌，陳慈妮，陳毓峰，陳萬守，陳葉金，

陳慧娟，陳慧潔，陳慧儒，陳曉芬，陳燕慧，

陳靜賢.林修弘.林晉甫，陳麒文，陳寶年，

陳繼強，陳綉雲，單華瑾，曾子瑀，曾玉芬，

曾群翔，湯承澤，辜正宇，黃小貴，黃月霞，

黃玉珠，黃先生，黃怡璇，黃彩雲，黃清民，

黃清霞.黃晶皓，黃博志，黃博政，黃貴圓，

黃雅鈴，黃楷茵，黃雍然，黃椿屏，黃筱鈞，

黃鈺朋，黃憲智，黃錦雀，黃麗惠，黃曦緹，

塗錫輝，楊育霖，楊來春，楊松展，楊阿國，

楊淑怡，楊淞尹，楊陳溫言，楊惠媛，楊朝安，

楊硯淳，楊繡瑛，楊謨，葉小瑩，葉軒甫.
葉晏廷，廖建志，廖韋晴，廖偉丞，廖貴鈞，

彰銀無名氏，管國棟，劉小翠，劉育安，

劉東元，劉姿吟，劉宥均，劉彥辰，劉莉莉，

劉錦慧，潘冠東，潘麗惠，蔣尚廷，蔡和錦，

蔡宜芬，蔡明妤，蔡芬玲，蔡振村，蔡淑情，

蔡涵伃，蔡竣宏，蔡夢吉，鄭明通，鄭凱謙，

鄭惠婷，鄭銨慶，鄧秋原，賴殷琇，賴勝翔，

錢鳳生，謝明成，謝清忠，謝陳麗，謝蕎伊，

謝麗美，鍾宇麟，鍾呈慈，簡吳美珠，簡慧怡，

魏滿祝，龐永聖，羅瑋翔.羅健銘，羅麗如，

邊育騰，邊陸軒，蘇秋月，蘇欽洲

168
劉國州

150，丁千惠，朱浩碩，吳慧娟，陳美華，

陳淑芬，陳麗華，蔡采吟

119
林玉娟

100
于美慧，王妊允，王欣宜，王亮子，王家葳，

王偉峻.王晨祐，王國華，王勝森，王意程，

王盟雄，王憲德，丘靜，田姍姍，白明月，

石宛如，朱盈，江吳勉，江宜芝，江美珍，

何沛勳，何品毅，余紹瑋，吳子瑄，吳月如，

吳佳芳，吳佳穎.吳泉忠.吳佳玲.吳柏翰.徐嘉徽，

吳宣衡，吳建興.吳奇青.吳清印，吳秋月，

吳美嫻，吳苡如，吳毓婷，吳豐鎰，呂志誠，

呂晉頡，呂珮慈，呂瑋慈.呂念樵，宋芝瑜，

宋謝秀貞，李文寶，李永康，李依穎，李佳陵，

李宜儒，李宜勳.馮鑑昌，李昇財，李春梅，

李柏樟，李研慧，李珮筠，李倢妤，李嘉玲，

李學儒，辛文孝，辛明容，周怡伶，周梅彬，

周湘慶，周勵輝，孟采穎，屈慶祥，林文樂，

林秀玟，林俊銘，林冠吉，林奕夆，林建六，

林彥儒，林韋君，林飛宇，林振義，林睿承，

邱旭弘，邱奕函，邱弈禎，邱靖心，邱福春，

邱曉薇，邱燕禎，施承鋐，施泱綺，施義堯，

柯家程，洪于婷，洪子淵，洪永祥，洪浚耀，

洪煜欽，洪甄輿，洪禎鞠，紀雅玲，胡志強，

范庭瑄，唐彗鈞，孫武雄，孫偉文，徐傑格，

徐瑜，徐慧渝，馬佩苓，崔光榮.張秋容，

張文宗，張平岳，張光明，張明珠，張美虹，

張家琪，張偉棋，張國祥，張國瑤，張清欽，

張婷瑋，張惠君，張晴芬，張雯珈，張雯琇，

張雯瑜，張嘉琪，張銘元，張錦穆.簡阿綢.
張力友，張簡阿綢.張錦標.張力友，梁文騰，

梁秀惠，梁詩敏，莊承錦，莊勝雄，莊麗月，

許又允，許勻瀞，許文勝，許台叡，許正雄，

許金城，許玲慈，許哲嘉，許家綸，許書璇，

許偉意，許景維，許灝杕，郭經綸，陳妹彣，

陳怡如，陳怡佳，陳亭安，陳奕如，陳思齊，

陳思縈，陳珮怡，陳淑凌，陳葦菱，陳儀瑄，

陳蕙芳，陳錦榮，陳麗珍，陳鐸文，陶惠婷，

傅台生，彭禹喬，彭湘澐，彭聖喬，程文芝，

黃宥叡，黃宥薰，黃昱仁，黃洪清月，黃清瑋，

黃淑芳，黃淑華，黃淑燕，黃凱莉，黃錫斌，

楊光耀，楊志發，楊清俊，楊彭寶珠，

楊詠傑.楊啟昌，楊慶煌，葉昭吟，葉昭良，

葉恩彤，葉彩緞，董坤典，詹凱富，滿志剛，

滿開業.崔宗玲，管曉娟，劉心瑋，劉正元，

劉宇軒，劉宇婕，劉妍蘭，劉沂潔，劉秀鳳，

劉秀錦，劉育成，劉佩真，劉致銘，劉楊淑堯，

歐雅慈，蔣春玫，蔡秀媛，蔡國再，蔡淑玲，

蔡淑貞，蔡淑絹，蔡惠雯，蔡期河，蔡豐鍵，

鄭弘，鄭金杞，鄭春金，鄭淑燕，鄭晴芸，

鄭濠諒，盧怡如，蕭繼廷，賴瑀廷，戴美裕，

謝佩誼，謝宗翰，簡春永，簡郁恩，簡素鈴，

簡淑芬，簡淑姿，簡惠玲，藍春霖，闕心茹，

顏妘夙，顏品涵，蘇玉雲，蘇旭民，蘇叔君，

蘇敬哲，蘇靖雅，蘇瓊華，鐘宜呈

59
林宜君

50
鄭淑勻，龔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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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0
立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有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李天傑，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翁黃琴社會福利基金會，譚成育

70,000
吳桑本

60,000
中台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李悌添，楊文麗

48,000
王文廷

40,000
柯榮華

30,000
李夢竹

薛林月嬪

20,000
台祥鋼業股份有限公司，宋鴻德，林瑋珊，

冠麟投資有限公司，陳學哲，陳學媛，葉棟昌，

錢培倫，羅秀月

10,600
尤菊瓊

10,000
王姵心，何沂濬，吳李根，吳金燕，李佳宸，

李林柑，李家莉，林桂英，欣錩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安心會，建築世界專業雜誌社有限公司，

洪貞惠，紀崑山，徐浩棟，張家豪，許碧砡，

陳信文，崴秀多媒體行銷有限公司，詹進益，

趙慧如

9,901
台新銀行無名氏

8,000
林陳巧.林勝南.林禹廷.林正章，楊習

6,600
歐陽雅鈴

6,000
王鐘森燕，吳瑞碧，李榮原，杜月春，林威呈，

威棟貿易有限公司，范姜慧娟，張明德，莊銘德，

郭晉承，陳依依，陳韋霖，陳趙玉鳳，葉麗斟，

詹瑞珠，鍾佩芳.鍾王鍈.賴正能

5,000
中國美生總會，王士瑜，王麗環，

台灣東芝國際採購股份有限公司，何天堂，

孜展金屬工業有限公司，汪秀蓮，周劭謙，

東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林昭宏，邱文光，范博盛，

孫芳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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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坤田.陳淑娟.楊詩韻.
楊兒瑜.楊柔芸，陳文雄，陳炳榮，陳茂榮，

曾麗雲，黃秋田，劉韋辰，劉維貞，蔡東穎，

鄭浩然，嚴明芝，蘇惠慈

4,700
周明德

4,500
楊騰昌

4,000
林俊銘，林晉諒，張妘蓁.張秀蘭，陳月玲，

陳玉花，陳育真，無名氏，黃千豪，黃明峰，

黃麒亘，楊友璉，鼎正有限公司

3,500
王佳源，韓孟恬

3,300
吳書祐，施淑華

3,000
三寶弟子眾等，丘政倫，何燦章全家，李阿香，

李冠雄，李秋香，李淑娟，李福城，易伯良，

林建良，林敏雄.藍阿文，林瑞麒，邱美玲，

金曉儀，柯秋梅，洪錦花，胡永信，凌蘊蓉，

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高芳雄，曹淑慧，

郭千瑜，陳美娟，陳國忠，陳敏華，陳添財，

陳慕德，游淑惠，程優貿易有限公司，

順德木業有限公司，黃堯均，劉祐豪，劉素珍，

慧碩實業有限公司 陳盈如，興美壓克力行，

謝春猛，謝淑姶，蘇文楷

2,500
江恒均.江宜蓁，李盈昌，徐蔚泓，陳庭芝，

趙瑞，鄭高禎

2,400
李金虹

2,200
陳石仙觀.陳裕憲

2,100
廖燦宏

2,010
施克忠

2,000
王永銘，王志平，王見元.賴姿曄.王暄銘.
王紹睿，王美惠，王淑霞，王進富，王雅儀，

王寶雲，石淑華，全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江明芬，江陳美信，吳明澤，吳欣潔，吳彥青，

呂羿慧，李宏騫，李芳芍，李銘芝，李瓊姬，

杜艾璇，周胡春紅.周泳祥，

奇磊股份有限公司，林洛彤，林添財，林煒恩，

林鈺純，林睿慈，邱國桐，邱連發.蘇麗英，

品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姜雍漳，姚矞馨，

柯思如，柳佩妤，皇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范幸惠，徐春土，

高誠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台北辦事處，康莊，

張方溶，張志銘，張林秀鶯，張逸民，張進順，

張瑞紅，張祺筌，張維昌，張嬌雅.葉于寧.
陳美惠.葉惠瑄.許馥敏.溫智，張麗玲，曹子庸，

曹哲寧，莊桂英，許卓美玲，許芝綾.江素娥，

許家綺，郭巧玲，郭正文，郭繼儀，陳文火.
李美蘭.陳珮穎，陳月卿，陳志典，陳金珠，

陳冠蓉，陳政宏，陳基南，陳淑貞，陳淑滿，

陳惠美，陳興德，陳瀅仁，陳麗華.鍾德隆，

陶維均，傅玉寶，曾子庭，曾丹鳳，曾弘寯，

曾淑玲，游薇儒，賀維中，黃子芳，黃子庭，

黃玉淨，黃虎風，黃金樹，黃信富，黃逢賢，

黃富雄，黃賁聿，黃蓉子，黃薇樺，

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楊邱玉葉，楊家祥，

楊國偉，楊夢瀛，葉仲姮，葉勝義，

雍大室內設計工程有限公司，廖祥富，

廖學成，廖錦訓，劉南端，劉珈瑩，潘添茂，

蔣建智，蔣繼忠，蔡宇鈞.蔡文瑋，蔡志傑.
林秋伶，蔡其芳，鄭淑鳳，鄭雅雯，盧永勝，

盧敏雄，鍾佳蓉，魏清旗，魏銘萱，魏閤萱，

魏麟懿

1,800
樹人醫護專科管理學校 慈幼社

1,680
楊承峰

1,500
王姵婷，吳玉襄，吳旳懋，吳貴松.吳林桂，

吳鴻榮.劉滿穗，孚貿斯國際有限公司，

林玉津，許庭豪.許晉豪.許文豪，郭志群.
郭志帆.郭秋婷.施竣傑，陳瑞文，陸乃維，

湯淺愛心會，鄒怡堅，劉福生，鄭木欽，

鄭如倩，鄭淑慧

1,350
李俊達

1,300
侯秀鳳

1,200
仲品瑄，仲品叡，呂學禮，卓昀義，徐珮瑜，

黃進吉，楊懷婼，劉杏珠

1,100
劉晏均

1,020
歐宇設計有限公司

1,000
丁鵬仁，士鴻實業有限公司，孔元生，方皖君，

王玉燕，王光明，王妤庭，王宗太，王咨翔.
王姿云，王秋榮，王恭新，王陳阿滿，王惠茹，

王矞皇，王漢濤，王綿，王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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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義阿賢，安爵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朱政憲，朱貞瑛 ，朱敦，江宗達，江隆輝，

牟顯玫，何金英，何肇浩，吳再來，吳圭酌，

吳杏顏，吳明哲，吳政穎，吳智輝，呂承豐，

呂學尚，巫翠花，李玉琥，李孟儒，李怡安，

李承宗，李明峰，李金城，李金貴，李美玲，

李淑真，李雪紅，李墻，李瑃提，杜素禎，

沈美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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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柏澔，周倩如，

周淑惠，周際瑜，屈吟儀，岳池有限公司，

林子硯，林永德，林志龍，林秀萍，林育安，

林育美，林佩儀，林周淑清，林承志，林明斐，

林亭妤，林信義，林威祐，林春美，林禹岑，

林美滿，林家毓，林高賢，林湘峰.林湘傑.

100年10月

捐 款 徵 信 錄

100年11月

捐 款 徵 信 錄

100年12月

捐 款 徵 信 錄

101年1月

捐 款 徵 信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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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相慶，林毓宸.林昱霖，林耀宗，林耀駿，

林鶴淑，況格企業有限公司，邱吉蒂，

邱俊榮.邱昭傑.邱千銜，邱奕軒，邱建智，

邱昭憲.邱桂美，邱偉賢，邱清松，邱雪華，

邱顯溜，侯全利，侯星良，姜宗成，姜添福，

姜皓文，姚玉英，姚玉英，姚俊安，姚俊安，

封秋南，柯淑芬，洪坤和，洪聖芸，洪砞汶，

胡淑華，凌君緣，唐瑞梅，孫嘉晨，

峻誼不銹鋼工程有限公司，徐文展，徐明光，

徐振中.徐振誠，徐清隆，徐凱威，

振久鋼鐵有限公司，殷匡佐，袁惠明，馬碧桃，

高立翰，高懷玲，張心穎，張文玲，張珮綺，

張淑錦，張詩展，張嘉錡，祥鼎興業有限公司，

莊明山.張惠瑜.莊曜華.莊婕希，莊紋韶，

莊景宇，莊貴忠，莊碧蓮，許志明，許志芬，

許美鈴，許貴理，許雅婷，許曉慧，連金芬，

郭宜芬，郭峻源，郭淑珠，郭連秀蘭，郭進財，

陳乃華，陳文正，陳正弘，陳玉慧，陳秀敏，

陳秀蘭，陳良明.陳林秀娥，陳奇璇，陳怡君，

陳松李，陳金治，陳亮宏，陳俊嘉.廖麗春.
陳羿君.陳昱維.陳信圻，陳品賢，陳施淑貴，

陳昭駿，陳星宇，陳柔云，陳柏蓉，陳炳川，

陳美玲，陳美雪，陳美潔，陳范阿娣，陳郁，

陳晉慧，陳崇彥，陳淑美，陳惠珠，陳景霖，

陳智雯，陳逸恒，陳瑞萍，陳瑞進，陳萬得，

陳萱�，陳慶炎，陳興周.陳昱安，陳鍾山，

陳麗雪，傅明慈，彭彥慈.彭乾育，彭碧華，

曾妙鈴，曾怡禎，曾芷晴，曾美女，曾偉晉，

曾詣展，曾詣軒，游大緯，游浚揚，游婉妙，

湯玉蓮，無名氏，菩蕯園林精舍，賀楷晴，

賀楷鈞，黃小貞，黃玉蘭，黃志娟，黃芳姿，

黃美華，黃素珍，黃榮宗，黃鳳嬌，

愛心功德會，新竹中央獅子會-吳芳錫，

楊永達.楊翰睿.張瑞玉.楊翰銓，楊明理，

楊家蕙，楊淑華，楊婷婷，楊景櫻，

蒂欣有限公司，葉建良，葉素玲，葉敏雅，

葉陳幸，葉雲田，葉靜惠，詹明忠，詹林梅，

詹啟宗，詹烱仁.詹鈞宇，賈智安，雷佳珍，

雷佳慶，雷逸羚，廖祥富，廖燈科，碧雲軒.
郭淑玲，趙錦軒，趙麗蓮，劉白江.莊玉娥，

劉志信.劉丁熒.劉彥廷.劉人瑋，劉信義，

劉幽蘭，劉素真，劉臻玲，劉寶有，歐俊頤.
歐姝廷.歐建志，歐蜜瑪，潘慧君，蔡文玲，

蔡亭玉，蔡英嬌，蔡惠華，蔡敦仁，蔡詠聿，

蔡楚群，蔡詩祥.黃瓊慧，蔡錦川，

輝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鄭力元，鄭旭媚，

鄭志明，鄭明昌，鄭美玲，鄭益芳.黃喬筠，

鄭瓊華，鄭亘圻，鄧宜臻，燙傷，盧翠菁，

蕭荊珍，蕭銘君，蕭儀樹，賴家威，賴瑋萱，

錢永裕.錢柏璁，錢礸青.殷麗君，薛佩芬，

薛佩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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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懿杏，顏其政.李玉惠，魏皙，羅英明，

蘇佩君，蘇宥慈，蘇毅絲，蘇鄭英瑩

900
林金璋

850
林沐柔

845
陳昶瑞

803

王軒鎂

800
白純宜，吳蘭香，李佑麟，李孟哲，李怡誼，

周雅琪，林淇妍，曹瀚權.曹瀚宇，郭佳益，

陳素珠，陳瑀婕，葉貴華，葉進仲，謝新惟，

顏彩霞

750
郭俊宗，廖雪喬，700，王水山，王怡文，

吳宏志，吳志強，李仁智，周大鈞，鄭少禎

660
李彥勳

630
小青青

610
沈和慶

600
吳飛震.吳佳倩.王玉珍，李相瑄，李凌漢.
賴淑賢.李金佩.賴金志.涂彥宇.林俊，沈淑惠，

周子順，周敦筠，林佳諭，林家宏.林姿妍，

林張螺淑，林富榮.林香君.林朝儀.李玉.
劉宣均劉品蘴 ，徐永霖，袁國忠，高雅萍，

高慧渾，張麗華，莊正水.何莉莉，莊淑麗，

許雅婷.許晏彰，陳世杰，陳孝先，陳芊卉.
陳芊凱，陳冠州，陳柏佑，陳美言，陳韋如，

曾美珠，游謝素英.游正吉，黃一信，黃明旋，

黃思維，潘冠瑄，潘薇如，蔡宗宏，蔡俊雄，

蔡聰達，鄭少仲，鄭伊婷，鄭美英，盧士懋，

駱嘉鴻，謝孟真.魏建家，謝采伶，羅玉燕，

蘇雅惠

550
潘品樺

515
羅林春霞

500
丁心喬，人生愛心會，

大東寰科技有限公司 吳吉田，王吉中，

王明珠，王俊文，王威強，王美玉，王美慧，

王國賢，王捷儀.王子芸，王章丞，王惠瑗，

王麗枝，王麗燕，王馨，生展機器有限公司，

申宜艷，申尚艷，申明艷，白淑媛，石王含笑，

伍明得，仲月娥，朱立華，朱佩雯，朱彥魁，

朱家亨，江素瓊，何瑁鎧，何慧婉，吳坤芳，

吳承恩，吳明吉，吳明駿，吳林足金，吳信德，

吳俊賢，吳秋燕，吳若麟，吳梅，吳淑娥，

吳淑豊，吳進南，呂育芬，呂其穎，呂亭誼，

呂雪鳳，宋森雄，巫國雄，李文光，李幼群.
李韻柔，李正助，李依儒，李妮悁，李宗翰，

李金鴻，李俊毅，李建倫，李政道，李秋冬，

李美足，李美誼，李純玉，李屠慧君，李淑惠，

李陳金枝，李雪霞，李華德，李賀安，李雅涵，

李新煌，李新福，李蕙如，李錦芳，周妘臻，

周秉毅，周芳聖，周俞汎，周建炎，周庭瑄，

周鄭芳，孟繁佳，屈保誠，岳安台，林妙謙，

林宗翰，林宛臻，林明智，林明磁，林欣翰，

林金聲，林思語.林冠言.許宸瑋，林峻寬，

林晏伃，林珠，林珪鈺，林國峰，林淑珠，

林淩慎，林惠津，林雅卿，林煥宗，林裕卿，

林鈺斌，林燈賢.楊秀寬，林燦明，林麗卿，

林瓔瓔，邱安言.邱品睿，邱秀美，邱俊龍，

姚尚佑，姚國程，姚竣鎧，施月里，施仲信，

施禹孝，施禹彤，施銘鏞，柯宇恬，柯宜姍，

柯涂柔，段宇珍，洪友蓮，洪少蓁，洪玉梅，

洪吉真，洪素真，洪培元，洪梓默.洪君妮，

洪義村，洪慧青，紀柯金鳳，紀庭蓁，紀淑惠，

胡芝綾，范光煊，革安企業有限公司，唐語卿，

孫志言，孫沈專，孫承正，孫務恆，孫莉鈞，

孫嘉隆，宮尚言，徐于惠，徐銘澤，翁仁宗，

翁淑珍，翁陳玉霞，翁儷瑄，馬郁婷，馬淑惠，

高慧娟，高耀村，涂瑋玲，張文琴，張立彥，

張志豪，張承洋，張美質，張家漪，張展文，

張敏裕，張盛雄，張媛婷，張雅惠，張雯貞，

張琬勤，張瓊月，張麗珠，梁美昭，梁潔瑩.
梁瑋晴，梁憶如，莊美鑾，莊凱茵，許文發，

許世賢，許君琪，許秀梅，許育嫺，許明華，

許若喬，許英琴，許淑貞，許淑靜，許蕙蓉，

郭永棋，郭志明，郭武勳，郭信銘，郭嘉駿，

郭鎮，陳世杰 ，陳任璿，陳夙敏，陳明達，

陳青山，陳保穎，陳俊仁，陳品穎，陳奕瑞，

陳宥臻，陳柏誠，陳祉妤，陳美鳳，陳美霜，

陳英信，陳重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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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裕彰，陳銘淵，陳德旺，陳慧真，

陳燕誠，陳蕙娟，陳麗文，陸潔，章旦隆，

章修琪，章道明，傅正謙，傅有慈，傅珮文，

彭守謙，曾文正，曾阿琳，曾美珠，曾淑媛，

游余素月，游喬富，游璧妤，善心人氏，

黃士庭，黃佩雲，黃信榕，黃品超.黃品瑜，

黃桂芳，黃偉涵，黃啟宗，黃清花.洪崧鎂.
蘇一泉，黃雪貞，黃揚軒，黃曾吟梅，黃棟樑，

黃雯雀，黃溫梅，黃嘉儀，黃榮彬，黃福華，

黃德文，楊于瑩，楊峻榮.宋秋霞，楊淳米，

楊琇惠，楊凱茗，楊博盛，楊竣傑，楊逸姍，

楊翠芳，楊慧凌，楊謨，楊麗鈴，溫文寶，

葉火生，葉奕甫，葉珮瑱，葉彩燕.廖珮均.
廖珮騏，董韋辰，詹心藍，詹國明，詹遂願，

鄒方瑜，鄒方寧，雋昱科技有限公司，廖世森，

廖玫慧，管春燕，趙芸湘，劉小芬，劉少民.
徐素芳，劉秀媛，劉芊忏，劉俊偉，劉秋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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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秀琴，蔡函希，蔡幸言，蔡欣璇，蔡舒丞，

蔡閎恩，蔡慧玲.項光照.項育棠.項娉甄，

蔡學憲，蔡蕙如，鄭兆峻，鄭君浩，鄭翰聰，

鄭薀陞，黎張麗華，蕭啟裕，蕭福欽，賴宜青，

賴玟君，賴奕君，賴潔昀，駱瑩，謝宗燕，

謝欣燕，謝禎芳，鍾宇虹，鍾惠閔，簡志強，

藍美紅，顏朝發，羅亞男，羅翊宸，羅翊寧，

譚宇智，關鴻生，蘇世昌，蘇志超，蘇裕翔，

凃雅琇

450
孫淑萍，張國藩.張博閎

400
仇愛華，吳文智.吳育瑄.吳昱緯.張美惠，

吳家慶.曾淑雅.吳貞頤.吳秉軒，李潓菁，

林沛穎，林煒盛，施瑞展，紀良育，紀佩汾，

紀龍年，孫益君，徐筑郁，張逸夫，許軒慈，

陳俊宏.陳彥蓓，陳柏秀，陳雅姿.陳福榮，

曾健鈞，楊鈞顯，廖翊坊 .廖韋綸，彰銀無名

氏，

潘憲隆，蔡兆傑，蔡兆翔，蔡義明.蔡林金足，

薛慧如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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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旭剛.裴向洳

350
李典融

300
小丑魚的店，王亦萱，王佩穎.王儷穎.王博賢，

王雨涵，王惠瑩，王嘉霈，王端勇，史文淵.
史冠智.許文惠，石志恆，何天佐，何育家，

何律旻，何嘉真，吳江河，吳佳蓉，吳明璋，

吳明謙，吳芸姍，吳金珠，吳昭輝，吳智家.
吳亞霓，吳榮燦，呂昆學，呂亮震，呂苡溱，

李玉詩，李沈鶯月，李承泰，李盈瑩，李國屏，

李敏蓁，李淑玲，李陳玉華，李華嚴，李嘉欣，

李維杰，李翠瑾，

角落空間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工程設計工作室，

林子超，林伯鴻，林芝如，林泑蓉，林政佑，

林家賢，林祐嫻，林素瀅，林婉歆，林雅珮，

林裕平，林鈺勳，林麗玉，林麗珠，俞俊菁，

姜毓琦，姜耀勝，姚長鑫，施鈺珣，柯沛瑜，

洪奕杉，洪順虎，洪靖民，胡旭麗，范聿瑄，

夏建國，徐翠瑩，徐慧君，留彥琳，翁麗卿，

馬嘉駿，高秀琴，高秀絨，高惠君，涂馨予，

康嫩娜，張文美，張加添，張立明，張秀鵲，

張厚仁，張洛嘉，張美鈴，張美瑩，張凌姬，

張晏誠，張陳碧雲，張竣翔，張慧雪，張諒義，

張羅秋妹，張麗華，曹明春，曹美妙，曹祖綦，

梁仁有，莊敬，許素敏，許雅燕，連敏惠，

郭白榮，郭妙婷，郭晉榕，郭筱佳，郭適熏 ，
陳永昇，陳玉菁，陳佑庭，陳佑軒，陳妍伶，

陳佳伶，陳佳樟，陳和明，陳宜菁，陳怡君，

陳明裕，陳玟潔，陳玫君，陳芬薇，陳金盈，

陳彥君，陳星伃，陳禹安，陳紀君，陳貞秀，

陳竑宇，陳朝保，陳朝清，陳湘楹，陳雅馨，

陳皚珊，陳緗蓉，陳臆仁，曾于娥，曾旭宏，

曾南海，游素貞，馮馨慧，黃月霞，黃正坤.
鄭秀桂.黃心玫，黃伊君，黃安亮，黃羽�，

黃郁玲，黃郁雯，黃啟銘，黃清桂，黃雅慧，

黃橙詳，楊元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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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豐嘉，詹人傑，詹淑裁，詹瓊華，

廖文慶.廖誠佑.廖恩榆，廖雪琇，廖惠美，

廖憶華，廖麗玉，趙若薔，劉宗霈，劉昱成.
劉立彬.劉立婕，劉昱潔，劉雅君，劉憶蓁，

劉璟琪，蔣壽元，蔡享享，蔡幸芝，蔡建富，

蔡玲玲，蔡適謙，衛竹娟，鄭昂剛，鄭惠菊，

鄭雅蕙，鄧汝康，魯莉美.張睿智，賴柏澄，

賴雲憓，謝依廷，謝植安，鍾梅芳，鍾翊瑄，

顏泓暉，顏崇儀，魏汝婉，羅韻華，嚴淑惠，

蘇佩瑜，蘇昱君

250
朱冠騫，朱昭洪，朱晉騫，李宜軒，李宜霖，

李詠淩，李雅文，卓睿鋐，許淑芬，陳正斌，

湯佳樺，黃宣淵，黃凱莉，楊陳鳳英，劉太綢，

劉碧涵，蔡雅芳，鄭睿彬

220
翁瑞竣

201
黃一恆

200，方仁駿，方威仁，毛仁甫，王仁妤，

王正廉，王永英，王亮子，王昭文，王玲玲，

王美玲，王家葳，王啟印，王順玄，仝汶婷，

仝哲宇，任學忞，朱明宏，朱晉德，朱進財，

江玖運，江林碧桃，江芮瑜，江茂聰，江惠容，

江襼芸，余偉誌，余紫瀅，吳乙萱，吳乙寬，

吳子健，吳玉惠，吳吉田，吳守逸，吳妤庭，

吳志鴻，吳李軍，吳亞璇，吳佳嬛，吳叔靜，

吳尚儒，吳東霖，吳玲雅，吳英花，吳貞瑩，

吳悅慈，吳淑如，吳詩宜，呂孝文，呂佩恩，

呂姿瑩，宋清玉，李秀苙，李芊霈，李佳珍，

李佳樺，李佩穎，李孟哲，李念徽，李怡慧，

李松煙，李欣宜，李芮恩，李垣漢，李建德，

李美蓉，李張春娥，李清祿，李瓊珍，杜永照，

沈鈺軒，阮品樺，卓知諭，季杰，

昇仁文理補習班講義輔導組，林玉青，林志鴻，

林沛囷，林秀芬，林亞辰，林享棊，林佳蓉，

林芬蘭，林青褣，林亭郡，林俞汎，林奕男，

林柳臻，林郁翔，林侲薰，林倩如，林修雅，

林家吟，林家陽，林晏資，林國鼎，林淑玲，

林淑富，林紫崴，林瑞哲，林義忠，林詣婧，

林資富，林碧玫，林翠娥，林翠娥，林慧羚，

林靜汶，林寶珠，林寶蓮，邵川華，邱力玟，

邱巧雲，邱瑞華，邱麗靜，羅麗如，

金瑞興企業有限公司，侯沛玲，姜博仁，

柯俊良，洪美如，洪麒濠，胡文泉，胡運琦，

凌璿珽.凌敏雪，徐子婷，徐苑萍，翁淑華.
游一郎，財億庭，高若蓁，高振章，張千敏，

張文馨.張文駿，張宏嘉.張義豐，張宗瑞，

張芸瑋，張芷榕，張郁偉，張峻齊，張智翔，

張趙碧英.張鐘.張美玲.張志忠，張慧貞，

張錦標.簡阿綢.張力友，梁淑華，莊秀玲，

莊劉幼，許字宏，許秋子，許婷，許惠晴.
許家碩，許萸晶，許傳瑋，連士瑋，連家財，

連靖，郭宗仁，郭怡玲，郭彥廷，陳宇陞，

陳志力，陳秀月，陳秀娟，陳佳靜，陳怡仁，

陳明志，陳明琴，陳東元，陳玟邑，陳亭安，

陳威廷，陳建富，陳映如，陳柏元，陳美美，

陳若宸，陳真菁，陳素瓊，陳張志真，陳雅亭，

陳意昌，陳慈妮，陳毓峰，陳葉金，陳慧娟，

陳慧潔，陳慧儒，陳曉芬，陳燕慧，陳翰寬，

陳麒文，陳麗蓉，章琇淨，單華瑾，彭素燕，

曾子瑀，曾群翔，湯承澤，辜正宇，黃小貴，

黃玉珠，黃自在，黃秀鑾，黃怡璇，黃彩雲，

黃清霞.黃晶皓，黃博志，黃博政，黃貴圓，

黃楷茵，黃鈺朋，黃憲智，黃麗惠，黃曦緹，

黃蘭心，楊子萱，楊育霖，楊阿國，楊珩嘉，

楊淑年，楊淞尹，楊惠英，楊惠媛，楊朝安，

楊硯淳，楊舒涵，楊塗樹，楊麗君，葉小瑩，

葉昱妘，葉軒甫.葉晏廷，廖思婷，廖韋晴，

廖偉丞，廖貴鈞，管挺鈞，管國棟，趙彥淵.
趙凰君，趙淑英，劉小翠，劉金，劉宥均，

劉彥辰，劉美麗，劉莉莉，劉碧珠，蔣尚廷，

蔣昭正，蔡佳憲，蔡和錦，蔡宜芬，蔡明妤，

蔡振村，蔡淑情，蔡涵伃，蔡惠閔，蔡夢吉，

鄭明通，鄭美，鄭香雲，鄭峻中，鄭惠婷，

鄭智宇，鄭銨慶，鄧秋原，蕭文忠，蕭登宸，

蕭登愷，蕭登睿，蕭暐霖，賴淑文，謝明成，

謝旻孜，謝清忠，謝陳麗，謝雅雯，謝蕎伊，

謝麗美，鍾宇麟，鍾呈慈，簡吳美珠，魏滿祝，

170
黃子凡

168
劉國州

150

丁千惠，方政東，朱浩碩，吳慧娟，陳美華，

陳淑芬，陳麗華，蔡采吟

119
林玉娟

110
林筱亭.袁國翔

100
王士銘，王中胤，王日旭，王如文，王宇涵，

王汎熒，王妊允，王育函，王沚勻，王林麗英，

王欣蓓，王宥傑，王盈欽，王振宇，王偉峻.
王晨祐，王國華，王喬瑜，王意程，王瑞文，

王瑞霞，王盟雄，王靖婷，丘靜，古哲聖，

田姍姍，石宛如，朱盈，江吳勉，江美珍，

江朝札，何沛勳，何品毅，余守儒，余翊鳳，

吳永霖，吳佳芳，吳佳玲，吳奇勳，吳宣衡，

吳秋月，吳淑媛，吳豐鎰，呂志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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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芳，李昇財，

李林彩玉，李春梅，李柏樟，李研慧，李珮筠，

李從慧，李淑華，李嘉玲，李銀河，李銀容，

李學林，沈志強，沈紹平，辛文孝，辛明容，

周永惠，周春桃，周惠容，周勵輝，孟采穎，

林秀玟，林育如，林俊銘，林冠吉，林奕夆，

林彥妤，林彥儒，林昱君，林韋君，林飛宇，

林振義，林睿承，邱奕函，邱弈禎，邱振祐，

邱淼瑜，邱靖心，邱福春，邱曉薇，柯家程，

洪于婷，洪千雯，洪子淵，洪玉玲，洪莉榕，

洪煜欽，紀雅玲，胡志強，范庭瑄，唐彗鈞，

孫偉文，孫筱晴，徐慧渝，張平岳，張光明，

張明珠，張美虹，張家琪，張偉棋，張晴芬，

張登城，張雯珈，張雯琇，張雯瑜，張嘉琪，

張燕湄，張錦穆.簡阿綢.張力友，梁文騰，

梁秀惠，梁詩敏，莊承錦，許勻瀞，許文勝，

許台叡，許哲嘉，許家綸，許書璇，許偉意，

許灝杕，郭作蘭，陳佳敏，陳怡如，陳怡佳，

陳怡芬，陳芬玲，陳旻琪，陳思齊，陳姵淳，

陳勝瑋，陳葦菱，陳詩瓊，陳儀瑄，陳蕙芳，

陳麗華，陳寶年，陳鐸文，陶惠婷，傅台生，

彭禹喬，彭郁芙，彭景翔，彭湘澐，彭雅筠，

彭聖喬，彭靖雯，曾大益，無名，程文芝，

黃心慈，黃宥叡，黃宥薰，黃昱仁，黃洪清月，

黃凱莉，黃筱鈞，楊光耀，楊書閔，楊淑惠，

楊儒杰 ，葉昭吟，董坤典，彰銀網路無名氏，

管曉娟，劉心瑋，劉未珠，劉宇軒，劉宇婕，

劉秀錦，劉育成，劉佩真，劉皇志，劉美杏，

劉紘言，劉碧珠，潘家裔，潘家豪，潘輝政，

蔣春玫，蔡秀媛，蔡昆霖，蔡淑玲，蔡淑貞，

蔡琬歆，鄭弘，鄭春金，鄭晴芸，鄭濠諒，

盧怡如，盧郭依妹，蕭淑芬，蕭繼廷，賴秋伶，

戴美裕，謝宗翰，謝靖瑩，簡春永，簡郁恩，

簡淑芬，簡惠玲，闕心茹，顏妘夙，顏品涵，

顏慈慧，羅仕鎮，羅瑋翔.羅健銘，蘇旭民，

蘇叔君，蘇琬清，蘇琬晴，蘇新凱，蘇瓊華，

襲君月，龔君月，

50
李昆泰，李明宏，李家賢，林毅華，鄭淑勻，

龔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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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10月

捐 款 徵 信 錄

100年11月

捐 款 徵 信 錄

100年12月

捐 款 徵 信 錄

101年1月

捐 款 徵 信 錄

100,000
程亞雯.程威海，寶泰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劉明光

50,000
江長標

40,000
柯榮華

30,000
台南市赤嵌獅子會

24,800
彰銀無名氏

20,000
李春芳，黃耀儀，葉芳瑜，羅秀月

12,666
恆久彩色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12,000
台新銀行無名氏

10,000
林振鈴，許維珉，陳奕安，曾瑞清，鄭榮水，

蘇新國

8,000
無名氏

7,500
吳素美

6,000
何安福德宮

5,800
廖國志

5,000
白玉葉，余宥辰，吳兆樺.吳佩樺.吳欣樺.吳明樺，

吳和泰，李寶珠，林桯家，長安商業有限公司，

泰新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素卿，張大業，

梁淑慧，許富強，陳和漢，陳禹臻，陳雪觀，

楊光榮，楊宛蓁，廖彥凱，聞秀貞，趙效賢，

劉維貞，蔡弼凱，蕭孟昇，薛宇竣，蘇惠慈

4,000
徐清輝，莊雅惠，陳月玲，陳玉花，楊夢瀛，

鄭人豪

3,600
陳石仙觀.陳裕憲

3,500
王佳源

3,300
郭美伶

3,000
于奉高，王圓淑，丘佩潔，朱淑貞，吳福順，

李阿香，李律廷.李律欣，李淑娟，李陳招，

沈怡芬.張景堯.張國慶，沈俊吉.蔡智怡.沈柄宏，

宗美油漆工程有限公司，林月伶，林建良，

林美玲，林修平，林敏雄.藍阿文，林焱輝，

林麗珍，邱美玲，邱連發.蘇麗英，范明華，

凌蘊蓉，徐婕媛，財團法人全人基金會，

高惠芃.高紀安.盧羽芳.高子斌，張彩蓮，

張暻尚，畢玉華，許澄江，陳月丹，陳美娟，

陳輝宗，開福元信眾，順德木業有限公司，

黃郁雅，黃桂秋，黃堯均，黃頤奮.黃王玉蕋.
黃調帆，楊健岳，劉月香.李龍鳳，

興美壓克力行，謝春猛，謝淑姶，藍岳君，

魏巖艷，羅昌智.易書慧，羅金梅

2,600
許宇萱

2,500
王秋堂，台北市園藝花卉業職業工會，

亨昌會計師事務所，趙瑞

2,400
陳泰裕.張菁淑

2,150
廖彩雲

2,000
三寶弟子眾等，方晴菁，王見元.賴姿曄.
王暄銘.王紹睿，王諸祥，王寶雲，石淑華，

全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吳季謙，吳明澤，

吳建平，吳高任，吳國維，吳瑞美，呂思嫻，

呂秋鳳，李文隆，李英華，李銘芝，卓聖光，

奇磊股份有限公司，易仲良.葉月珠，林，

林志丞，林妹香，林娟姬，林家佑，林鈺斌，

花繼崑，邱玉枝，邱國桐，姜雍漳，

恆暘貿易有限公司，柯秀鳳，柯思如，洪美華，

洪聰穎，茂陞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陳吉豊，

唐培華，徐國雄.王瑞華，張玉雪，張志銘，

張鈴芬，張錫麟，張麗玲，曹子庸，梁乃蓁，

梁賽芳，祥鼎興業有限公司，莊益山，郭巧玲，

郭竣琪，郭繼儀，陳文生，陳兆瑛，陳秀敏，

陳雨欣，陳冠蓉，陳容博，陳梅芳，陳淑貞，

陳雅琪，陳義成，傅玉寶，曾子庭，曾丹鳳，

華允翰，賀維中，黃小貞，黃虎風，黃俊豪，

黃香霖.郭文賓.郭祐誠，黃淑珍，黃琇菁，

黃雅鈴，黃鳳嬌，黃學助，

新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楊長安，楊祥郁，

葉仲姮，鼎正有限公司，廖祥富，劉昇明，

劉淵銘，蔡忻潔，蔡英嬌，鄭明昌，鄭國華，

盧敏雄，蕭經惠，謝春美，顏志安，蘇郁庭，

蘇哲政

1,600
鄭少仲，鄭少禎

1,500
何美玲，李明騏，李秋冬，林玉津，邱恩翰，

邱書嫻，夏可畏，張美琳，戚珮珊，莊葉碧梅，

許庭豪.許晉豪.許文豪，許雅惠，郭鳳鳴，

陳盛昌，陳雪蓉，陳瑞文，劉光裕.洪玉枚.
劉雲，劉明霖.劉明瑋.劉明彥，鄭木欽

1,300
林三菱，侯秀鳳

1,200
王林玉仙，王淑君，張世文.張世豪，黃秀麗，

黃奕鈞.黃奕晟.黃奕翔，廖振翔，鄭潔妤，

蕭振源，戴美珠，戴翎晏

1,100
劉晏均

1,050
陳根火

1,020，
郭冠麟

1,000
丁鵬仁，十五份土地公，孔元生，方皖君，

王玉燕，王光明，王育程，王宗太，王宗寶，

王明珠，王秋榮，王美慧，王姵婷，王恭新，

王貫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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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光銳，

白雯雯，安爵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江宗達，

何安家.趙宇恩.何安川，何金英，余景秀，

吳再來，吳圭酌，吳杏顏，吳亞璇，吳佩珊，

吳孟潔，吳玲雅，吳智輝，吳雅惠，吳鈺禧，

呂承豐，呂紹誠，呂德耀.李玉鳳，呂學尚，

宋麗珠，巫翠花，李文光，李玉琥，李君瑋，

李其媛，李孟儒，李怡安，李承宗，李明峰，

李南雄，李春味，李美玲，李淑芬，李淑真，

李雪紅，李賀安，李鳳瑛，李墻，李麗鳳，

杜素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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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原仲，周日新，

周鳳雪，岳池有限公司，林子硯，林文成，

林文龍，林永德，林志忠，林志龍，林育安，

林周淑清，林坤德，林宜嫻，林亭妤，林信義，

林俊祥，林姚年，林禹岑，林家毓，林朝儀.
林香君.林富榮.李玉　�.劉宣均，林雅卿，

林詩恩，林燈賢.楊秀寬，林耀宗，林耀駿，

況格企業有限公司，花怡臻，邱俊榮.邱昭傑.
邱千銜，邱建智，邱昭憲.邱桂美，邱偉賢，

邱清松，邱紫琴，侯星良，姚尚佑，姚國程，

封秋南，施淑沁，施瑞錦，洪宇民，洪坤和，

洪砞汶，胡佳楠，茂榮電子事業有限公司，

唐瑞梅，孫逸玲，孫儷倩，

峻誼不銹鋼工程有限公司，徐有順.徐永吉，

徐振誠.徐振中，徐清泉，徐麗年，

振久鋼鐵有限公司，捐款者，殷匡佐，

翁蔡秀賢，高立翰，張文玲，張玉芬，張仲豪，

張詩展，張翠屏，啟眾慈善會，梁晴，許志明，

許育嫺，連金芬，郭芷榕.郭芸榕，郭淑珠，

郭連惠蘭，郭進財，陳文翊，陳正弘，陳志明，

陳秀眉，陳秀貞，陳良明.陳林秀娥，陳宜芬，

陳松李，陳金治，陳亮宏，陳建宏，陳建翔.
陳建凱，陳施淑貴，陳柔云，陳炳川，陳美潔，

陳晉慧，陳高發，陳國瑞，陳淑美，陳淑美，

陳惠珠，陳景霖，陳智雯，陳雲娥，陳黃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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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碧足，陳誌寶，陳遠東，陳寶雲.陳佳良.
陳佳青，傅明慈，傅蘭妮，彭彥慈.彭乾育，

彭秋鴻，曾妙鈴，曾怡禎，曾美女，曾慧敏，

湯玉蓮，湯淺愛心會，程淑琴，賀楷晴，

賀楷鈞，黃志娟，黃志耿，黃長慶，黃美華，

黃振銘，黃素珍，黃媛淑，黃菊枝，黃雲英，

黃煜翔，黃資婉，黃榮宗，黃鴻銘，黃贊融，

愛心功德會，新竹中央獅子會-吳芳錫，

楊明理，楊邱玉葉，楊家蕙，楊健超，楊國偉，

楊淑華，楊景櫻，楊碩彥，萬彩玲，葉建良，

葉敏雅，葉陳幸，葉雲田，葉靜惠，詹亢戎，

詹奇哲，詹林梅，詹烱仁.詹鈞宇，賈智安，

雷佳珍，雷佳慶，廖明月.莊德旺，廖祥富，

廖惠珠，廖燈科，彰泰營造有限公司，

熊震宇，趙麗蓮，劉白江.莊玉娥，劉志信.
劉丁熒.劉彥廷.劉人瑋，劉信義，劉幽蘭，

劉素真，劉臻玲，劉寶有，厲霈，潘慧君，

蔡文玲，蔡水來.蔡郭仙汝，蔡依妤.蔡旻諺，

蔡依烜.蔡旻哲，蔡孟宗，蔡亭玉，蔡美蘭，

蔡詠聿，蔡錦川，諸羿瑄，

輝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鄭美玲，鄭益芳.
黃喬筠，盧翠菁，蕭荊珍，蕭銘君，賴淑美，

薛佩芬，薛佩玲，謝玉燕，謝孟真.魏建家，

謝美玲，謝堅，謝曉慕，謝蕙如.謝孟宸.
謝勝治.陳雪娟.謝蕙鍈，鍾芷芸，簡懿杏，

顏其政.李玉惠，顏柏軒，羅月里，蘇致銘，

蘇素樺

900
王嘉霈，劉秋萍

800
王雅蘭，白純宜，李佑麟，周雅琪，林淇妍，

曹瀚權.曹瀚宇，郭佳益，陳瑀婕，廖若軒，

劉嘉惠，蔡振昌，謝新惟

750
李玉蘭，郭俊宗

700
王水山，王怡文，吳志強，李仁智，周大鈞

660
李彥勳

600
士鴻實業有限公司，王瑞英，余麗琴，李宣慧，

李相瑄，李凌漢.賴淑賢.李金佩.賴金志.
涂彥宇.林俊，周敦筠，林煥宗，邱柏皓，

恆祐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夏嘉隆，袁國忠，

高雅萍，張慧如，陳世杰，陳孝先，陳芊卉.
陳芊凱，陳亞莘.陳苙恩，陳俊廷，陳冠州，

陳品妤，陳宥霖，陳美言，陳韋如，曾雪惠，

游謝素英.游正吉，黃一信，黃思維，黃楀靖，

蔡沛辰，蔡宗宏，蔡俊雄，蔡聰達，鄭伊婷，

謝采伶，羅安廷，羅采馨，羅崧勻，羅貴春

550
郭淑櫻

515
羅林春霞

500，
人生愛心會，大東寰科技有限公司 吳吉田，

方思婷，王吉中，王成傑，王秀文，王芝云，

王威強，王建堯，王美玉，王姵淳，王珮珊，

王捷儀.王子芸，王章丞，王惠瑗，王鈺婷，

王學慶，王麗娜，王麗燕，王馨，

生展機器有限公司，白佳玉，白淑媛，白雅惠，

伍明得，朱立華，朱佩雯，朱明基，朱彥魁，

朱彥熏，朱家亨，朱振奇，朱億龍，江伶俐，

江宜哲，江素瓊，何瑁鎧，何鴻吟，吳坤芳，

吳宗翰，吳林足金，吳信德，吳姿穎，吳秋燕，

吳若麟，吳梅，吳淑娥，吳淑豊，吳陳一枝，

吳復豪，吳貴松.吳林桂，吳進南，吳榮泰，

吳鴻榮.劉滿穗，呂育芬，呂亭誼，呂家珏，

宏正總管理處，巫國雄，李正助，李艾蓉，

李秀美，李妮悁，李宗翰，李宗翰，李武忠，

李金鴻，李旻蒨，李俊德，李俊毅，李美足，

李洺源，李健愷，李屠慧君，李彩娥，李淑惠，

李雪霞，李蕙如，李錦芳，李瑃提，沈明珠，

沈亮安，沈哲玄.沈柔廷，

私立博全美語文理短期補習班，周秉毅，

周俞汎，周建炎，周庭瑄，周敬軒，周毓華，

周鄭芳，孟憲鎧，孟繁佳，屈保誠，岳安台，

林小惠，林何阿柑，林宏謀，林李阿里，

林沛彤，林良殷，林孟琦，林宗翰，林宛臻，

林承志，林明磁，林金聲，林冠伶，林南村，

林南芝，林思語.林冠言.許宸瑋，林峻寬，

林珠，林益全，林祐光，林素婷，林烜冰，

林國峰，林梅嬌，林淑珠，林淑敏，林淑惠，

林淩慎，林惠津，林瑞珍，林聖弘.連錦，

林裕卿，林煒晟，林麗卿，林麗珠.張雅筑，

邱安言.邱品睿，金家聰，姚竣鎧，姚貴林.
李麗珠，施仲信，施禹孝，施禹彤，施銘鏞，

柯宇珊，柯宜姍，洪友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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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光煊，

革安企業有限公司，孫李月鳳，孫岳鳴，

孫嘉隆，徐文展，徐銘澤，翁仁宗，翁知暉，

翁淑珍，翁陳玉霞，翁維敏，翁儷瑄，

馬淑惠，馬富華，高吳綉美，高珮軒，高菁霞，

高鈞奕，高雄長庚皮膚科，高甯麗，高慧娟，

高耀村，康嘉玲.邱毓雯，張文琴，張立彥，

張承洋，張春，張美質，張家漪，張展文，

張敏裕，張盛雄，張雪美，張雅惠，張琬勤，

張毓珊.范捷瑜，張勵君，張麗珠，梁美昭，

梁潔瑩.梁瑋晴，莊佩忻，莊凱茵，許世賢，

許君琪，許明華，許英琴，許書斌，許淑貞，

許淑靜，許筑筌，許豊作，許蕙蓉，郭志明，

郭信銘，郭啟沐，陳文斌，陳正斌，陳永儒，

陳任璿，陳育真，陳明桂，陳明達，陳保穎，

陳品穎，陳奕瑞，陳柏志，陳柏誠，陳祉妤，

陳秋錫，陳英信，陳重郡，陳桃，陳素月，

陳素惠，陳素蓮，陳淑，陳淑惠，陳瑞美，

陳德旺，陳慶和，陳燕誠，陳蕙娟，陳靜宜，

陳麗文，陶茂森，章修琪，章道明，傅正謙，

傅有慈，傅珮文，彭守謙，彭家銘，曾弘炘，

曾阿琳，曾美珠，曾淑媛，游喬富，湯小玲，

無名氏，馮勝毅，黃士庭，黃志受，黃志明，

黃佩雲，黃明松，黃治中，黃信榕，黃品超.
黃品瑜，黃柏青，黃偉涵，黃啟宗，黃雪貞，

黃曾吟梅，黃棟樑，黃雯雀，黃溫梅，黃榮彬，

黃福華，黃德文，黃麗洋，惲元珍，楊正伊，

楊孟凡，楊淳米，楊琇惠，楊凱茗，楊謹華，

溫文寶，葉奕甫，葉珮瑱，葉軒甫.葉晏廷，

葉彩燕.廖珮均.廖珮騏，詹心藍，詹遂願，

詹瓊華，鄒方瑜，鄒方寧，雋昱科技有限公司，

廖永量.廖悠秀，廖玫慧，趙芸湘，劉小芬，

劉少民.徐素芳，劉秀媛，劉芊忏，劉秋垣，

劉麗美.陳錦祥.劉蔡淑女.陳宣志.陳葦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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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沛玟，蔡沛涵，蔡秀琴，蔡依廷，蔡函希，

蔡宗展，蔡幸言，蔡欣璇，蔡政峰，蔡美霞，

蔡國欽，蔡淑麗，蔡進賜，蔡閎恩，蔡慧玲.
項光照.項育棠.項娉甄，蔡學憲，蔡濬澤，

鄭旭媚，鄭君浩，鄭梅花，鄭淑華，鄭翰聰，

鄧語珈，盧秉豐，盧星全，蕭永義，蕭啟裕，

蕭福欽，賴宜青，賴玟君，賴奕君，駱瑩，

戴靜宜，謝欣燕，謝碧雪，謝禎芳，鍾宇虹，

鍾孟伶，鍾麗君，簡君霖，簡美淑，藍美紅，

顏家鴻，顏朝發，魏皙，羅錦輝，譚宇智，

蘇志超，蘇曉芬，凃雅琇

400
何麗琴，吳家慶.曾淑雅.吳貞頤.吳秉軒，

李玉棋，李潓菁，紀良育，紀佩汾，紀龍年，

游如蓮，廖思婷，劉碧珠，蔡義明.蔡林金足，

樹人醫護專科管理學校 慈幼社，薛慧如，

簡素雲

360
林雨利

350
裴旭剛.裴向洳，

300
小丑魚的店，王亦萱，王佩穎.王儷穎.王博賢，

王雨涵，王俊焜，王奕婷，王淇，王惠瑩，

王靖淳，王端勇，史文淵.史冠智.許文惠，

石志恆，江茂聰，吳江河，吳佳蓉，吳明璋，

吳明謙，吳芸姍，吳祈賢，吳智家.吳亞霓，

吳榮燦，吳寶琴，呂苡溱，李文連，李玉詩，

李沈鶯月，李承泰，李明輝，李奕翔，李盈瑩，

李國屏，李淑玲，李華嚴，李碧君，李維杰，

李翠瑾，沈佑同，汪子鴻.汪威任，卓睿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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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諼泓，林子超，林伯軒，林伯鴻，林芝如，

林芷芸.林培岑，林泑蓉，林家賢，林祐嫻，

林婉歆，林湛悅，林雅珮，林裕平，林鈺勳，

林麗珠，武廷筠，邱念禹，邱敬庭，邱嫈軫，

俞俊菁，施素青，柯沛瑜，洪素真，洪崇益，

洪崇耀，洪速津.洪靖雯.洪瑋辰，洪靖民，

洪儷恩，胡旭麗，范聿瑄，夏建國，徐月英，

徐翠瑩，徐慧君，留彥琳，翁麗卿，馬壽亨.
馬壽池，高秀絨，高振章，涂馨予，張文偉，

張加添，張立明，張洛嘉，張美鈴，張美瑩，

張郁翎，張凌姬，張晉瑋，張晏誠，張陳碧雲，

張惠媛，張琪悅，張慧雪，張諒義，張羅秋妹，

張麗華，曹明春，曹美妙，曹祖綦，莊秀玲，

許雅燕，連敏惠，郭妙婷，郭筱佳，郭適熏 ，
陳玉梅.陳弘毅.陳聖銘，陳佑庭，陳佑軒，

陳妍伶，陳佳伶，陳佳樟，陳怡君，陳明裕，

陳玟潔，陳金盈，陳俊仁，陳彥君，陳彥孜，

陳昭樺，陳星伃，陳紀君，陳美惠，陳竑宇，

陳淑麗，陳朝保，陳舜美，陳雅馨，陳意昌，

陳皚珊，陳緗蓉，陳曉芬，陳臆仁，陸志遠，

曾旭宏，曾南海，曾陳月嬌，游素貞，黃安亮，

黃羽　，黃明旋，黃郁玲，黃啟銘，黃筱琪，

黃橙詳，楊元欽，楊月雲，楊旭甲，楊佩龍，

楊昕蓉，楊金泉，楊莉玉，楊喬伊，楊晴惠，

楊游罔市，楊豐嘉，詹人傑，詹淑裁，

廖文慶.廖誠佑.廖恩榆，廖偉傑，廖惠美，

廖詩怡，廖麗玉，趙芷吟，劉宗霈，劉欣怡，

劉昱潔，劉紘維.劉筑宜，劉勝次，劉雅君，

劉憶蓁，劉璟琪，歐陽雅鈴，蔡享享，蔡幸芝，

蔡建富，蔡淑貞，蔡適謙，衛竹娟，鄭素貞，

鄧汝康，賴雲憓，戴志宏，謝依廷，

謝明豊(萬芳汽車材料有限公司)，謝阿連，

謝植安，鍾梅芳，鍾翊瑄，簡孝芸，簡美珠，

顏泓暉，顏崇儀，顏彩霞，羅玟慈，羅韻華，

嚴淑惠，蘇昱君，蘇筠真

250
王玉玲，李宜軒，李宜霖，李雅文，唐立國，

唐銓璟，唐銓謙，張國藩，陳誼玲.廖昆苗.
廖宥涵，黃宣淵，黃凱莉，楊陳鳳英，

劉太綢，劉彩嬿，劉碧涵，鄭睿彬

230
王軒鎂

210
胡菁嵎

200
大邑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方威仁，毛仁甫，

王仁妤，王正廉，王怡文，王宥鈞，王昭文，

王玲玲，王美玲，王惟政，王啟印，王貴虹，

王順玄，王藝樺，仝汶婷，仝哲宇，任學忞，

全家福，向璋婷，朱明宏，朱晉德，朱進財，

江林碧桃，江芮瑜，江厚澤，江惠容，江襼芸，

何東澤，何東翰，余偉誌，余紫瀅，吳乙萱，

吳乙寬，吳玉惠，吳吉田，吳守逸，吳妤庭，

吳志鴻，吳李軍，吳叔靜，吳東霖，吳玲芳，

吳貞瑩，吳悅慈，吳振賢，吳詩宜，吳靜怡，

呂佩恩，宋勇宏.澎郁馨.宋可允.宋可伊，

宋清玉，李秀苙，李佳珍，李佳倚，李佳樺，

李佩穎，李孟哲，李念徽，李芮恩，李垣漢，

李昱葶，李美蓉，李敏蓁，李陳玉華，

李黃麗淑，李學林，李瓊珍，李麗玲.高裕信，

李蘇介，沈鈺軒，汪品品，阮榮敏，周湘慶，

孟采穎，明園綠化工程行許丁木，林文琴，

林玉青，林志鴻，林沛囷，林秀芬，林亞辰，

林享棊，林芬蘭，林青褣，林俞汎，林奕夆，

林柳臻，林倩如，林家吟，林晏資，林茲榮，

林國鼎，林淑怡，林淑富，林紫崴，林瑞哲，

林詣婧，林資富，林碧玫，林翠娥，林慶源，

林靜汶，林麗玉，邵川華，邱力玟，邱心愉，

邱巧雲，邱亭枝，邱瑞華，邱筱群，邱麒諺，

邱麗靜，金瑞興企業有限公司，侯沛玲，

侯芳芬，姜博仁，施鏵傑，柯俊良，段志昇，

洪美如，洪錦和，胡文泉，胡椀茹，凌璿珽.
凌敏雪，徐苑萍，財億庭，張文馨.張文駿，

張宏嘉.張義豐，張宗瑞，張芷榕，張美虹，

張郁偉，張智翔，張慧貞，曹水清，曹智宇，

曹智佳，梁淑華，莊祥生.莊上寬，莊詠懿，

莊進靈，許字宏，許婷，許萸晶，許傳瑋，

連士瑋，連家財，連靖，郭怡玲，郭雨新，

郭彥廷，陳正良.陳柏元，陳永清，陳玉菁，

陳秀妙，陳秀娟，陳怡仁，陳明琴，陳玟邑，

陳映廷，陳若宸，陳振東，陳書華，陳浩軒.
陳詩婷.洪淑如.陳志郎.陳浩瑋，陳真菁，

陳素瓊，陳凰珠，陳敏如，陳淑芬，陳雅惠.
吳庭凱.吳沛容，陳慈妮，陳毓峰，陳葉金，

陳慧娟，陳慧潔，陳慧儒，陳燕慧，陳靜賢.
林修弘.林晉甫，陳麗蓉，單華瑾，曾子瑀，

曾群翔，曾聖倫，游淑貞，游賴綿，湯承澤，

辜正宇，黃小貴，黃玉珠，黃育柔，黃怡璇，

黃高進，黃彩雲，黃清霞.黃晶皓，黃博志，

黃博政，黃貴圓，黃楷茵，黃椿屏，黃鈺朋，

黃憲智，黃麗惠，黃曦緹，楊松偉，楊欣倫.
陳穎星.陳慧貞，楊珩嘉，楊惠媛，楊朝安，

楊硯淳，楊舒涵，楊麗君，葉小瑩，廖幸晴，

廖偉丞，廖貴鈞，管國棟，趙彥淵.趙凰君，

趙淑英，劉小翠，劉東元，劉金，劉宥均，

劉祐麟，劉莉莉，劉創平，劉靚，潘冠東，

潘麗惠，蔣尚廷，蔣昭正，蔡和錦，蔡宜芬，

蔡明妤，蔡振村，蔡涵伃，蔡竣宏，蔡夢吉，

鄭至宏，鄭明通，鄭香雲.賴怡臻，鄭皓允，

鄭銨慶，鄧秋原，蕭暐霖，賴勝翔，錢鳳生，

謝明光.陳秀靜，謝明成，謝陳麗，謝蕎伊，

謝麗美，鍾宇麟，鍾呈慈，簡吳美珠，闕蓮香，

顏華，顏暘，魏滿祝，羅仕鎮，羅永照，

羅麗如，譚慧芬，龔君月

188
劉國州

150
丁千惠，方政東，朱浩碩，陳美華，陳淑芬，

蔡采吟

120
王秋芬

119
林玉娟

111
陳清南

100
丁仁傑，王士銘，王如文，王汎熒，王妊允，

王偉峻.王晨祐，王國華，王意程，王盟雄，

丘靜，田姍姍，石宛如，朱盈，江吳勉，

江美珍，江清波，江楊阿蔥，何沛勳，何品毅，

吳佳芳，吳宣衡，吳秋月，吳豐鎰，呂志誠，

呂晉頡，呂珮慈，宋芝瑜，李文寶，李依穎，

李宜儒，李宜勳.馮鑑昌，李林彩玉，李從慧，

李淑媛，李陳玉梅，李銀河，李銀容，李麗霞，

沈志強，周惠民，周勵輝，

昇仁文理補習班講義輔導組，林千孌，林子薰，

林巧惠，林秀玟，林育如，林俊銘，林冠吉，

林品甄，林建成，林泉養，林飛宇，林振義，

林睿承，邱旭弘，邱奕函，邱弈禎，邱靖心，

邱曉薇，侯孟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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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慧華，張平岳，張光明，張明珠，

張家琪，張晉誠，張泰誠，張雯珈，張雯琇，

張雯瑜，張嘉琪，張銀顯，梁秀惠，梁詩敏，

莊承錦，許勻瀞，許文勝，許台叡，許正雄，

許哲嘉，許家綸，許書璇，許偉意，許灝杕，

陳卉姍，陳宇陞，陳志力，陳怡如，陳怡佳，

陳治豪，陳奕如，陳弈靜，陳思齊，陳映如，

陳雅亭，陳瑞木.楊淑雅，陳葦菱，陳儀瑄，

陳蕙芳，陳鵬智，陳麗華，陳寶年，陳鐸文，

傅台生，彭禹喬，彭湘澐，彭聖喬，無名，

黃宥叡，黃宥薰，黃昱仁，黃洪清月，黃淑燕，

黃凱莉，黃琡雯，黃筱鈞，楊光耀，楊淑年，

葉志偉.王美燕，葉宥葵，葉昭吟，董坤典，

廖俊超.李美菊，滿開業.崔宗玲，管曉娟，

趙鴻釧，劉心瑋，劉正元，劉宇軒，劉宇婕，

劉育成，劉佳鑫，劉佩真，劉威舜，蔣春玫，

蔡玉琴，蔡秀媛，蔡宗衛，蔡宜君，蔡淑玲，

鄭弘，鄭芬蕙，鄭春金，鄭晴芸，盧怡如，

蕭繼廷，賴秋伶，戴美裕，謝佳芸，謝岳勳，

謝明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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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叔君，蘇瓊華

50
鄭淑勻，龔鈺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