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喜願協會 

100,000 李  青 

50,000 林明星 

38,888 黃建勝 

36,666 黃正雄 

30,000 李明光/林東和/翁添福/楊光正 

26,000 李翼文 

20,000 柳怡如 

18,000 林清長 

13,300 大銘建設有限公司 

10,500 台灣兄弟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王志峯/王陳安靜/王菁菁/吳雅仁/李少棋/李熾洋/林文德/ 

林秀東/林俊桐/林映成/邱奕裕/夏松景/張哲章/張財源/ 

許玉蘭/許恬忻/許美玲/許廖幸珠/連政鼎/陳  立/陳宗志/ 

陳淑絢/陳雪芬/彭俊明/琦洋工程行/黃懷琪/楊仁傑/熊文

莊/趙國賢/鄭娟娟/賴永芳/賴孟信/薛居發/顏榮嗣 

9,700 許方賢 

8,800 陳順揚 

7,000 李志文/洪月鳳/劉進雄/ 

6,000 中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明輝/林仲誼/張美雪陳重銑

/楊文政 

5,888 李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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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元慶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世豐工程有限公司/吳建民/呂建緯

/林素貞/林慧紋/施淑芬/柳毓霜/孫英哲/翁劉美慧/高美蘭

/張淑華/張莉娜/郭國定/陳幼靜/陳克忠/陳志賢/ 

陳怡璇/陳瑞華/黃一峰/黃雪貞/葉俐蘭/葉振昌/廖彥茹/ 

劉懿寬/潘瑞文/蔡奇璋/蔡智雄/蕭淑君/賴俞瑄/謝公瀚/ 

謝佳晏 

4,000 陳昭燕 

3,600 林淑鈴/趙俊豪 

3,280 貫溢實業有限公司 

3,000 王丕銓/王玉芬/王佳鈴/王俊人/王姿懿/王雅齡/王嘉群/ 

田素月/吳孟涵/李政勳/李森煌/李碧芬卓文英/周錦支/ 

林沐欣/林宜亭/林相君/林茂盛/林瑞娟/林鴻章/施永敏/ 

柯亮宇/洪月晴/孫昭瑜/張文燕/張容月/張慶南/張慶龍/ 

郭彥彤/陳俊華/陳冠霖/陳茂堂/陳義樑/陳碧玲/程逸雲/ 

黃宜芬/楊佩霞/楊詔閔/詹麗女/劉秋英/劉英哲/劉國泰/ 

蔡政儒/鄭進成/蕭瑞勛/賴依凡/賴惠貞/謝幸蓉/謝青穎/ 

叢文豪/簡斯敏/顏秀蕙/羅淑惠/蘇浩閔/蘇逸彬 

2,400 王秀珠/白庭科/ 

2,000 于麗華/孔淑華/方琇瓊/毛淑真/王秀娟/王芬玲/王寶秀/ 

朱  垣/朱語心/牟瑞娟/吳宏君/吳  明/吳勝嘉/呂珮瑜/ 

李心甯/李美瑢/李淑華/沈承翰/周烈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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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遠大地工程有限公司/林月貴/林旅仲/林桂萍/林純香/ 

林淑鈴/林琮棋/林憶茹/林鎮宇/邱志昇/邱玟菁/邱金華/ 

洪秋蓮/孫兆珍/孫偉軒/孫雪真/晃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金桂/高華慶/高新瑜/高溥炫/張家溶/張貴香/張瑀珊/ 

曹博倫/曹博軒/梁志羽/盛樂潔/莊大億/莊明嫻/莊益文/ 

許莉莉/許惠文/陳玉春/陳克平/陳芳滿/陳冠諺/陳美惠/ 

陳姬菁/陳振誠/陳惠玲/陳雅芬/彭素卿/曾依宸/黃文瑛/ 

黃玉欣/黃玉嬌/黃玉櫻/黃妙姿/黃明煌/黃亮人/黃詮鑑/ 

黃靖衛/黃睿慈/楊代智/楊秀婷/楊秉翰/楊惠媚/楊惢嘉/ 

葉婷貽/董吉埄/董念國/廖慧雯/趙建梅/劉元中/劉玉蘭/ 

劉申文/劉厚男/蔣芳瑩/蔡桂珍/蔡淑美/蔡雯麗/鄭阿素/ 

鄭耿育/鄭淑芬/賴文惠/錢欣怡/鍾宜芳/鍾宜芳/簡春子/ 

簡皇修/簡翰強/藍國誠/顏三賢/顏芯澄/羅明哲/譚紘喆/ 

蘇建彰/蘇雅芬/蘇麗芬 

1,688 蔡雲祥/ 

1,680 顏志龍 

1,600 吳昭錦/周燕萍/張素卿 

1,525 張寶憶 

1,500 方仲權/孫俊仁/得億國際有限公司/華盛頓中學輔導室/ 

覃少昌/黃廷鈞/廖哲甫/褚阮宗/蔡宛伶/謝廷政/ 

(藍綠,藍心慈,藍睿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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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尤伯豪/李婷婷/林郁玟/馬雪鳳/張哲墉/陳思含/黃正華/ 

劉淑華 

1,111 陳毓裕 

1,000 于勛功/孔繁芷/方素卿/方銀花/方燕菁/毛淑真/王士忠/ 

王正義/王玉真/王幸堂/王美玲/王家榆/王家輝/王淑玫/ 

王祥安/王尊玄/王舒薇/王嵩涵/王毓翔/王溪鎮/王瑞燕/ 

王蓉萱/王韻淳/王麗珠/田家茵/石瓊瑜/向麗玲/朱小姐/ 

朱汝文/朱珮瑄/朱真辰/朱鳴翔/朱麗雲/江欣玲/江欣儀/ 

江惠妢/江景峯/何玉玲/何立偉/何秀麗/何佳豪/何國宏/ 

何蕙君/吳心琪/吳宏君/吳幸蓁/吳俐玫/吳奕慧/吳思瑩/ 

吳政憲/吳春棉/吳為龍/吳庭逸/吳晉嘉/吳國忠/吳淑新/ 

吳淵源/吳琇樺/吳翊瑄/吳輝明/吳磬雯/呂欣馨/呂彩雲/ 

巫忠祥/李仁道/李心綺/李玉玲/李玉惠/李安傑/李志祥/ 

李秀津/李佳蓉/李佩珍/李宗麟/李宜璇/李昕芳/李芳勝/ 

李芳蘭/李芝嫻/李威學/李宥萱/李珍妮/李秋如/李姝香/ 

李淑菁/李翎妤/李惠敏/李業丰/李業德/李瑞玉/李曉怡/ 

李興華/李鴻猷/李鴻猷/李鴻猷/李鴻猷/杜梅桂/沈利真/ 

周千鈺/周旭昇/周怡華/周淑敏/周慧倫/易序梅/林士勤/ 

林文啟/林民恩/林沛瀅/林秀真/林足惠/林佳旻/林怡岑/ 

林明賢/林阿員/林玲如/林盈伺/林秋霞/林美惠/林衍焜/ 

林書琦/林益如/林  純/林軒妤/林敏玲/林淑華/林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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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隆琦/林雯雯/林鈴如/林筱嘉/林鳳玲/林慕賢/林聰欽/ 

林麗紅/邵建雄/邱仕昌/邱怡倫/邱松山/(邱秋香,李建佑)/ 

邱惠琴/邱雅文/邱歆柔/邱碧玲/邱齡慧/金  慧/侯宏叡/ 

姚介玫/施石南/施美鳳/洪平娟/洪秀芳/洪淑娟/洪淑慧/ 

洩宏騰/胡右融/胡林金治/胡祈上/胡晁維/胡淑蕙/胡瑞寶/ 

胡漢豪/胡德華/胡瓊瑤/范秀美/苑恩惠/苑恩惠/倪春暉/ 

徐呂麗/徐宏彥/徐宏儒/徐金森/徐淑真/徐嘉瑾/徐靜治/ 

秦香琳/秦  榕/袁湘芸/袁菁那/郝美華/馬貴祥/高伊德/ 

高佩瑜/高美娟/高淑貞/高祥鈞/高智雄/高瑞鴻/高  瑋/ 

高薈茹/高藝樺/涂振斌/康雅芬/康蕓桓/張于軒/張方禕/ 

張郁心/張恩碩/張素卿/張淑芳/張涵臻/張章祺/張凱琍/ 

張惠珍/張惠晴/張詠涵/張雅惠/張雅筑/張詅鈞/張裕榮/ 

張嘉煌/張蓓倫/張慧珊/張慧娟/張耀麟/曹慧君/梁正宇/ 

梁勤佳/梁興國/莊千慧/莊佳娟/莊素珠/莊雅惠/莊鳳凰/ 

莊慧怡/許伯聰/許春嬌/許洧銘/許庭銨/許郡芳/許偉忠/ 

許淑慧/許莉棋/許博洋/許富美/許惠招/許惠秋/許湘涵/ 

許溢庭/許萬宗/許綏鉍/許煒銘/許碧雲/許錦如/許麗虹/ 

許麗真/郭秉芝/郭昶廷/郭哲宇/郭恩博/郭淑芳/郭萬福/ 

陳又麒/陳子路/陳廷寬/陳秀雲/陳佳君/陳孟黎/陳怡芬/ 

陳怡潓/陳怡靜/陳明聰/陳玥程/陳芳靖/陳金釵/陳俊成/ 

陳俊良/陳威志/陳彥吟/陳彥程/陳思維/陳昭燕/陳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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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眉秀/陳美珍/陳美珠/陳虹樺/陳振輝/陳泰豊/陳素婉/ 

陳堅銘/陳淑玟/陳淑珠/陳淑梅/陳淑麗/陳淑麗/陳進興/ 

陳雅芬/陳萬祥/陳裕康/陳詩秦/陳嘉馨/陳鳳媚/陳慧真/ 

陳曉文/陳靜如/陳耀惠/陳韡昕/陳堃皓/陳堃銘/陶緯祺/ 

傅秀蘭/傅筠駿/富莊果菜行/彭鄧瑞華/曾文美/曾玉香/ 

曾秀麗/曾育昇/曾昱焜/曾雯仙/游松遠/游信凱/無名氏/ 

程味男/程業薰/程麗鳳/童慧姍/黃乙修/黃于芳/黃大昌/ 

黃丕成/黃正濬/黃江城/黃珊瀅/黃美惠/黃郁婷/黃素卿/ 

黃淑菁/黃淑鈴/黃淑慧/黃淑蕙/黃毓棻/黃裕文/黃靖媛/ 

黃靖貽/黃鈺真/黃鈺樺/黃聰成/黃麗美/黃麗娟/黃嬿云/ 

楊天蕙/楊玗華/楊宜玲/楊承諭/楊雪君/楊斐雯/楊智皓/ 

楊琪琮/楊舒涵/楊靖如/楊碧圓/楊碧燕/葉乃瑜/葉乃瑄/ 

葉千瑜/葉玉英/葉秀珠/葉昱姍/葉素恒/葉添旺/葉曉霜/ 

董曉婷/詹秋吉/詹泰武/詹凱雯/靳陸美/廖秀容/廖家筠/ 

廖珮君/廖素緞/廖惠玉/廖慧姝/廖慧媛/廖憶如/趙士凱/ 

趙月嫦/趙苑忖/劉永豐/劉秀梅/劉姿妤/劉春梅/劉珊珊/ 

劉哲銘/劉軒佑/劉健輝/劉淳吟/劉淑美/劉盛弘/劉議方/ 

歐斐禎/歐陽建湘/歐麗華/潘杏枝/潘品綾/潘癸如/潘虹吟/ 

潘薇旨/磐頤商行/蔡允媃/蔡玉璉/蔡仲可/蔡秀萍/蔡佳緹/ 

蔡佩蓉/蔡宗麟/蔡定翰/蔡幸如/蔡厚彬/蔡宥諺/蔡秋蓉/ 

蔡婉茹/蔡淑芬/蔡喬奕/蔡惠妮/蔡惠雅/蔡瑞龍/蔡韶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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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鳳梅/蔡麗秋/鄭心慧/鄭冰清/鄭夙惠/鄭春綺/鄭秋紋/ 

鄭淑娟/鄭堯方/黎淑慧/盧永仁/盧惠琪/盧瑞益/蕭素尊/ 

賴宣良/賴張秀琴/賴碧君/戴辰羽/戴淑華/戴慧萍/薛禹發/ 

謝小如/謝忱謙/謝宜君/謝明諺/謝東成/謝秉豐/謝瓊儀/ 

謝繼光/鍾秀美/鍾宛儒/鍾瑞玉/鍾翠芳/韓瑞章/簡川子/ 

簡志鴻/簡美淳/簡振芳/簡嘉瑱/簡嫜憶/簡慶寧/顏紀庭/ 

顏義峰/魏碧珠/羅孟宣/羅孟暘/羅芳成/譚玥騰/竇偉誠/ 

蘇俊壽/蘇絲瀅/顧何忠 

888 丁立如/吳文源/吳進輝/林秀美/林政妍/陳映涵/陳映瑄/ 

陳菀苓/ 

855 林萊榮 

800 林金成/張漢諭/劉美玲/(蔡嘉祥,陳慧玲,蔡欣豪,蔡欣宇) 

688 吳妍晞/吳冠穎 

678 阮月美 

668 謝喬安 

666 陳金坐 

600 尤姿璇/王建中/王桂英/王鵬翔/吳依璇/李宗諭/李瑜峻/ 

胡秀霞/張紋靜/張嘉雯/莊侑樺/陳世吉/陳宥辰/陳建龍/ 

陳貞妏/陳國文/陳智賢/陳雅慧/楊皓丞/楊靜宜/(詹盆,鄭

雅卿,鄭玉蘭,蔡羽喬,蔡羽晴)/廖庭暐/廖庭鈺/廖進在/ 

劉樺溢/戴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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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莊瑞鵬 

555 秦鳳凰/劉  昱 

500 上旺貨運有限公司/王幸源/王昭懿/王凱正/王瑞業/王鳳明 

王德龍/白鳳翔/向薇蕙/年安琪/朱美蓉/朱麗卿/江馨蕙 

何玉婷/何佳穎/吳妮鎂/吳孟慈/吳宜潔/吳怡雅/吳明哲/ 

吳雨珊/吳美淑/吳素爭/吳茗萱/吳莉真/吳瑋晨/吳穎誠/ 

吳穎禛/吳穎澤/吳効輯/呂奕蓁/宋光平/李世明/李兆倫/ 

李佩霖/李宗憲/李承峻/李明杰/李泓霆/李品毅/李姿瑩/ 

李建加/李建虹/李彥霖/李思霈/李秋玉/李茂璿/李桂英/ 

李焌瑛/李嘉禎/李適華/李龍華/李鎮宇/沈雅雯/阮靜惠/ 

卓靜慧/周厚賓/易長榮/林佳陵/林坤龍/林宗毅/林宛姿/ 

林芳如/林亮均/林俊男/林奕安/林建宏/林茂盛/林郁庭/ 

林峻丞/林泰宏/林素玲/林淑芬/林勝東/(林瑞筑,林薇筑)/ 

林資元/林麗萍/林鶯淑/施秀蓁/施俊豪/洪以颺/洪玉欣/ 

洪琳雅/洪琳雅/洪順成/洪慈璘/洪瑞華/胡九云/唐子軒/ 

唐子傑/唐世詮/唐辰君/孫忠偉/徐雅慧/高美祝/高莉雅/ 

高碧蓮/涂淑娟/涂淑娟/張立婕/張和智/張桂汾/張淑秋/ 

張晴渝/張超雄/張雅慧/張琬暄/張詩敏/張瑋珊/張語倫/ 

張增暉/張曉雯/張麗怡/敖維玲/敖維玲/敖維玲/曹家瑋/ 

符婉鈺/莊玉英/莊庭榛/莊爵銘/許文志/許秉浚/許凌燕/ 

許家銘/許峻銓/許媛涵/許峯彰/郭貞吟/陳又誠/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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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安忠/陳冠宇/陳冠安/陳威志/陳英萍/陳香蘭/陳素娟/ 

陳瑞強/陳霈瑗/陳曉芬/陳薪鴻/陳峯潭/傅佑國/彭牡丹/ 

游佳玲/童小瓊/黃心榆/黃向森/黃秉軒/黃彥慈/黃郁紋/ 

黃畢莉/黃進德/黃雅梅/黃意淳/黃澤民/黃薰儂/楊庭瑋/ 

楊茜如/楊惠姿/楊錫章/義利捷貿易有限公司/葉銘珠/ 

葉鎮源/詹雅婷/詹德麟/鄒方瑜/鄒方寧/雷小玲/廖又萱/ 

廖世托/廖信宇/廖夏萩/廖潔玲/劉文秀/劉佳芳/劉琇玲/ 

樊恩齊/歐正義/潘信元/潘惠婉/蔡旼恩/蔡政錡/蔡惠琴/ 

鄭世全/鄭宇喬/鄭旭揚/鄭沛橙/鄭秀萍/鄭秀齡/鄭程溱/ 

鄭絜倪/鄭睿誠/盧正義/盧利益/盧林寶/蕭登元/蕭瑞祥/ 

蕭暐霖/賴仁吉/賴俞均/賴陳碧貞/戴秀之/戴鴻禧/薛碧蘭/ 

謝美玲/謝莉婷/(闕德風,闕山王,闕楊素鳳,闕雪映)/ 

魏宗崙/魏軍訓/羅  雯/蘇怡蓁/蘇家萱/龔攔英/巖文金/ 

凃富美 

417 李勁霖 

400 黃琪婷/瑞穗國小 507班小朋友/厲珊珊/ 

378 李勁霖 

310 羅兆旭 

300 王威澤/王惠慈/(余俊賢,余竑陞,余秉翰)/吳瑞侯/呂蕙伶/ 

李定安/(李東融,林育華,李家瑩等)/李勁霖/李維焄/ 

阮相慈/周育佩/易晟企業社/林孟璇/林  岳/林美慧/林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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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祐聖/林素雲/林湛沅/洪茂棠/韋佩汝/荊俊玲/高士鳳

/張坤煌/張峰源/張婉莙/梁玉真/梁祐純/莊木宏/許雅燕/

許銘仁/陳于婷/陳良演/陳佩伶/陳建良/陳致嘉/陳泰利/陳

理江/陳榆蓁/陳福祺/陳瀛媛/彭王慶/彭柏毅/彭榆柔/ 

曾裕鴻/曾謝玉枝/曾麗雪/無名氏/黃宣家/黃浚銘/楊伯仁/

葉崇琦/趙佩香/趙素梅/劉桂吟/劉珮吟/劉碧珠/劉麗芬/ 

劉寶玲/潘玉茹/蔣秋鳳/蔣黃素英/謝春惠 

250 林泓圻/林思妤 

200 王伯元/王玫茹/王郁雯/王煥文/吳岳臻/吳梓毓/呂季珍/ 

宋承訓/宋鈺婷/宋鈺棻/宋睿軒/李建和/  

(李煥熏,黃銀梅)/周汶薐/周靜宜/林文傑/林金淑/林雨蓁/

林家禾/林晏瑜/林啟元/林德存/林慧慧/邱銘杰/施麗貴/柯

清香/洪伊文/洪秀華/(洪益民,洪玉珊)/孫朋志/財文志/張

峰源/張瓊月/莊采諭/許宇辰/許維珍/郭秀珍/陳芃羽/陳怡

安/陳怡婷/陳俐廷/陳宥蓁/陳彥如/陳秋娟/陳姵曲/陳悅治

/陳漢洲/曾楚雲/曾錦鍛/游依婷/黃友俊/黃成豐/黃建興/

黃嘉偉/黃麗蓉/葉明軍/廖惠玲/劉建麟/蔡璧如/蕭張秋英/

戴美月/顏白蓮/魏惠婷/温瑞鏞 

166 游程鈞 

150 陳瓊霞 

120 林瑞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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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鄧博仁 

100 王建勝/王苔緯/王淑靜/王瑋傑/白珮渝/江阿寶/吳佳霓/ 

吳柏慶/李泓昌/李勁霖/李智琳/林明福/林采諼/林萌瑾/ 

林學謙/林龍遑/邱政雄/邱黃阿月/邱麗安/施惠文/洪玉婷/ 

胡以林/胡阿輝/胡清祥/胡清華/胡清華胡陳阿鳳/胡義火/ 

胡麗美/致韋有限公司/冤親債主/孫秀珍/袁天民/張水城/ 

張宇孟/張庭鳳張甄怡/梁家銘/梁晊瑋/許智揚/許智皓/ 

連雅閔/陳又禎/陳元皓/陳玟伶/陳金琳/陳郁芳/陳恩慈/ 

曾品翰/曾郁棻/曾鈺婷/黃淑女/黃惠美/黃語璇/楊明雄/ 

葉昭仁/葉燦津/詹玉裡/詹  甜/詹涬涵/詹鈴真/ 

維康醫療器材-南門醫院店/劉湘琪/劉貴銘/蔡玉真/蔡政男 

蕭  微/蕭  瑤/賴睦璿/賴睦璿/薛名紘/謝文宜/謝孟儒/ 

謝東霖 

73 林  雪 

50 李勁霖/周暄晴/李  青/ 

實物捐贈 維康醫療器材-南門醫院店(捐贈未兌發票 184張)/ 

維康醫療器材-敏盛經國三店(捐贈未兌發票 149張)/ 

維康醫療器材-郭綜合店(捐贈未兌發票 110張)/ 

維康醫療器材-新竹國泰一店(捐贈未兌發票 147張)/ 

維康醫療器材-龍潭敏盛店(捐贈未兌發票 394張)/ 

羅麗芬國際美容美體機構高雄梓官店(捐贈未兌發票 8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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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久利搬家貨運有限公司(捐贈未兌發票 153張)/ 

林倩茹(捐贈未兌發票 241張)/ 

金承威(捐贈未兌發票 67張)/黃惠芳(捐贈未兌發票 26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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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林達玲/翁昆湖/許炳金 

3,600 陳碧媛 

3,000 林瑞益 

2,400 歐逸君 

2,000 (洪光熙,陳靜珠,洪廷昌,洪廷儀) 

1,000 

王子輝/何錫欣/吳紅嬌/陳文涓/陳宏詩/陳薇雅/黃中廷/ 

蔡馥年/蔡麗敏 

900 馮  冰 

800 白純宜 

700 洪麗莉/陳鴻文 

500 

何兆軒/林亞菁/張國輝/黃君傑/葉素蓮/鄭麗琴/魏珵菱/ 

魏龍寶 

300 邱欣怡/洪秀慧/相靜宜/許茂雄/郭淑萍/盧淑稜 

250 林永勝 

200 王秀誠/林庭揚/林靜宜/唐麗雲/張莉莎/陳建良 

150 姚怡如/蕭伊玲 

100 

李佩芬/李佩鳳/林仕彬/胡素鳳/烏月珠/莊世欣/許文輔/ 

陳君誌/陳冠傑/黃國樑/廖振盛/蘇冠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