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關懷⼩丑協會（紅⿐⼦醫⽣） 

2020年度捐款徵信名單
2020年度：2020/1/1~2020/12/31

Abby 李亦欣 孫敏純 陳勁宇 廖唯誠
Adeline 李仲天 孫鴻字 陳勁維 廖堉寀
Agatha�Lai 李先 孫鴻宇 陳勇佐 廖敏孜
Amy 李同泰 孫櫻慈 陳南宏 廖敏琪
Amy�⿈ 李艾玲 徐*妤 陳姿吟 廖淑華
Andy�KO 李劭筠 徐*苓 陳姿妤 廖淑靜
Asbel攻城屍 李妙晏 徐*茹 陳姿樺 廖翊均
BIBO�Y.N.HU 李沁芬 徐*涵 陳姿燕 廖翊廷
BTS防彈少年團 李沛䭲 徐*惠 陳姿燕 廖惠萱

CCH-2020交換幸福交換愛 李秀春 徐*硯 陳姿臻 廖舒寧
Chen�You-Shin 李佩芬 徐*筑 陳姿融 廖曉萍
Chloe�Tai 李佳芸 徐*筑 陳宥宇 廖YOKO
Eating 李佳玲 徐*義 陳宥希 熊波吉
Ellie�Lai 李佳純 徐*儀 陳宥庭 熊雅萍
Emma�H. 李佳臻 徐*麒 陳宥翔 爾思美語
fang 李佾純 徐⼦桓 陳建章 睿朱數位電商股份有限公司
fiona.liu 李依錚 徐⼩綠 陳建華 蒲*⽂
Galio�Lin 李宛蓉 徐⽻⾠ 陳彥允 蓁軒

H***********i 李宜庭 徐君儀 陳彥伶 蓋⽟恬
HML 李宜錂 徐沛翎 陳思穎 趙*琳
Hola 李宜靜 徐明義 陳思韻 趙*儷

HuangNicole 李岳霖 徐信平 陳映萁 趙千惠
IJ 李怡婷 徐盈恬 陳昱蓉 趙世祺

J.C.�LIn�Balance�Yoga 李怡婷 徐苡恩 陳柏如 趙⾄敏
Jasmine 李怡諄 徐郁棠 陳柏璁 趙佳琪
Jasmine�Lai 李怡靜 徐珮昀 陳盈如 趙俊名
Jennes 李昀潔 徐偉程 陳盈妤 趙培雯
Jillc 李昀融 徐敏純 陳盈融 趙婕妤

Joanne�Chang 李昕凝 徐荷詠 陳禹希 趙湸
Johnny�Tsai 李欣倫 徐莉涵 陳秋伶 趙燕玲
JraGonCheN 李欣穎 徐瑋利 陳美均 関萱棛
JuLia�Yeh 李欣霞 徐聖雯 陳美妤 億香園⼩吃店
K 李知叡 徐詩涵 陳美宏 劉*凡

Kaeru 李秉憲 徐⿍淏 陳美宜 劉*如
kally 李虎錫이호석 徐維勤 陳美珍 劉*伶
kayan 李冠傑 徐慧雯 陳美惠 劉*佑
Khin 李奕蒨 徐慧儀 陳致遠 劉*妤
KiKi 李妍薰 徐韻茹 陳若雯 劉*妤

L*********n 李姿誼 涂*云 陳若慈 劉*彤
L********n 李彥芬 涂*綉 陳若蕎 劉*函
L*******N 李思潔 涂*穎 陳虹如 劉*怡
LADY�BASIC 李昭佑 涂琪玲 陳貞妤 劉*怡
LiHardy 李柏霖 涂穎穎 陳軍廷 劉*林
LU 李美佐,�郗更陵 畔 陳郁淳 劉*玫
Lun 李美珍 祕雕 陳⾱丞 劉*青

Marmot�Tang 李若熙 秦*雲 陳⾱⾠ 劉*珍
mimiky 李貞宜 笑笑 陳家宏 劉*娟
MINA錫琴 李家旭 翁*鈴 陳容萱 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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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liyglass 李晃岑 翁*徽 陳書愷 劉*婷
Nina 李桂* 翁*馨 陳偉如 劉*婷

NTUCH�NICU 李珮瑩 翁⽟靜 陳偉彤 劉*華
R&G 李紓婷 翁秀麗 陳國政 劉*雯
Rachel 李唯綸 翁慧諭 陳國傳 劉*睿

Renee�Chiang 李國耀 耕萬畬有限公司 陳惟曦 劉*瑩
Rico 李培馨 袁慧娟 陳淑泙 劉*燕

Rita 李婉瑜
財團法⼈⽡城泰統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會
陳翊綺 劉于君

Ruby�ku 李翊寧
財團法⼈伊甸社會福利基⾦

會
陳莉婷 劉⼼惠

S*******A 李凱⽂ 財團法⼈信義公益基⾦會 陳陳宛琪 劉⽂蓉

Seol 李凱森
財團法⼈春⽣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會
陳雪鴻 劉世純

shingirl 李惠華
財團法⼈統⼀超商好鄰居⽂

教基⾦會
陳喬淇 劉正順

Sophie�Lu 李朝濱
財團法⼈感恩社會福利基⾦

會
陳惠愈 劉⺠琪

Tail 李湘蓉
財團法⼈嘉義市私⽴福添福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會

陳欽賢 劉⽟賢

Tsen 李雅筑
財團法⼈臺中市私⽴惠康社

會福利基⾦會
陳湘穎 劉⽴柔

Vicky�Yang 李雅樺 ⾺*祥 陳琬婷 劉伃溱
W*******a 李詩儀 ⾺*穎 陳琬融 劉安城
Wang�YiJu 李嘉君 ⾺永豪 陳雅婷 劉秀滿

Wing�ShopWing�Shop 李嘉馨 ⾺宗潔 陳雅惠 劉芊妘
wuwen 李綵緹 ⾺照琪 陳雅雯 劉佩函

Xiumin⾦珉錫 李豪剛 ⾺慧安 陳雅鈴 劉佩玲
Y 李慧君 ⾼*芬 陳雅潔 劉依婷
YCL 李慧華 ⾼*姿 陳意馨 劉依婷
YCP 李曉茹 ⾼*婷 陳新欣 劉宗翰
Yobi 李靜惠 ⾼*雅 陳會穎 劉宜芳
Yutzu 李濰丞 ⾼*儀 陳楷學 劉怡秀
Yvonne 李瓊珠 ⾼*蓮 陳毓敏 劉治昀
ZMwed 李麗英 ⾼⼠喬 陳瑋婷 劉玟君
Zoe 杜*正 ⾼⼩姐 陳瑋樺 劉育峻
ZOE 杜*如 ⾼巧玲 陳瑜 劉俊宏
993 杜*芳 ⾼⽴臺 陳瑞卿 劉俐均
*宛* 杜*圓 ⾼明慧 陳瑞琪 劉信佑

92級⿇⾖國中3年4班 杜*禎 ⾼欣穎 陳萱 劉奕晨
⼀間房⼦有限公司 杜*臻 ⾼迎曦 陳萱靜 劉姵君

丁*芳 杜*薰 ⾼振元 陳詩涵 劉姵君
丁千惠 杜帆⽴ ⾼將實業有限公司全體同仁 陳詩婷 劉宥霆
刁*涵 杜依倩 ⾼雄囝仔親⼦共學團 陳詹燕 劉思青

⼜⼜ 杜芝儀
⾼雄醫學⼤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
陳資惠 劉思瑜

于*右 汪*中 ⾼雲怡 陳達育 劉美燕
⼤帥哥 汪湛中 ⾼毓鎂 陳鈺琳 劉倚恩

⼤氣整合⾏銷股份有限公司 沈*如 ⾼瑞琦 陳靖軍 劉娥秀
⼩不點CP 沈*安 ⾼筱媛 陳嘉璇 劉庭⾢
⼩可樂媽咪 沈*吟 ⾼鈺硯 陳榮貴 劉婉⽵
⼩君 沈*芮 ⾼靖雯 陳維瑩 劉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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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 沈*蓁 ⾼榕姿 陳維謙 劉紹強
⼩紅 沈*蓓 ⾼鳳遙 陳蓉萱 劉嵐
⼩粽⼦ 沈佩琳 ⾼慧芳 陳語婓 劉惠娥
⼩貓草 沈怡君 ⾼燕菁 陳儀珊 劉智瑋
⼩e 沈珮雯 區志豪 陳慧玲 劉雅雯

不具名 ⾓維嘉
國⽴台中科技⼤學護理4B

全體同學
陳慧娟 劉雅蘭

中佑資訊有限公司 ⾖⾖ 國⽴陽明⼤學 陳慧娟 劉瑞華
中壢王先⽣、秦名宏、李淑
芳、王翊丞、吳宗憲、羅利
嬌、詹益創、王進德、李順

昌、莊靜如

⾟*芝 崔芷宜 陳慧潔 劉曉馨

中壢王先⽣、秦名宏、李淑
芳、王翊丞、吳宗憲、羅利
嬌、詹益創、王進德、李順

昌、莊靜如

阮*瑜 崔慧玲 陳摯瑄 劉橙恩

尹瑾融 依⽶ 常博舜 陳曉如 劉穎姍
介唐公益信託社會福利基⾦ 卓*箴 庶務客貿易 陳穎 劉穎蓉

尤君⽂ 卓永翰 康培珊 陳穎賢 劉璨瑜
尤玫蘋 卓思怡 張*尹 陳穎樺 嬌⽣股份有限公司
尤彥霖 卓靖惠 張*云 陳霖琳 寬寬寶⾙
⽀向凡 周*伃 張*君 陳穗菁 慕恩能量療癒
⽅ 周*⽻ 張*汶 陳膺任 歐⽟萱
⽅*崴 周*君 張*姍 陳薇 歐君儀
⽅*華 周*享 張*怡 陳薇雅 歐青昱
⽅*溱 周*怡 張*昊 陳鍾毓 歐家華
⽅⼤⾖ 周*明 張*芬 陳禮安 歐欽記
⽅怡琇 周*枝 張*芬 陳韻如 滕⾱瑩
⽅思婷 周*玲 張*芯 陳韻安 潘*君
⽅雅琳 周*美 張*芳 陳麗嫆 潘*杏
⽅誌賢 周*媛 張*青 陳耀⽣ 潘*欣

⽕板⼤叔韓國烤⾁ 周*蓉 張*宣 陶⼤維 潘*瑄
王*凡 周*嬋 張*玲 陶詩韻 潘*慧
王*尹 周*蕎 張*玲 陸中台 潘*璇
王*予 周*馨 張*珊 陸威杉 潘*靜
王*仁 周⼦卿 張*貞 陸薏婷 潘正和
王*分 周世筑 張*庭 雪寶 潘欣妤
王*⽂ 周世榮 張*庭 ⿇永善 潘宣穎
王*⽅ 周正捷 張*晅 ⿇先⽣ 潘柏如
王*⽅ 周宜樺 張*涓 傅*貞 潘柔諭及潘宣諺
王*汝 周怡靜 張*茹 傅*珠 潘家鴈
王*宏 周旻蔚 張*涵 傅⼦紘 潘家鴈
王*彤 周明慧 張*笠 凱西 潘琬蓉
王*志 周奕秀 張*婷 凱維精密⼯業有限公司 緗緋
王*昇 周昱⾔ 張*婷 善⼼⼈⼠ 蓮
王*亭 周剛毅 張*婷 單*鈺 蔡*如
王*真 周宸⾀ 張*惠 單顗宸 蔡*如
王*茹 周郝慧怜 張*惠 彭*瑋 蔡*君
王*淇 周淑媛 張*棋 彭*鈴 蔡*吟
王*婷 周淳瑩 張*棋 彭*綺 蔡*夆
王*婷 周瑢恩 張*琳 彭*邇 蔡*岑
王*惠 周德旺 張*絜 彭元麒 蔡*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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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 周蕙萱 張*萍 彭信燕 蔡*宜
王*琪 尚⽂凱 張*鈞 彭宣超 蔡*冠
王*瑜 尚明希 張*雅 彭宣瑋 蔡*宣
王*鈺 幸福⾖⼿創館 張*雯 彭婷 蔡*恬
王*慈 延** 張*瑋 彭瑞華 蔡*玲
王*蓁 怡君李 張*瑜 曾** 蔡*珊
王*語 昀昀 張*萱 曾*君 蔡*虹
王*澔 杭*⽻ 張*嘉 曾*惟 蔡*哲
王*蘋 東奕安 張*影 曾*雀 蔡*娟
王*馨 林* 張*瑩 曾*婷 蔡*淯
王⼩姐 林*⽂ 張*蕙 曾*雯 蔡*荷
王⼩姐 林*正 張千慧 曾*葳 蔡*渼
王云伶 林*伃 張⼠祺 曾*簧 蔡*琳
王仁豐 林*如 張⼦安 曾兆敏 蔡*萍
王⼼潔 林*如 張⼦安 曾兆敏 蔡*瑜
王⽂君 林*如 張⼦瑩 曾沛婕 蔡*鈴
王⽅⽉嬌 林*成 張⼼綦 曾怡翔 蔡*豪
王⽉嬌 林*⾂ 張⽂奇 曾怡翔 蔡*緯
王巧⽂ 林*⾄ 張⽂昌 曾⾬澄 蔡*誼
王兆圻 林*君 張⽂瑜 曾⾬澄 蔡*賢
王兆寧 林*君 張⽂馨 曾宥甯 蔡*勳
王有秀 林*君 張世宏 曾秋惠 蔡*叡
王坊宥 林*君 張世欣 曾郁淇 蔡*穎
王妙鈞 林*君 張世青 曾琇如 蔡⼩yo
王志偉 林*吟 張永安 曾莉庭 蔡云喬
王秀⽂ 林*吟 張⽟汝 曾琬循 蔡仁和
王秀如 林*孜 張⽟霜 曾琬瑜 蔡⼼珽
王亞蘭 林*廷 張安妮 曾琳雁 蔡⽉桂
王佩君 林*彤 張⽶媜 曾舒瑜 蔡可鋗
王佳星 林*杏 張廷妃 曾詔婕 蔡⽟婷
王佳蓁 林*男 張秀娟 曾詠惠 蔡⽴綸
王怡云 林*秀 張佩琦 曾暐鈞 蔡先⽣
王怡婷 林*怡 張佳慧（blossom�kitchen) 曾瑞禮 蔡好菜�吳欣玲
王林照 林*旻 張孟婷 曾筱茹 蔡如珮
王林照 林*昀 張怡真 曾鈺雯 蔡佩君
王欣祺 林*欣 張怡蘋 曾嘉卿 蔡佩君
王俊凱 林*芝 張欣茹 曾維芝 蔡佩姍
王俐婷 林*青 張欣慧 曾鳳芸 蔡佳芳
王冠蓉 林*玲 張玟馨 曾瓊慧 蔡孟如
王妍⽅ 林*盈 張育瑄 曾繼珍 蔡孟君
王姵云 林*紅 張育嘉 曾顯權 蔡孟臻
王姵穎 林*美 張芳瑜 温杏儀 蔡季蓉

王宣⽅王柏竣 林*貞 張芳瑜 温啟新 蔡宗穎
王彥惠 林*庭 張芹芸 温靜玫 蔡宛蓁
王柔茜 林*珠 張思潔 游*凱 蔡宜珊
王洧梃 林*偉 張珈柔 游*絮 蔡宜軒
王若凡 林*偉 張美枝 游*華 蔡宜臻
王郁雯 林*莉 張美雅 游*霖 蔡幸樺
王婉如 林*惠 張若蘋 游⾄仕 蔡昀妮
王敏 林*晴 張英哲 游姐姐 蔡昀芯
王晨昕 林*琪 張家瑜 游昱凡 蔡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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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安 林*菱 張家榮 游盈盈 蔡明芳
王淑親 林*瑜 張家綺 游夏靜 蔡明憲
王淳韻 林*萱 張家銘 游書婷 蔡易臻
王莒蕎 林*鈺 張峰銓 游喬宇 蔡育真
王婷儀 林*靖 張峻嘉 游舒宇 蔡芯怡
王惠娟 林*綾 張峻豪 游雅淩 蔡映⽞
王硯儂 林*蓁 張振哲 游義欽 蔡美玲
王詠雯 林*蓉 張晏青 游蕙銘 蔡家偉
王雅亭 林*嫺 張桂萍 游麗玲 蔡淑君
王雅惠 林*慧 張偉雄 湯*孟 蔡淑娟
王暄雅 林*慧 張啓鴻 湯*禎 蔡惠如
王煦安 林*慧 張涵芸 湯淑娟 蔡甯⾐
王綉雯 林*潔 張淑貞 湯欽富 蔡雅如
王萱 林*潔 張淑澄 湯曉鈴 蔡雅芳
王裕儒 林*瑩 張淨 無名⽒ 蔡雅琪
王鈺玲 林*瑩 張博逸 無名⽒ 蔡瑞蓉
王靖欣 林*璇 張喬婷 無名⽒ 蔡馳卉
王靖淳 林*誼 張惠玲 無名⽒ 蔡嘉芳
王靖淳 林*儒 張惠茹 發⼤財 蔡銘陽
王靖惠 林*燕 張愉旋 程*庭 蔡鳳玲
王嘉穗 林*霞 張智鈞 程*菁 蔡歷緯
王爾璇 林乃⽂ 張琬青 童采榛 蔡瓊儀
王睿 林千惠 張皓勛 童毓純 蔡耀寬
王維新 林千儷 張舒婷 華怡珺 蔡鐘琦
王維慈 林⼠楷 張舒婷 鈞勤汽⾞有限公司 蔡馨慧
王慧美 林⼦琪 張超凱 鈞澤 蔡xx
王慧美 林⼩姐 張逸琳 閔玧其�BTS 蔣竣植
王慧雯 林⼩姐 張逸萍 閔思為 蔣榮峮
王憶婷 林升⽲ 張逸群 雅櫻⼿作舖 蔣儀君
王曉嵐 林⽂景 張鈞雯 馮*萱 鄧棉丰
王曉琪 林⽟菁 張陽超 ⿈*仟 鄧靜儀
王薇婷 林⽟萍 張雅淇 ⿈*⽟ 鄭*云
王薏婷 林⽴⽂ 張雅淳 ⿈*君 鄭*⼼
王璿涵 林⽴婷 張雅婷 ⿈*姍 鄭*⽂
王耀瑄 林宇軒 張雅棻 ⿈*芸 鄭*⽅
王馨 林佑黛 張雅琳 ⿈*展 鄭*⾜
王懿青 林君思 張雅琳 ⿈*庭 鄭*芳

世新⼤學廣電系第26屆畢
業製作《Life！冷ㄓㄓ》

林吟臻 張雅雯 ⿈*真 鄭*玲

加拿⼤駐台北貿易辦事處 林吳錦雀 張雯蘭 ⿈*軒 鄭*香
包⼦ 林妙盈 張勤朗 ⿈*婕 鄭*真
包綉⽉ 林妙香 張勤朗 ⿈*敏 鄭*翎
古*婷 林廷育 張勤翔 ⿈*涵 鄭*圓
古恩睿 林廷諺 張暄敏 ⿈*淇 鄭*鈴
台⼤醫院 林志嘉 張楚筠 ⿈*淳 鄭*寧

台北⼤學107eMBA 林志興 張楚筠 ⿈*淳 鄭*慈
台北市東欣扶輪社 林沂旻 張業雪 ⿈*陵 鄭*儀
台北市真善美扶輪社 林沐穎 張瑋庭 ⿈*勛 鄭*懋
台北市錫⼝扶輪社 林沛君 張瑋琦 ⿈*婷 鄭*馨
永⽣⽛體技術所 林沛琳 張瑜惠 ⿈*婷 鄭⼩芬
⽠兒媽咪 林秀美 張瑞勤 ⿈*婷 鄭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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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譔 林芊㚬 張嘉玲 ⿈*婷 鄭少⾦
⽥柾國 林亞薇 張碧惠 ⿈*婷 鄭⽉娟
⽥容瑜 林佩蓉 張碩芬 ⿈*惠 鄭仲珈
⽥惠欣 林佳青 張維倩 ⿈*淼 鄭夙吟
申學珍 林佳儀 張澄宜 ⿈*渝 鄭⾄斌
⽩*君 林依眉 張緯翔 ⿈*琪 鄭秀媚
⽩*婷 林依靜 張蕙卿 ⿈*琳 鄭芊芊
⽩*華 林卓寬 張靜芳 ⿈*華 鄭宛青
⽩*端 林坤源 張靜雯 ⿈*雯 鄭采香
⽩少涵 林姍 張禮韻 ⿈*祺 鄭惟倫
⽩宜榛 林姍叡 張簡淑雯 ⿈*嘉 鄭淑萍
⽩雅琪 林孟葶 張䕒鍶 ⿈*瑱 鄭凱⽂
⽯*禎 林定輝 晨希時尚有限公司 ⿈*睿 鄭博仁
⽯*縈 林宛秋 曹*翔 ⿈*慧 鄭晴陽
⽯芳嘉 林宛嫺、錢柏錚、錢語樂 曹*誼 ⿈*慧 鄭温河
⽯芸瑄 林宜蓉 曹若蘭 ⿈*慧 鄭翔中
⽯婷⽣ 林幸宜 梁*育 ⿈*潔 鄭雅⽂
⽯薰漾 林念均 梁*美 ⿈*穎 鄭雯憶
任*琦 林怡君 梁*騰 ⿈*驊 鄭雯馨
任淑⼥ 林怡君 梁丹閤 ⿈于芳 鄭廉譯
伍美螢 林昇澔 梁欣榆 ⿈于藍 鄭暐霖

全⺠鋁⾨窗⾏ 林明孜 梁琡華 ⿈千瑜 鄭煒霓
名晧慈善公益信託基⾦ 林欣蓓 梁毓庭 ⿈⼠凡 鄭稟騫

多⽶媽咪 林欣儀 梁嘉岑 ⿈⼠銘 鄭筱貞
好⽇瑜珈教室Nice�Day 林牧謙 理數齋與愛⼼朋友們 ⿈⼦家 鄭裕翔

如 林玟君 盛楚楚 ⿈⼦軒 鄭詩蘋
安*蕙 林玟瑛 莊*婷 ⿈⼦綾 鄭資陵
安安 林知妍 莊*雯 ⿈仁傑 鄭嘉怡
成庭⽻ 林秉⽣ 莊*鈺 ⿈友誠 鄭麗君
曲*鵬 林育如 莊*榕 ⿈⼼慧 魯怡佳
曲俊宇 林育雯 莊*禎 ⿈以中 黎訓成
朱*媛 林芷卉 莊乃權 ⿈以軒 盧*瑾
朱*禎 林芸慧 莊于真 ⿈永杰 盧吉義
朱*儀 林⾦珠 莊⼦淵 ⿈⽴欣 盧安瓊
朱*槿 林俊⽻ 莊宛螢 ⿈全賞 盧玢諭
朱*瑩 林俊瑋 莊秋華 ⿈如綺 盧祉惠
朱怡貞 林俞雙 莊張HARU ⿈有仁 盧香伶
朱怡靜 林信宇 莊涵琳 ⿈⾀璿 盧婉萱
朱芙暄 林冠伶 莊朝為 ⿈亨達 盧雅蓉
朱采⽂ 林品馥 莊絜甯 ⿈希瑜 盧慶喻
朱冠霖 林奕澄 莊雅惠 ⿈志勇 盧靜媛
朱品瑄 林姵婷 莊靜秋 ⿈志嘉 盧鴻毅
江*欣 林姿嫻 許*之 ⿈怡菁 興隆⽑⼱廠有限公司
江*博 林宣彤 許*元 ⿈怡華 蕉交朋友有限公司
江*慈 林宥任 許*弘 ⿈怡潔 蕭*珊
江*儀 林彥君 許*如 ⿈芸新 蕭*宸
江*慧 林彥呈 許*彤 ⿈俐敏 蕭*綾
江*錚 林思惠 許*宜 ⿈則欽 蕭*瑩
江志賢 林昱婷 許*怡 ⿈品靜 蕭*蓮
江宜芳 林柏⾠ 許*欣 ⿈妍庭 蕭*駿
江明怡 林炳憲 許*芬 ⿈姵秀 蕭⼩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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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明純 林玲君 許*芳 ⿈建宇 蕭伊君
江泓毅 林珈汶 許*恬 ⿈思穎 蕭怡芳
江品湘 林珈慶 許*珊 ⿈政翰 蕭怡寧
江品潔 林珍如 許*禹 ⿈珉揮 蕭欣萮
江弈函 林盈潔 許*苓 ⿈秋英 蕭姵慈
江政翰 林美君 許*宸 ⿈美珍 蕭彥芬
江秋蘭 林美秀 許*恩 ⿈美萍 蕭涵勻
江家華 林羿伶 許*健 ⿈貞雅 蕭盛隆
江彩妍 林羿禔 許*淇 ⿈郁清 蕭凱尹
江淑君 林胤杰 許*盛 ⿈香靜 蕭雯尹
江凱筠 林英煒 許*婷 ⿈悅娥 蕭賢緯
江惠禎 林茂祥、傅⼩珍、林祐任 許*媛 ⿈晟祐 蕭麗卿
江舜傑 林郁雯 許*硯 ⿈泰卿 賴*伶
江雅涵 林郁慈 許*雅 ⿈泰華 賴*吟
江毓詩 林准⽻ 許*瑋 ⿈珮茹 賴*怡
江瑞芩 林家瑜 許*瑜 ⿈珮綺 賴*珩
江鈺菁 林家鈴 許*慈 ⿈國鉦 賴*真
江寶桂 林家榛 許*蓁 ⿈崇恩 賴*禕
池*樺 林家慧 許*薇 ⿈彗真 賴*蓉

百奕⼯程有限公司 林庭⽵ 許⽂玟 ⿈得嘉 賴*瑩
艾莉婭⼼教育幸福學院 林晏宇 許⽂豪 ⿈敏哲/陳秀⾦ 賴*融

艾翹楚 林桁 許世妍 ⿈梓瑜 賴⼜睿
佐 林殷正 許吟瑜 ⿈淑意 賴友屏
何*娟 林珮瑜 許佳媛 ⿈祥榮 賴⼼屏
何*容 林紘宇 許泳蓁 ⿈聆雅 賴佳妮
何*庭 林素珠 許玟歆 ⿈惠娟 賴宛瑜
何*萍 林偉聖 許芳榮 ⿈惠絹 賴宜琳
何*葭 林培瑜 許某 ⿈惠蘭 賴怡蓁
何*蓉 林婉婷 許美雲 ⿈琬婷 賴明珊
何*鳳 林婕詩 許貞慧 ⿈雅柔 賴欣陽
何*慧 林淑君 許秧修 ⿈雅婷 賴亭亦
何*潔 林淑惠 許耕豪 ⿈雅琬 賴俊宇
何*禛 林淑琴 許涵筑 ⿈暐婷 賴冠⾣
何*輝 林博亮 許淑詠 ⿈楠傑 賴姵妤
何*璞 林朝義、吳昶融、林夏伊 許琇惠 ⿈楡翔 賴姵宣
何*璽 林琬琪 許琇慈 ⿈瑋婷 賴宥竣
何*齡 林紫婕 許紹宸 ⿈瑞軒 賴思妤
何沂庭 林雅惠林雅惠 許紹宸 ⿈筱涵 賴思樺
何佳玲 林雅棠 許博雅 ⿈聖涵 賴美慧
何佳純 林雅棠 許媁婷 ⿈聖富 賴婉瑜
何季倫 林雅蘭 許惠渝 ⿈萱茿 賴游銀
何宜玲 林敬堯 許惠雯 ⿈詩姍 賴琬郁
何欣慈 林暘智 許智航 ⿈詩惠 賴瑞㛦
何思漪 林毓瑩 許雅玲 ⿈詺惠 賴聖志
何梵瑄 林源松 許雅涵 ⿈鈺珍 賴榮盛
何雅婷 林照美 許雅婷 ⿈鈺婷 賴肇廷
何瑀琪 林瑀甄 許雅晴 ⿈鈺琳 賴曉琦
余*涵 林瑄凡 許雯瑗 ⿈嘉仁 賴藝卿
余*緯 林瑞雯 許意如 ⿈嘉閔 賴寶珍
余*穎 林義堯 許瑞云 ⿈嘉慧 駱*昕
余*穗 林萱怡 許瑤玲 ⿈睿恩 駱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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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正惠 林運⾠ 許翠分 ⿈維琇 ⿓*汝
余佳容 林嘉俐 許樞⿓ ⿈維緻 優優
余孟茹 林嘉郁 許蕙涓 ⿈語熙 戴*昌
余幸芷 林嘉惠 許馥伊 ⿈銀冠 戴*浠
余怡慧 林夢涵 許馨⽂ ⿈慶輝 戴⼦翔
余信靜 林慈敏 連*婷 ⿈霈琳 戴⼼慈
余淑娟 林儀 連*瑩 ⿈曉婷 戴利安
余許秀 林慧芬 連*穎 ⿈曉萍 戴秀玲
余智勤 林憶帆 連聆吟 ⿈諭宸 戴念潔
余維婕 林穎婕 郭*妤 ⿈錫良 戴茗伊
余靜玫 林靜宜 郭*希 ⿈懇溪 戴淑芬

利百代國際實業股份有公司 林薇寧 郭*怡 ⿈懋燁 戴維玲
君君 林鍒媗 郭*珊 ⿈聰仁 濱⼝哲也
君厚 林瓊鈺 郭*容 ⿈襄涵 燭光
吳*如 武財神 郭*琪 ⿈瀞瑤 薛*珊
吳*⾢ 社團法⼈台灣公益服務協會 郭*榕 ⿈麗霖 薛*蓉
吳*怡 肯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郭*賢 ⿈獻寬 薛⼒瑋
吳*怡 肯夢Daymaker 郭天峯 ⿈耀陞 薛美華
吳*昀 芮幼昕 郭亦珊 ⿈譯萱 薛博仁
吳*芬 花千茹 郭伃珊�蕭名舫�蕭裕庭 ⿈蘭鈞 薛雅⽅
吳*芳 芽芽 郭宇軒 ⿊妞 薛鈺憓
吳*亭 邱*明 郭秀琳 ⿊鳳梨商⾏ 薛鎮鉉
吳*珊 邱*玟 郭佩慧 園惟寵物開發有限公司 謝*弘
吳*貞 邱*洋 郭佳穎 塗偉群 謝*因
吳*修 邱*祝 郭定澄 奧格股份有限公司 謝*如
吳*倫 邱*茹 郭怡芬 奧麗薇 謝*伶
吳*哲 邱*茹 郭玫吟 微微 謝*妘
吳*益 邱*軒 郭芸庭 想念的陳爸 謝*妤
吳*真 邱*雪 郭俊麟 愛無限 謝*芳
吳*勝 邱*婷 郭研伶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 謝*珊
吳*婷 邱*榆 郭美惠 新息爾有限公司 謝*珠
吳*華 邱*瑞 郭庭妤 新格錄⾳⼯作室 謝*凱
吳*菲 邱*寧 郭振⺠ 楊** 謝*惠
吳*碩 邱*慧 郭莉欣 楊*名 謝*惠
吳*儀 邱*慧 郭琦靖 楊*如 謝*筑
吳*瑩 邱中彥 郭雅雅 楊*安 謝*綸
吳*瑩 邱丹溣 郭碧紅 楊*依 謝*鳳
吳*瑩 邱以媗 陳*⼈ 楊*玫 謝*融
吳*璋 邱⽟萍 陳*凡 楊*純 謝⼩姐
吳*儒 邱宇睿 陳*⽂ 楊*琁 謝⽟萍
吳*勳 邱宗榮 陳*⽅ 楊*婷 謝合原
吳*樺 邱俊廸 陳*如 楊*婷 謝如菁
吳*樺 邱宥銓 陳*如 楊*棟 謝⽶芬
吳*錠 邱曼婷 陳*如 楊*瑛 謝沁儒
吳*霖 邱淑貞 陳*如 楊*萱 謝佩凌
吳*瀞 邱創斌 陳*如 楊*慈 謝佳紋
吳巧婷 邱琬純 陳*宇 楊*睿 謝依蓉
吳⽟惠 邱雅玲 陳*安 楊*蓉 謝坤霖
吳⽟慧 邱雅珮 陳*安 楊*蓉 謝妮妮
吳伊真 邱榆婷 陳*⽵ 楊*豪 謝孟芳
吳朿霓 邱筠芷 陳*⾀ 楊*慧 謝宗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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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吳燕芬 邱筠庭 陳*伶 楊*勳 謝宗穎
吳宏學 邱筠喬 陳*伶 楊*蕙 謝宜庭
吳志銘 邱憶⽂ 陳*佑 楊*諭 謝延臻
吳沐軒 邱靜香 陳*利 楊*薇 謝承佑
吳佩芸 邵*豪 陳*利 楊于萱 謝玟⽟
吳佩曄 邵玲嫻 陳*君 楊⼦昀 謝柔萍
吳佳娟 采采 陳*君 楊⼩姐 謝家
吳佳蓉 ⾦*茹 陳*君 楊⼼嫻 謝珮琪

吳侑庭
⾦名圖書No�problem專科
護理師系列所有參與⼈員

陳*含 楊⽂明 謝涵詒

吳孟倢 ⾦珉錫 陳*均 楊以茿 謝凱威
吳孟純 阿萬 陳*妤 楊⽟絹 謝婷宣
吳宗燁 侯*妤 陳*廷 楊⽢旭 謝詠如
吳定陽 侯*芳 陳*汶 楊妙英 謝慕嫻
吳宜倫 侯佳弦 陳*昕 楊佩津 謝慧靜
吳宜家 侯鎂玲 陳*杰 楊季容 謝燕慧
吳宜庭 凃雅茹 陳*育 楊宗翰 謝璧卉

吳宜陵
南臺科技⼤學創設組康芒森

市集主辦單位
陳*芬 楊宜靜 鍾*君

吳岱蓉 咪 陳*芸 楊東諺 鍾*倫
吳怡姍 咪咪 陳*芸 楊采潔 鍾*婷
吳承諺 姚*涵 陳*俐 楊秋蘭 鍾*棻
吳旻真 姚*慧 陳*律 楊郁帆 鍾*鈴
吳林翰 姚⽟萍 陳*柏 楊家惠 鍾*鈴
吳欣玲 姚景哲 陳*玲 楊家⿑ 鍾⼩姐
吳欣儒 姚渼岑 陳*珊 楊珮雯 鍾之儀
吳芸嫻 姜*婷 陳*珊 楊純馨 鍾孟芩
吳亭禕 姜牧呈 陳*羿 楊啟富 鍾宜芳
吳俊昇 宥 陳*倫 楊淑⽻ 鍾盈盈
吳宥葵 施*凡 陳*卿 楊清惠 鍾燕菁
吳思怡 施*妮 陳*哲 楊荷翎 鍾韻如
吳思靜 施*菁 陳*庭 楊勝安 鍾麗君
吳政璇 施*雯 陳*恩 楊博宇 鍾OO
吳映萱 施*瑩 陳*珣 楊善義 隱名⽒
吳昱慧 施*緹 陳*祐 楊喨詠 隱名⽒
吳玲玲 施孟君 陳*茹 楊惠婷 鞠志鵬
吳秋芬 施宜群 陳*茹 楊皓崴 韓*茹
吳秋慧 施欣妤 陳*晞 楊舒涵 韓京倫
吳家⼈ 施昱菁 陳*莉 楊証傑 韓佳瑋
吳家榛 施美光 陳*莊 楊雅妮 韓佳瑋
吳容榕 施若萍 陳*婷 楊雅淇 鴻裕社會福利公益信託基⾦
吳素真 施楷翔 陳*婷 楊雅淳 簡*安
吳啓增 星星塔羅學苑 陳*惠 楊雅婷 簡*⽻
吳婉如 柯*君 陳*華 楊雅婷 簡*芳
吳連發 柯*倫 陳*逸 楊雅雯 簡*彥
吳惠如 柯宇綸 陳*隆 楊雅雯 簡*珍
吳惠敏 柯宏儒 陳*萱 楊蕙慈 簡*婷
吳琬怡 柯沛潔 陳*萱 溫*⽟ 簡*樺
吳愛禎 柯芝妮 陳*運 溫國焜 簡*黛
吳萬晴 柯俐如 陳*寧 獅 簡⽂頎
吳義 柯品蓮 陳*慈 瑋⼩寶 簡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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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義�吳欣玲 柯昱華 陳*甄 瑜珈練習者 簡宏宇
吳義�蔡好菜 柯畇安 陳*禎 瑞點思舞蹈⼯作室 簡秀婷
吳嘉茹 柯荃宸 陳*禔 睦睦媽咪 簡佳鈴
吳嘉雯 柯裕哲 陳*蓁 筱晴 簡欣怡
吳碧娥 柯耀聰 陳*蓁 聖光救護⾞有限公司 簡淑庭
吳曉霞 柳 陳*蓉 葉*⽂ 簡華海
吳蕙名 柳怡芳 陳*蓉 葉*⽟ 簡瑋葶
吳麗專 洪*玲 陳*慧 葉*安 簡嘉瑨
呂*⽂ 洪*珍 陳*潔 葉*妘 聶溫蒂
呂*昕 洪*媃 陳*潔 葉*秀 藍*梅
呂*芳 洪*雯 陳*瑾 葉*怡 藍*雯
呂*施 洪*瑜 陳*璇 葉*炘 藍*綾
呂*萱 洪*儀 陳*賢 葉*婷 藍云均
呂*樺 洪*慧 陳*賢 葉*惠 藍瑋珊
呂*穎 洪*蘋 陳*樺 葉*愷 顏*怡
呂*靜 洪于珺 陳*樺 葉*瑜 顏*涵
呂⽴ 洪⽂倩 陳*樺 葉*銘 顏*媛
呂佩璇 洪正東 陳*樺 葉乃嘉 顏伯芳
呂佳蓉 洪⽟靜 陳*穎 葉丫丫 顏秀玲
呂依軒 洪伊⼈ 陳*螢 葉丙成 顏家吃飽飽
呂怡潔 洪如儀 陳*螢 葉芊妤 顏暐峻
呂明珠 洪宇樂 陳*騏 葉佩⾱ 顏嘉瑩
呂亮萱 洪佳均 陳⼩均 葉佳宜 顏夢詩
呂姵頤 洪定國 陳允靚 葉佳芳 顏劉美惠
呂姿儀 洪芳瑤 陳⼼怡 葉芳利 魏*恆
呂⾱蒨 洪⻑傑 陳弘杰 葉芷欣 魏*原
呂家嘉 洪宥瑄 陳⽟⽶ 葉思妘 魏*瑋
呂軒宇 洪素芬 陳⽟函 葉春志 魏名材
呂張琇瓊 洪崇家 陳⽟娗 葉眉君 魏成睿
呂彩瑗 洪朝清 陳⽟琴 葉晏廷 魏炳璇
呂敏婷 洪雅豐 陳亘珍 葉真芙 魏敏純
呂潔 洪順盛 陳伊苓 葉淑慧 魏程基

壯⽣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洪裕盛 陳再⽣ 葉森安 羅*勻
孚巨 洪嘉駿 陳如怡 葉雅藝 羅*阡
宋*芝 洪慧靈 陳如怡 葉楨菱 羅*婷
宋*洋 洪瓊玲 陳旭鈞 葉瑀 羅*雁
宋*凌 洪譁筑 陳⽻新 葉馨⽂ 羅*慎
宋*瑜 流馨瑀 陳伯妃 葛紀璇 羅⽟芬
宋仁發 玳安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陳佑昕 董*均 羅⽻芳
巫*君 珍珍 陳妙綺 董*杉 羅芝青
巫*旻 科寶⼩哲 陳忻依 董佳琳 羅婉嘉
巫志鋒 紀*萍 陳汶吟 董怡吟 羅淑玫
巫筱薇 紀*甄 陳沂華 董庭慧 羅紫婕
希俐姊妹 紀仁斌 陳沄蔚 董淑貞 羅筱萍
希望您更好 紀佳良 陳秀春 董雅倫 藝起呵呵有限公司
快樂先⽣⼯作室 紀宥嫻 陳秀斯 董維琳 譚瑞祺
李�思慧 紀宥嫻 陳秀萍 詹*⽵ 邊伯賢
李*中 紀家欣 陳芃⽵ 詹*威 關家豪
李*⺠ 紀笙儀 陳芊築 詹*宸 麗玲
李*伊 紅⿐⼦麋⿅ 陳亞甄 詹*涵 蘇*⽂
李*君 胡*芳 陳佩君 詹*婷 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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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 胡*亭 陳佩君 詹*婷 蘇*昌
李*⾠ 胡*桁 陳佩妤 詹*葉 蘇*卿
李*定 胡秀莉 陳依婷 詹*慧 蘇*淩
李*怡 胡惠千 陳坤陽 詹⼦瑩 蘇*晴
李*昕 胡瑋庭 陳委廷 詹名鈺 蘇*絜
李*治 胡積成 陳孟妍 詹沛琪 蘇*菁
李*芳 胡鎧繹 陳孟涵 詹秀慧 蘇*萍
李*玲 胡瓊⽅ 陳宛瑜 詹依凡 蘇*彰
李*倩 胡瓊英 陳怡仲 詹欣樺 蘇*⿑
李*哲 英展糖業有限公司 陳怡如 詹若蘋 蘇*儀
李*峻 范*⽂ 陳怡如 詹唐威、潘建宇、潘萬富 蘇*誼
李*晏 范*怡 陳怡君 詹國瑞 蘇念祈
李*翎 范*庭 陳怡秀 詹喆雅 蘇怡華
李*婷 范*莉 陳怡芬 詹皓⽂ 蘇育正
李*筑 范*舞 陳怡玲 詹雅雯 蘇芳旻
李*雄 范⽴雯 陳怡儒 詹蕙安 蘇盈如
李*雯 范怡鈴 陳怡燕 賈⽂德 蘇⾱菁
李*瑀 范欣婷 陳怡靜 鄒芸旨 蘇旆萱
李*慈 范姜詠威 陳承鴻 嘉嘉 蘇偉哲
李*綺 范筱筑 陳昀 嫚棠媽媽 蘇淑君
李*蓉 郄芷筠 陳昌媛 廖*玟 蘇淑芬
李*儀 ⾶⾶ 陳明杰 廖*軒 蘇翊旻

李*槿
香港商眼⼒健亞洲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
陳松楓 廖*琄 蘇惠玲

李*緯 倪*珍 陳枝煌 廖*凱 蘇惠卿
李*緯 倪惠君 陳欣怡 廖*勝 蘇意琪
李*霈 凌*平 陳欣揚 廖*婷 蘇靖雯
李*儒 唐*宜 陳玟均 廖*萱 蘇嘉靖
李*樺 唐*軒 陳育怜 廖*瑤 蘇綜威
李*燕 唐*臻 陳育涵 廖*語 蘇維婷
李*興 唐莉雅 陳亭宇 廖⼼綺 蘇裴英
李*霖 唐雅馨 陳亭蓁 廖⼼綺 蘇靜怡
李*瀅 夏*甄 陳亮亮 廖⽂悅 鐘*瑜
李*鵬 孫*宏 陳俊宇 廖宏哲 鐘*慧
李*麗 孫丕和 陳俊佑 廖彣欣 鐘⽂妤
李尹 孫以蓁 陳俐吟 廖依鈴 鐘佩如
李⼼妤 孫承君 陳俐蓉 廖宥喬 龔*瑋
李⽂獅 孫家瑋 陳冠之 廖若妍，廖若希，廖若翔 龔郁茹
李⽴雲 孫珮渝 陳冠宇 廖珮伶 鑫發精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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