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宋*凌 胡庭毓 陳怡儒 廖采縈

76 宋*發 胡時瑋 陳怡穎 廖俊傑

990906 宋*潔 胡勝傑 陳怡臻 廖柏鈞

*** 宋小姐 胡朝翔 陳怡靜 廖盈宣

*可* 宋先生 胡雅涵 陳旻秀 廖盈鈞
107年慈濟大學護理

學系迎新隊輔
宋吉 胡雅惠 陳昀 廖秋如

12PW 宋岱玲 胡愛桂 陳昀樂 廖美紅

1966 Cafe 宋明洋 胡瑀方 陳明芬 廖苡鈞

2手衣服愛心義賣 宋長熾 胡瑞芬 陳易汶 廖堉寀

50。more music 宋姿燕 胡積成 陳東璟 廖書姍

Abby 宋格致 胡鎧繹 陳欣怡 廖珮儀

A-Bei Bear Family 宋珮雯 胡懷菁 陳欣揚 廖益賢

Ada 宋偉恩 胡馨云 陳玟如&莊鎮州 廖純慧

Adeline 宋翎瑄 苜蓿花開 陳玟安 廖素香

Agatha Lai 宋雅芸 若蕎陳 陳玟媗 廖茹婷

Ahnan Chen 宋碧姍 范**威 陳玟蓁 廖健淳

Alice 巫*君 范*文 陳玟嫺 廖唯誠

Alice Yang 巫*宜 范*岑 陳玠妤 廖敏孜

alina 巫*旻 范*柔 陳芭樂 廖敏秀

Amber 巫*珣 范*玲 陳芳盈 廖敏琪

Amber Wu 巫*雯 范*婷 陳采妤 廖涵柔

An 巫*瑋 范*琳 陳采羚 廖淑靜

Anabel 巫*寧 范*勤 陳采葳 廖淵丞

Andy KO 巫志鋒 范云柔 陳采蓉 廖翊伶

AndyPeng 巫珮綺 范立雯 陳雨蔚 廖翊君

Anya Chen 希延媽媽 范欣岑 陳亭君 廖翊廷

Apa 希望您更好 范芯瑜 陳亭逸 廖惠珊

Ark Hsiao 我愛啾寶貝們 范芸妃 陳亭蓁 廖紫清

Asbel攻城屍 我愛媽媽 范雪莉 陳亭潔 廖雅貞

Ata Wu 抓根和維維 范雅媛 陳亮亮 廖毓筠

AUDI B9 CLUB 李 思慧 范筱筑 陳亮瑜 許家甄 廖瑞香

Ball Lin 李** 范瀛文 陳俊文 熊*芳

Bamboo Lin 李**昌 范儷馨 陳俊宇 熊波吉

Bella 李**勤 衍衍 陳俊旭 瑪薩拉企業有限公司

Benny’s family 李*心 郁婷吳 陳俊宏 端木盛

Betty 李*文 郄*筠 陳俊樺 綠果x茶日子

BIBO Y.N.HU 李*全 飛高糕 陳俐帆 綠果企業有限公司

Brackford Yu 李*佑
香港商眼力健亞洲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陳俐吟

臺中市不動產聯盟協

會

BTS鄭號錫Jung Ho 

Seok
李*君 香龜媽媽 陳俐蓉

臺北市私立心惠幼兒

園

Bui 李*妡 倪*君 陳俞璇
臺北市私立立人國際

國民中小學
C********* 李*岑 倪*珍 陳信妤 臺北醫學大學

C************g 李*育 倪*涵 陳信良 褚*寧

C***********g 李*良 倪宜君 陳信緯 褚雅熒

C**********n 李*辰 倪翊庭 陳冠 褚駿

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紅鼻子醫生)

2021年度捐款徵信名單
年度：2021/1/1-202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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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李*姍 倪遠芫 陳冠伶 趙*君

C********h 李*宗 凌*彣 陳冠吾 趙*辰

C********i 李*忠 凌*婷 陳冠妤 趙*松

C********n 李*怡 凌*騰 陳冠宏 趙*欣

C********y 李*旼 凌憬峰 陳冠甫 趙*涵

C*******a 李*明 卿潁芝 陳冠華 趙*傑

C*******e 李*治 唐* 陳冠榮 趙*婷

C*******r 李*芬 唐*宜 陳冠銘 趙*晴

C******g 李*芳 唐*軒 陳冠燁 趙*蓁

C******s 李*恆 唐*雯 陳冠諭 趙*豪

Carey 李*玲 唐*萱 陳勁宇 趙*慧

Carol Hsu 李*珈 唐*臻 陳厚潤 趙*燕

Celine 李*珊 唐子宸 陳品卉 趙*儷

Celine lin 李*珍 唐子涵 陳品舟 趙于萱

ChangEmily 李*美 唐必凡 陳品榛 趙千惠

CHANYH 李*倫 唐悦淳 陳奐君 趙世祺

ChengHenry 李*准
唐馬克創作整合有限

公司
陳奕婕 趙至敏

ChenRyo 李*卿 夏天 陳奕蓉 趙克華

ChenYiwen 李*哲 夏百弘 陳姵瑜 趙佳琪

CherryH 李*娟 孫*岑 陳姵蓉 趙易鴻

Cheryl Lai 李*宸 孫*汶 陳姵儒 趙思綺

Chi 李*庭 孫*甫 陳姿云 趙昱瑋

Chiau 李*泰 孫*和 陳姿尹 趙珍妮

Chieh Chao 李*珠 孫*芸 陳姿月 趙培雯

Chiehwen 李*真 孫*珍 陳姿妍陳芊霈 趙婕妤

ChiuChih Yi 李*茜 孫*英 陳姿妙 趙婕歡

CHIUCHING-TING 李*強 孫*貞 陳姿雯 趙曼芙

Chloe 李*涵 孫*祖 陳姿儀 趙蓉慧

CHOONGJIA ZHI 李*羚 孫*翎 陳姿樺 趙儷玲

ChouLeila 李*喬 孫*渝 陳威廷 遜

CHUAN 李*婷 孫*爲 陳威廉 関萱棛

ChuLingHsuan 李*惠 孫*翔 陳宥蓁 齊婕伶

ChungMinchuen 李*琪 孫*蓁 陳建成 劉*

Cocochen 李*琳 孫*齊 陳建達 劉*之

Cody&KoKo 李*翔 孫一弘 陳彥羽 劉*如

Coffee in the house 李*華 孫一財 陳彥廷 劉*汝

Cris Jenq 李*萍 孫千惠 陳彥辰 劉*佑

Crystal 李*鈞 孫子澐 陳彥蓁 劉*君

Cynthia 李*雯 孫小姐 陳思妘 劉*吟

Dakara 李*雲 孫巧馨 陳思汶 劉*呈

DANALIN 李*慈 孫志仁 陳思寧 劉*均

Daniel shih 李*楨 孫秀齡 陳思蓓 劉*妏

Danny L 李*煒 孫佩蘭 陳思瑾 劉*妤

Davis lai 李*瑜 孫若桓 陳思穎 劉*希

Deary 李*瑞 孫虹郁 陳思韻 劉*廷

DWYang 李*萱 孫郁凱 陳政雄 劉*彤

Eco 李*葦 孫唯容 陳星霓 劉*志

Eggplant 李*葶 孫晨溦 陳映帆 劉*甫

Eileen Chung 李*鈺 孫詩哲 陳映廷 劉*言

elaine 李*寧 孫蜜餞 陳映秋 劉*辰

Eli 李*竭 家禎媽媽 陳映萁 劉*亞

Ellie Lai 李*綺 席煒倫 陳昭玎 劉*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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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mo Cheng 李*蓉 席瑪朵烘焙棧 陳昱仁 劉*函

Emma 李*豪 徐*玉 陳昱安 劉*幸

Emma Jen 李*遠 徐*君 陳昱成 劉*怡

Emma爸爸 李*儀 徐*良 陳昱君 劉*招

ETIN 李*槿 徐*佳 陳昱寧 劉*杰

Eurka 李*瑩 徐*典 陳柏合 劉*欣

Eva 李*瑾 徐*芸 陳柏璁 劉*玫

Evelyn 李*璇 徐*珊 陳柔均 劉*芝

F 李*誼 徐*盈 陳炤安 劉*芬

Faith 李*賢 徐*桓 陳炯良 劉*芳

Fan 李*霈 徐*真 陳玲 劉*芸

Fan的100人100顏II 李*儒 徐*茵 陳畇彤 劉*恬

Fion 李*樺 徐*國 陳盈文 劉*柔

fiona.liu 李*穎 徐*淏 陳盈君 劉*玲

Fish 李*縈 徐*羚 陳盈瑩 劉*珍

ForrestHsia 李*翰 徐*婷 陳盈融 劉*美

fresh 李*臻 徐*惠 陳禹伸 劉*倫

Fresh Your Life 李*蕎 徐*棠 陳禹希 劉*娥

G2手作烘焙 李*螢 徐*硯 陳秋宏 劉*容

Garry Garry 李*錚 徐*程 陳秋鶯 劉*強

Gina 李*錡 徐*筑 陳美玉 劉*淳

Goshinnka 李*霏 徐*絜 陳美伶 劉*絃

Grace 李*霖 徐*萍 陳美宏 劉*羚

H 李*靜 徐*瑜 陳美珍 劉*婷

H************ 李*徽 徐*模 陳美真 劉*琦

H***********i 李*薇 徐*瑩 陳美純 劉*硯

H*********a 李*瀅 徐*璘 陳美嵐 劉*華

H********o 李*瀚 徐*璟 陳羿均 劉*順

h******i 李*瓊 徐*薇 陳羿傑 劉*溱

HANA 李*麗 徐*霞 陳致遠 劉*瑄

Hanks 李Amy 徐*齡 陳苑琪 劉*鈴

Hannah 李子涵 徐于婷 陳若妶 劉*嘉

Happy 李小平 徐凡金 陳若潔 劉*寧

Hitomi Chang 李小芳 徐子祐 陳虹如 劉*榕

HsiehChiayuan 李之寧 徐文心 陳貞妤 劉*睿

HsiehYC 李元君 徐可薇 陳郁沐 劉*禎

Hsuan Chen 李天申 徐巧珍 陳郁弦 劉*蓉

HsuChan Yu 李心彤 徐玉翠 陳郁婷 劉*豪

HsuChen yu 李心筠 徐立佳 陳郁晴 劉*賓

HSUCHIACHIEN 李文堅丶李悟澤 徐丞萱 陳郁潔 劉*齊

HsuChunyu 李巧玲 徐光慧 陳郁錂 劉*寬

HsuFred 李巧鈴 徐羽辰 陳韋辰 劉*毅

hu 李兆沅 徐沛翎 陳韋勳 劉*蔚

HUANG YUN TING 李名麒 徐佳謙 陳音潔 劉*樺

HuangCY 李宇凡 徐明義 陳家宇 劉*燕

HuangNicole 李安麗 徐明黛 陳家萱 劉*麗

HuangPoYing 李羽仙 徐芳盈 陳家蓁 劉*靈

Hugo Chang 李艾玲 徐信平 陳庭誼 劉又瑄

Hui 李妍筑 徐映蓉 陳徐玉珍 劉又熙

HuMars 李妍薰 徐美惠 陳恩右 劉又銜

HwangMichelle 李妙晏 徐苡恩 陳恩宇 劉子萱

IJ 李汪駿 徐若喬 陳振達 劉小姐

Imzaria 李汶潔 徐郁琇 陳書愷 劉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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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neChen 李沛琳 徐珮昀 陳珮庭 劉文中

IrisYou 李沛翰 徐珮芬 陳珮莉 劉世純

It 李秀春 徐茗妍 陳航申 劉仕銓

Ivy 李亞春 徐偉禎 陳偉立 劉玉賢
J.C. Lin Balance 

Yoga
李亞璇 徐啓皓 陳參騰 劉兆恩

Jasmin 李佩真 徐培錦 陳啓莊 劉兆菁

Jasmine 李佩璇 徐婕 陳啓鴻 劉光起

Jasmine Lai 李佳男 徐欸 陳國政 劉名馨

Jasper 李佳娟 徐淑芳 陳婉琦 劉宇均

Jasper Huang 李佳峻 徐善宜 陳惟靜 劉羽晨

JAX 李佳儒 徐菁蓮 陳惟曦 劉秀美

Jeannie 李佳燕 徐雅慧 陳梓清 劉秀滿

Jed 李依容 徐毓辰 陳淑君 劉育霈

Jen 李依璇 徐瑋 陳淑芬 劉芊妘

Jenniferchang 李其璜 徐瑋利 陳淑玲 劉佳欣

Jessica 李典蓉 徐瑞霞 陳淑娟 劉佳茹

JhenTang丹丹 李妹妹 徐鈴茹 陳淑容 劉孟菱

jinChan 李孟倫 徐靖 陳琇湄 劉宜淳

Joanna Chung 李孟翰 徐靖智 陳祥瑞 劉宜潔

Jocelyn 李孟徽 徐維勵 陳翊綺 劉怡亭

Joliebear 李季持 徐銘翼 陳莉芳 劉怡瑩

Jordan H 李宗恩 徐韶如 陳莙曄 劉明婷

Josh 李宗嶧 徐韶翎 陳莞薇 劉欣宜

jovi 李宛諭 徐靜雯 陳凱彥 劉治昀

Joy 李宜芳 徐鶴珊 陳惠宜 劉炘怡

Joyce Hsu 李宜娟 徐儼妤 陳惠愈 劉玠旻

Judy 李宜庭 悅** 陳惠瑩 劉玠玟

Judy Fan 李宜真 旅橙CAFE 陳智明 劉秉澄

Jyun Niou 李宜純 時食八百屋 陳欽賢 劉芳吟

K******a 李宜璇 晏** 陳渼佳 劉芸秀

Kaeru 李宜穎 書*瀅 陳湘琴 劉俊宏

kally 李宜錂 格格 陳湘菱 劉俐廷

Kara 李宜霏 浠 陳琬璇 劉信志

Karina and Gary 李宜靜 浥兒 陳琮元 劉冠妤

Kate 李岩朔 海邊人 陳紫玲 劉冠廷

Katrina 李岱恩 涂*心 陳紫鈺 劉奕君

kayan 李念擇 涂芷爾 陳舜姿 劉奕晨

Kelly Lin 李怡珊 涂淑芳 陳菀琳 劉姣伶

Kevin168 李怡婷 涂雅茹 陳菁菁
劉威麟保險經紀人事

務所
KH 李怡諄 涂慧妮 陳華君 劉建麟

Kim 李怡靜 烏魚 陳著 劉彥

KimiHsuStylist 李怡韻 留*傑 陳逸平 劉彥岑

Kingki Lau 李承錞 留苗安 陳逸婷 劉思瑜

Kreis Yeh 李旺財 秦*妮 陳鈞偉 劉映君

L&C 李旻珊 秦*雲 陳雅婕 劉映辰

L**********n 李昀臻 翁*婷 陳雅湘 劉昱君

L*********g 李明鴻 翁*舜 陳雅琴 劉柏聖

l*********n 李昔燕 翁*鈴 陳雅祺 劉珍甄

L********n 李昕 翁*綺 陳雅鈴 劉盈瑜

Lai 李昕凝 翁*儀 陳雅嫺 劉美伶

LaiEva 李東穎 翁*億 陳雅慧 劉美琴

Laura & Melody 李欣怡 翁*磯 陳雯鈞 劉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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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nce Lin 李欣倫 翁于涵 陳意貞 劉苡瑄

LeeLan
李欣諾.李馥君.李柏

辰
翁玉昆 陳意馨 劉哲瑜

leelily 李欣霞 翁玉軒 陳慈瑜 劉娥秀

LeeMeiling 李玫芳 翁衫惠 陳新翰 劉家伶

LEEYICHIN 李秉憲 翁容若 陳楷學 劉家均

LEMON 李芮寧 翁智翔 陳榆涵 劉展綸

Lemontea 李芳妤 翁雅玲 陳榆羚 劉峻揚

LiAlvin 李芳儀 翁慧諭 陳瑋文 劉恩瑱

LiaoIrene 李芷瑀 耘樂 陳瑜珣 劉桂彣

Lilac 李芷瑜 茶裡濕 陳瑞祥 劉浩宇

Lili 李芸靚 茶裡濕先生 陳筠昕 劉烜佑

Lily 李虎錫이호석 草小孩 陳筠婷 劉烜嘉

Lin 李雨蒨李雨蒨 袁*富 陳筱莛 劉耕宏

Lin. 李亭儀 袁*渝 陳筱琳 劉耘愷

lindaliou 李亭儀＆郭珈維 袁一如 陳聖安 劉啓煌

LING YI WU 李俊育 袁春妃 陳聖傑 劉崇宏

LinKopu 李俊毅 袁詠懿 陳聖穎 劉淑女

Lin林幸陵 李冠儀 袁瑜珮 陳萱 劉淑嘉

Lisa 李則逸＆蔡佩芳 袁葶道 陳詩涵 劉淑慧

Liu 李品君 袁慧娟 陳詩樺 劉琇月

LIU CHIA-MIN 李品叡
財團法人永大社會福

利基金會
陳詹燕 劉湘羚

Lora 李品豫

財團法人瓦城泰統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陳資惠 劉滋妤

Lorraine Chen 李品頤
財團法人信義公益基

金會
陳鈺柔 劉琪甄

LOVE 李奕瑋
財團法人春生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陳鈺晴 劉皓芸

LU 李奕筠
財團法人昭華慈善基

金會
陳鈺憓 劉華宣

luckystar 李姵儒
財團法人統一超商好

鄰居文教基金會
陳鈺潔 劉雅文

Luke 李姿穎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

惠康社會福利基金會
陳鈺樺 劉雅芳

LuKuan Te 李宥臻 貢*穎 陳靖恩 劉瑞華

Lun 李建融 追企鵝 陳嘉幼 劉橙恩

LuoKevin 李彥芬 郗昀彥 陳嘉妡 劉燕培

Lushiao 李彥慶 郗書吟 陳嘉璇 劉靜怡

LuStellaLu 李彥霆 馬*文 陳熙恩 劉靜儒

Maggie 李彥翰 馬*生 陳維中 劉璨瑜

Mainter 李思慧 馬*安 陳維瑩 劉鴻昌

maluko 李昱君 馬*祥 陳蓉萱 劉薾蔚

Marion 李研齊 馬*琪 陳誌遠 劉瀚升

Mark 李禹朣 馬*雅 陳誌賢 劉懿萱

may 李美幸 馬*潔 陳語彤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Medreamer 李美儀 馬*馨 陳語欣 寬寬寶貝

Mei扭蛋 李美靜 馬心苹 陳誫昕 德富有企業有限公司

Michelle 李苡瑈 李訢彤 馬永豪 陳儀真 樂天

Miffy Li 李若雯 馬先生 陳儀衿 樂天派

Mimi 李若熙 馬克拔拔 陳慧珊 樓琦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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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iky 李英綺 馬宗麒 陳慧慈 歐**如

Min Wang 李郁昕 馬揚傑 陳慶潾 歐**芸

Mina Chung 李哥哥 馬語希 陳毅 歐*均

MINA錫琴 李哲羽 馬鴻昌 陳毅鴻
歐*南、黃*芳、歐*

甄、歐*岑
MinnieLin 李家萍 高 陳瑩芳 歐*真

Mizuki 李家榛 高*元 陳勳慧 歐*記

Molly 李家豪 高*汝 陳憶婷 歐*琪

Morris Ni 李晉宇 高*刪 陳憶薇 歐*臻

MutaChen 李海蓉 高*怡 陳曉盈 歐致丞

myumyu 李茗穎 高*承 陳曉琪 歐婉婷

NA 李偉嘉 高*芬 陳澤瑜 歐陽敏

Natasha 李啟綾 高*芳 陳穎賢 歐蜿螢

Nina 李培如 高*姿 陳翰璋 潘 薏晴

Nollo 李婉瑜 高*珠 陳錦華 潘*宇

OBAGA 李尉帷 高*茹 陳靜君 潘*安

Ochan 李曼菁 高*涵 陳靜雯(Emma) 潘*佐

Olivia 李曼萱 高*莉 陳靜雯Emma 潘*君

Ouch 李淑惠 高*婷 陳穗菁 潘*妘

P********g 李淳琪 高*琪 陳薏如 潘*杏

Paradise Accessory 李紹豪 高*筑 陳瀅玉 潘*宜

PARKCHANYEOL 李婷婷 高*雯 陳瀅媜＆劉書瑋 潘*岳

Pascal Wang 李景軒 高*毓 陳懷婷 潘*茹

Penny 李湘蓉 高*臺 陳韻如 潘*梅

Ph. Fan 李筑萱 高*儀 陳韻竹 潘*瑋

Pingyi Kung 李逸晶 高*慧 陳韻淑 潘*瑜

QQ媽 李雅惠 高*憶 陳麗如 潘*筠

Queenie You 李雅慧 高*諭 陳麗帆 潘*蓉

Rachel 李雅樺 高于倩 陳麗香 潘*儀

Rachel Chen 李雯琪 高于婷 陳麗娟 潘*慧

Rachel Tseng 李新強 高子涵 陳麗茹 潘*臻

Rachelle Juan 李毓庭 高子瀠 陳麗莉 潘*靜

RafiK 李瑜靚 高巧玲 陳麗琪 潘允榛

Regina 李瑞 高永和 陳麗嫆 潘巧臻

Renee Chiang 李瑞進 高伯鈞 陳儷溱 潘君羿

Rico 李萾穎 高宏任 陳譽昇 潘均瑋

Rita 李詩苗 高宏碩 陳懿翔 潘佳嘉

Roger Yu 李鈴珺 高宗郁 陶*竹 潘侑筠

Ru 李嘉君 高宛琳 陶*韻 潘孟婷

Ruby Ho 李嘉芳 高若綺 陶禮陶坊 潘怡婷

Sandy 李嘉翔 高韋奇 陸*平 潘咨芸

Sawa 李嘉菱
高將實業有限公司全

體同仁
陸*琳 潘咨庭

Sharon Tsai 李嘉緯 高淑貞 陸*臻 潘柔諭及潘宣諺

sharron 李嘉融 高皓瀚 陸小六 潘韋伶

Sherry Chang 李嘉馨 高華穗 陸中台 潘家和

shie 李綱彥
高雄市噶舉三乘喜林

苑佛學會
陸信志 潘峻德

SHIH 李綵緹 高雄市靈雲功德會 陸軍官校 潘淳琪

shingirl 李豪剛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和紀念醫院
陸鼎豐茶行 潘逸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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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

李銘格、李尚賢、李

淑芳、林雅鳳、陳晉

賢、李金軒、莊靜

如、李順昌、黃楷

棟、余志明

高雅玲
雪坊志業股份有限公

司
潘薜伃

Somebody 李慧君 高毓雯 魚餅猫 潘謝金花

Sophie 李慧華 高毓鎂 魚蝦米 澔恬爸

Stan 李慶淵 高瑞琦 麻永善
熱浪新媒體股份有限

公司
Stanley 李曉茹 高葳宜 麻先生 緗緋

Steven 李蕙鈺 高裕紘 黄*媚 罵罵號

Sun10 李靜宜 高鈺倩 黄*棋 蓬萊303

Sunny Wu 李靜惠 高嘉玲+0 黄怡婷 蔡*中

Super Junior 李濰丞 高睿莛 傅*貞 蔡*云

Syong 李鍾怡 高曉莊 傅*凱 蔡*升

T**********g 李曜吉 高燕菁 傅*惠 蔡*弘

T*****a 李馥佑 高懷恩 傅*雯 蔡*吉

Tanya Tseng 李瓊珠 高儷綾 傅*瑋 蔡*如

Teddy黃 李麗芳 高譽綸 傅昱維 蔡*汝

Teresa Ke 李麗英 偉 傅郁琇 蔡*伶

THE FOLKS 李麗勤 偕*耀 傅靖雯 蔡*君

Tian 李馨芳 匿名 傅維尼 蔡*吟

Tiffany Huang 李聽玹 匿名捐款 傅銘筠 蔡*夆

tiffanychi 杜*立 區志豪 凱西 蔡*彣

Ting Chou 杜*如 唯品樂國際有限公司 凱莉直播間 蔡*汾

TonyZ 杜*育 國立臺南大學 善心人士 蔡*芃

Trickle 杜*辰 常博舜 喬怡佳 蔡*佩

TsaiPipi 杜*娟 康*泇 單*鈺 蔡*佳

TSOU 杜*莉 康*傑 單顗宸 蔡*宜

TwT 杜*綾 康*琳 喵喵 蔡*承

Tzu Shan Wang 杜*瑾 康*萱 富貴姐 蔡*杰

TzuChin 杜*璇 康*暚 彭*杰 蔡*芳

Ula 杜*叡 康*甄 彭*欣 蔡*芸

Una Hsieh 杜*錚 康*綾 彭*俐 蔡*青

v 杜*薰 康小姐 彭*珊 蔡*冠

Van Yumin 杜伊婷 康晴雯 彭*婷 蔡*品

vicky 杜依倩 康雅婷 彭*晴 蔡*宣

Vicky Chu 杜俊諺 康蒂老師 彭*華 蔡*恬

W**********N 杜素華 張* 彭*超 蔡*為

W********N 杜綉淩 張**玟 彭*雯 蔡*玲

W*****y 杜裕豐 張**珊 彭*嫈 蔡*珈

WalaWalaChloe 汪**鳳 張*丰 彭*瑋 蔡*珊

Wang YiJu 汪*哲 張*云 彭*鈴 蔡*珍

WangAlyssa 汪沛緹 張*文 彭*禎 蔡*虹

Wei 汪美琇 張*月 彭*儀 蔡*倫

Wen 沁采茶坊 張*平 彭*德 蔡*准

Wendy 沁暐企業社 張*玉 彭*翰 蔡*哲

Wendywei 沃*姐 張*丞 彭*鎂 蔡*娟

WendyWu 沈*安 張*宇 彭*邇 蔡*娥

Wengsunny 沈*吟 張*安 彭一智 蔡*容

Wilson 沈*怡 張*汎 彭元麒 蔡*庭

Wing Li 沈*芝 張*君 彭立翔 蔡*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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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 ShopWing 

Shop
沈*靖 張*宏 彭秀毓 蔡*珠

Wonho 沈*蓁 張*廷 彭阿肉 蔡*紘

WuEdgar 沈*儀 張*汶 彭春垣 蔡*偉

Wueiyao 沈*璇 張*辰 彭執瑈 蔡*敏

Wun Lai 沈*勳 張*姍 彭莞甯 蔡*荷

WUYI CHUAN 沈*穎 張*姐 彭琬鈴 蔡*婷

WwW 沈*蕙 張*宜 彭雅岷 蔡*惠

Xiaozheng 沈妙其 張*怡 彭詩惟 蔡*渼

Xiou 沈佩琳 張*東 彭鈺婷 蔡*琳

Xiumin金珉錫 沈尚蓉 張*芳 彭麗錦 蔡*萍

xx玫 沈明俞 張*芸 彭繼正 蔡*雯

Y 沈欣儀 張*青 彭麟雅 蔡*瑜

Y********N 沈芸帆 張*亮 惠之如 蔡*筠

Y*******n 沈俊吟 張*柔 晴晴 蔡*誠

Y*******U 沈盈希 張*玲 晴舒姊妹花 蔡*鈴

Y******E 沈美昭 張*珊 曾** 蔡*甄

YangAbigail 沈若男 張*珍 曾*** 蔡*蒨

YangChing Yu 沈倢宇 張*貞 曾*君 蔡*蓉

YangMeiling 沈家芸 張*倚 曾*宜 蔡*儀

YangYayuan 沈家蓁 張*倢 曾*芬 蔡*慧

YCP 沈祐禾 張*倫 曾*芳 蔡*樂

Yileer 沈煜翔 張*哲 曾*俐 蔡*潔

YPJL元樸設計 沈群淵 張*容 曾*珍 蔡*瑩

yukailin 沈廣茜 張*庭 曾*宸 蔡*緯

Yumi 沈摯亞 張*恩 曾*容 蔡*誼

Yutzu 角*嘉 張*晅 曾*軒 蔡*賢

Yvonne 豆Ma雜貨便利屋 張*珮 曾*婕 蔡*勳

Yvonne Chen 豆媽雜貨便利屋 張*真 曾*婷 蔡*樺

Zizzi Chung 辛如芩 張*紋 曾*媛 蔡*穎

ZOE 辛明容 張*純 曾*琪 蔡*衡

Zoe CH 阮*杰 張*紘 曾*翔 蔡*錦

Zoey Cheng 阮*晨 張*航 曾*菱 蔡*霖

ㄌ*****g 阮*華 張*茵 曾*雯 蔡*薇
一錩印刷事業有限公

司
佩佩 張*茹 曾*瑀 蔡*齡

乙 佩佩豬 張*軒 曾*葳 蔡xx

丁*巧 佩燕林 張*堂 曾*誠 蔡一椽

丁*禾 依米 張*梅 曾*嘉 蔡小姐

丁*伶 卓*心 張*涵 曾*銘 蔡小靜

丁*貞 卓*安 張*淳 曾*儀 蔡心珽

丁勺珍 卓*苓 張*珺 曾*嫺 蔡文玉

丁千惠 卓*琪 張*理 曾*慧 蔡可鋗

丁子真 卓*筠 張*琇 曾*澄 蔡永福

丁子軒 卓*嫺 張*盛 曾*誼 蔡玉婷

丁至柔 卓*慧 張*笠 曾*諭 蔡立莛

丁凱貞 卓*箴 張*絃 曾ㄞˋㄌㄧˋ 蔡丞硯

丁惠儀 卓*緗 張*凱 曾子瑀 蔡先生

丁儀馨 卓*誼 張*婷 曾小姐 蔡光烜

丁薇萱 卓永翰 張*媚 曾心藍 蔡妙欣

丁證修 卓妤芮 張*崴 曾文君 蔡志強

乃芳張 卓孟嫺 張*惠 曾弘毅 蔡束惠

二姐 卓芝嫻 張*晴 曾志暉 蔡沛珊

刁*涵 卓芷伊 張*棋 曾沁卉 蔡秀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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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秉濠 卓奕甫 張*琦 曾亞雯 蔡秀枝

三合手作茶飲 卓娃娃 張*琴 曾宗彬 蔡育真

三貓媽 卓庭安 張*皓 曾怡翔 蔡亞晞

上**珊 卓晉綸 張*筑 曾怡華 蔡佩*

于*右 卓慧菀 張*菁 曾明儀 蔡佩君

于孟君 卓靜葳 張*詒 曾東瑋 蔡佩容

凡儀 周**怜 張*逸 曾治皓 蔡佩紋

大投 周*文 張*雄 曾俊豪 蔡佳恩
大氣整合行銷股份有

限公司
周*立 張*雯 曾信福 蔡佳軒

小小 周*伃 張*意 曾品璇 蔡佳蓉

小不點CP 周*如 張*慈 曾彥儒 蔡依螢

小古 周*伶 張*楨 曾昱綺 蔡孟君

小布 周*君 張*煜 曾柏舜 蔡孟珊
小伍專業淨水科技有

限公司
周*甫 張*瑄 曾珈歆 蔡孟樺

小秀 周*邦 張*瑋 曾美芝 蔡孟臻

小乖 周*怡 張*瑜 曾英傑 蔡宗孝

小烏魚的壓歲錢 周*旺 張*節 曾郁雅 蔡宗宏

小雪人 周*枝 張*萱 曾郁嘉 蔡宗蓉

小隊員 周*芷 張*嘉 曾家豪 蔡宗穎

小黑妞 周*俞 張*寧 曾桂香 蔡宛玲

小葉 周*美 張*榕 曾益敏 蔡宛庭

小澤 周*倫 張*甄 曾婉怡 蔡宛蓁

小貓咪 周*涵 張*碧 曾婉青 蔡宛諭

山豬 周*莊 張*綦 曾惟駖 蔡宜潔

不公開 周*傑 張*維 曾莉庭 蔡宜臻

不具名 周*媛 張*綺 曾琬瑜 蔡尚臻

中佑資訊有限公司 周*筑 張*豪 曾琳斐 蔡岱凌

五合日相有限公司 周*新 張*銓 曾琳雁 蔡幸君

允舒 周*煌 張*銜 曾舒瑜 蔡幸娟

公*穎 周*萱 張*儀 曾華敏 蔡忠剛

天使街有限公司 周*葳 張*嫺 曾雅倫 蔡怡欣

孔*珠 周*嫺 張*瑩 曾雅雯 蔡承修

孔紹銘 周*嬋 張*璇 曾雅禎 蔡旻璇

孔德懿 周*德 張*樺 曾雲暄 蔡昀妮

尤*美 周*瑩 張*穎 曾瑞玉 蔡明怡

尤林春美 周*馨 張*謙 曾筠婷 蔡明芬

尤玫蘋 周*櫻 張*鍶 曾筱芸 蔡明峻

尤弈婷 周MEW青ชงิ 張*薰 曾萬益 蔡明珠

尤思涵 周世榮 張*麗 曾詩穎 蔡明璁

尤秋山 周先生 張*艷 曾達元 蔡明憲

尤茹盈 周志偉 張乃尹 曾鈺珠 蔡明鎮

尤梓諾 周玖 張乃偵 曾鈺評 蔡昕桐

尤淑美 周辰翰 張乃嘉 曾錦軍 蔡杭耘

尤順治 周佳儀 張三姍 曾瓊慧 蔡炆璇

尹*慈 周佳慧 張士祺 曾繼嫻 蔡芯怡

巴奇 周孟芳 張子安 曾馨巧 蔡映玄

心禪 周宜潔 張小芳 曾馨萱 蔡珊珊

支向凡 周宜賢 張中行 曾馨慧 蔡美文

方* 周宜樺 張天明 森森媽媽 蔡美虹

方*玲 周忠賢 張文玉 温*玫 蔡哲良

方*珍 周怡伸 張文君 温*芬 蔡家莉

方*苓 周怡廷 張文怡 温*祺 蔡家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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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琇 周玥吟 張文嘉 温*聖 蔡祐綾

方*婷 周采慧 張文寧 温雅純 蔡純宜

方*崴 周采薇 張文馨 温雅婷 蔡唯甯

方*琳 周信宏 張令潔 温雅惠 蔡婉嫆

方*鈴 周冠宏 張卉君 温潔程 蔡淑君

方大豆 周奕秀 張巧琳 游 蔡淑娟

方子銘 周姵妏 張平易 游*凡 蔡淑蘭

方品謙 周姿妙 張幼臻 游*合 蔡凱評

方威堯 周柏婷 張玉汝 游*如 蔡善如

方泰又 周玹 張玉庭 游*戎 蔡喬亘

方晧宇 周禹丞 張玉琇 游*曲 蔡婷婷

方淑華 周秋菊 張玉霜 游*怡 蔡惠如

方羚 周家祺 張立 游*屏 蔡惠琄

方詠竹 周家綺 張先生 游*玲 蔡惠萍

方詩諭 周峻賢 張光華 游*真 蔡絲棋

方瀚鍾 周晏岑 李偉廷 張名洲 游*淇 蔡雅玲

日怡棻 周淑玲 張如憶 游*淳 蔡雅琪

毛*妤 周淑媛 張宇雯 游*凱 蔡雅雯

毛*婉 周淳瑩 張安安 游*婷 蔡雯雯

毛*鈞 周瑞君 張米媜 游*絮 蔡業中

水豚兒 周筱鈞 張伶姿 游*雯 蔡瑅羽

火慶 周瑢恩 張君蔓 游*雲 蔡瑋庭

王* 周德文 張孝榮 游*稜 蔡瑞齡

王**絨 周震南 張廷羽 游*霖 蔡萩瑾

王**齡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張志瑋 游*薇 蔡馳卉

王*之 和平製品 張志銘 游*顯 蔡銘峯

王*予 和喜工作室 張沛緁 游xx 蔡鳳玲

王*分 咖啡宇言有限公司 張秀娟 游小姐 蔡慧亭

王*化 咖稱 張秀琴 游心怡 蔡慶瑜

王*尹 妮塔旅行趣 張育慈 游弘如Thank 蔡樂序

王*心 官*慈 張育瑄 游至仕 蔡瑾嬅

王*文 宜靜李宜靜 張育瑋 游育如 蔡緯世

王*玉 居爾一拳有限公司 張育嘉 游佳勳 蔡澤濬

王*禾 屈于翔 張育豪 游姐姐 蔡蔾懃

王*丞 岭 張佩茹 游宗揚游東靖 蔡頤玟

王*印 幸物所 張宜靜 游明仁 蔡黛玲

王*如 延延小丸子 張怡倫 游明娟 蔡瓊慧

王*宇 怡君李 張怡真 游芳盈 蔡麗梅

王*汝 房*涵 張於靜 游姿瑋 蔡耀寬

王*羽
昀湟不動產企業有限

公司
張欣茹 游盈錚 蔡馨慧

王*君 易湘純 張欣瑜 游若淇 蔡懿佳

王*妤 杭*羽 張欣慧 游琇瑩 蔣*如

王*岑 東奕安 張芮蜜 游喬涵 蔣*芸

王*廷 板橋地方媽媽 張芯瑜 游惠婷 蔣*凱

王*彤 林* 張芯寧 游椀蘚 蔣X峰

王*志 林** 張芳瑜 游舒宇 蔣小源

王*秀 林**枝 張芷琳 游舒涵 蔣友于

王*育 林*一 張芷榕 游雅淩 蔣榮峮

王*姍 林*元 張芸晨 游雅淳 請記得微笑

王*宜 林*文 張芹芸 游義欽 鄧*翔

王*昇 林*仙 張亭玉 游慧君 鄧*楠

王*欣 林*卉 張俊凱 游慧敏 鄧*馨

王*玟 林*正 張建欣 游薇蓉 鄧浿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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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芮 林*民 張思潔 游豐志 鄧凱文

王*芳 林*任 張恒豪 游麗青 鄧惠美

王*青 林*伃 張昱文 湘澐譚 鄧皓謙

王*亭 林*如 張昱傑 湯*玲 鄧曉婷

王*彥 林*宇 張洛恩 湯*娟 鄧靜儀

王*柔 林*安 張津崴 湯*萱 鄭*之

王*珊 林*帆 張珈柔 湯*綺 鄭*予

王*盈 林*戍 張秋琴 湯*儀 鄭*云

王*英 林*朱 張美惠 湯*儒 鄭*勻

王*虹 林*汝 張苓慧 湯如智 鄭*尹

王*貞 林*羽 張若蘋 湯采媞 鄭*文

王*香 林*亨 張郁紫 湯圓 鄭*方

王*凌 林*伶 張修庭 湯蕙憶 鄭*民

王*容 林*佟 張修瑋 無 鄭*玉

王*庭 林*利 張倚萍 無名 鄭*宇

王*恩 林*君 張倩萍 無名氏 鄭*伶

王*真 林*吟 張宬睿 無需 鄭*均

王*茗 林*均 張家慈 程*彥 鄭*沁

王*茹 林*妍 張家榮 程*琪 鄭*姍

王*婕 林*妏 張家甄 程*慈 鄭*宜

王*梃 林*妤 張家睿 程*彰 鄭*怡

王*涵 林*孜 張家綸 程介汶 鄭*欣

王*淇 林*宏 張家綺 程孟婷 鄭*河

王*莛 林*岑 張家鳳 程亭瑜 鄭*芬

王*婷 林*希 張容瑄 程鈺閔 鄭*芳

王*媚 林*廷 張峰銓 童文容 鄭*香

王*惠 林*彤 張峻嘉 童文容盧政廷 鄭*倫

王*晴 林*杏 張峻齊 童君傑 鄭*卿

王*棋 林*沂 張庭嘉 童采榛 鄭*娟

王*棻 林*秀 張恩齊 童俐綾 鄭*庭

王*湘 林*佩 張振浩 童儀玟 鄭*茜

王*琪 林*和 張淯絟 筌 鄭*茹

王*皓 林*宜 張祐婕 粥 鄭*涵

王*翔 林*怡 張郡庭 紫糯米糰 鄭*羚

王*華 林*旻 張啓厚 舒醒 鄭*翎

王*評 林*明 張國玲 華*嫺 鄭*莛

王*詠 林*明、林**枝 張國榮 華怡珺 鄭*婷

王*雯 林*欣 張淑貞 華暘商號 鄭*甯

王*慈 林*芝 張淵淳
萊茵堡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鄭*翔

王*楓 林*芬 張琇鈺 覃嘉鳳 鄭*菁

王*瑛 林*芸 張陳秀梅 費*傑 鄭*菱

王*筠 林*青 張凱政 賀*菁 鄭*雯

王*萩 林*亮 張惠玲 辜*雯 鄭*圓

王*萱 林*柔 張惠珠 辜晴 鄭*稔

王*鈴 林*玲 張愉旋 雄爺 鄭*鈴

王*鈺 林*珊 張晴如 雲*舜 鄭*嘉

王*靖 林*美 張晴鈅 項偉鴻 鄭*禎

王*綺 林*貞 張智堯 馮*偉 鄭*蓉

王*蓁 林*郁 張智鈞 馮*雯 鄭*儀

王*蓉 林*倫 張舒涵 馮*萱 鄭*慧

王*儀 林*卿 張舒婷 馮*睿 鄭*潔

王*儂 林*哲 張詠霏 馮*潔 鄭*輝

王*嫻 林*桂 張雅涵 馮浩 鄭*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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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 林*珞 張雅淳 馮凱 鄭*穎

王*瑩 林*珠 張雅琇 黃* 鄭*諭

王*蕎 林*真 張雅琳 黃******** 鄭*嬪

王*親 林*紛 張雅菁 黃**英 鄭*謙

王*靜 林*茹 張雅貽 黃*山 鄭*豐

王*穗 林*軒 張雅雯 黃*文 鄭*耀

王*薇 林*偉 張雯婷 黃*方 鄭*馨

王*嬿 林*堂 張愛醬 黃*仟 鄭x蓉

王*蘋 林*強 張愷方 黃*加 鄭心惠

王*馨 林*晨 張業雪 黃*巧 鄭卉雯

王*懿 林*淳 張毓芳 黃*玉 鄭可筠

王士偉 林*祥 張煥旋 黃*如 鄭可灝

王子訓 林*翎 張煥鵬 黃*汝 鄭玉惠

王子誠 林*莉 張瑋庭 黃*㚬 鄭丞堯

王小姐 林*婷 張瑋婷 黃*伶 鄭夙吟

王小芬 林*惠 張瑞玲 黃*君 鄭如玉

王小雯 林*景 張瑞軒 黃*妍 鄭宇君

王小豬 林*晴 張瑞婉 黃*妤 鄭屹竣

王中燕 林*晶 張瑞勤 黃*宏 鄭羽岑

王仁豐 林*棠 張瑞楹 黃*佳 鄭羽荃

王天助 林*琦 張稚嫻 黃*妮 鄭羽涵

王少容 林*琪 張筱涵 黃*姐 鄭彤萱

王尹均 林*菈 張群鈺 黃*芝 鄭沛昕

王心妤 林*菡 張詩盈 黃*芫 鄭秀媚

王心怡 林*華 張靖如 黃*芬 鄭佩芳

王心潔 林*菱
張嘉宏 家閎傳統整復

推拿
黃*芳 鄭佩珊

王文君 林*萍 張嘉芯 黃*青 鄭佩華

王文廷 林*逸 張嘉真 黃*冠 鄭佳玲

王文忠 林*陽 張嘉眞 黃*宣 鄭依蘩

王方月嬌 林*雯 張嘉雋 黃*彥 鄭孟謙

王月嬌 林*媺 張夢芬 黃*柔 鄭忠杰

王主科 林*慈 張榕家 黃*玲 鄭怡君

王令潔 林*暄 張榕荏 黃*玹 鄭芝穎

王巧文 林*暘 張榕訕 黃*珉 鄭昭華

王仲元 林*溶 張榮智 黃*珊 鄭美珍

王仲志 林*煒 張演堂 黃*秋 鄭郁霖

王羽彤 林*瑋 張甄玲 黃*英 鄭家欣

王佑純 林*瑜 張睿頵 黃*郁 鄭家溱

王君禓 林*筠 張碩芬 黃*音 鄭庭硯

王彤芸 林*萱 張維辰 黃*倩 鄭珮綺

王汶淇 林*鈺 張維倫 黃*倫 鄭茵茹

王秀如 林*靖 張肇聿 黃*娟 鄭婉婷

王良友 林*寧 張誌軒 黃*宸 鄭涵卿

王芊雅 林*蓁 張語希 黃*容 鄭淳方

王佳南 林*蓉 張銘方 黃*展 鄭添啟鄭誼旻

王佳蓁 林*蓓 張慧雪 黃*峯 鄭琇華

王侑樺 林*鳳 張穎中 黃*庭 鄭莞薰

王宜煒 林*儀 張蕙琪 黃*珮 鄭傑仁

王怡今 林*嫺 張靜芳 黃*真 鄭凱文

王怡喬 林*慧 張靜雯 黃*祖 鄭凱方

王怡婷 林*樂 張黛亞 黃*茹 鄭勝文

王怡雅 林*毅 張禮韻 黃*軒 鄭博丞

王怡雯 林*潔 張簡淑娟 黃*偉 鄭博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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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玉 林*瑩 張瀞玉＆許俊勝 黃*婕 鄭婷芝

王林弘 林*璇 張藝馨 黃*敏 鄭惠方

王欣祺 林*蔚 張麗珍 黃*涵 鄭愉潔

王欣霈 林*誼 張譯勻 黃*淂 鄭晴陽

王牧瑤 林*賢 張馨云 黃*淑 鄭渝霖

王芯苡 林*輝 張馨尹 黃*傑 鄭渲宥

王芷筠 林*鋇 彩虹 黃*勛 鄭翔中

王俊民 林*鋒 戚*凡 黃*博 鄭舒文

王俊傑 林*霆 捲毛花三號 黃*婷 鄭舜宇

王俊凱 林*叡 曹*翎 黃*媁 鄭詠珍

王俐芯 林*樺 曹*婷 黃*媚 鄭閔尹

王信傑 林*燕 曹*瑋 黃*富 鄭雅嬪

王冠智 林*穎 曹*儀 黃*惠 鄭雯璟

王品涵 林*臻 曹玉囷 黃*揮 鄭雯馨

王奕娟 林*諭 曹伯瑀 黃*晴 鄭瑀菲

王姵霖 林*諺 曹宏源 黃*智 鄭裕蓁

王姿尹 林*錚 曹展睿 黃*森 鄭詩婕

王宥心 林*靜 曹運天 黃*淼 鄭資陵

王宥崴 林*懃 曹瓊云 黃*琪 鄭鈺晨

王峙涵 林*禪 梁*云 黃*琬 鄭嘉玉

王思羽 林*薇 梁*威 黃*琳 鄭蓓雰

王思佳 林*霞 梁*美 黃*皓 鄭儒謙

王思婷 林*櫻 梁*凌 黃*竤 鄭冀鴻

王春燕 林*蘭 梁*容 黃*翔 鄭靜宜

王柏仁 林O荃 梁*庭 黃*菁 魯*佳

王柔云 林千惠 梁*翎 黃*華 黎*伊

王津珮 林士翔 梁*惠 黃*菱 黎*瑄

王若凡 林士華 梁*筑jilljup 黃*萍 黎美鳳

王若貞 林士楷 梁*華 黃*雅 黎訓成

王郁遒 林子峯 梁*楓 黃*雯 黎詠欣

王家婕 林子瑜 梁*瑄 黃*嫆 黎慕依**

王席莓 林小姐 梁*慧 黃*意 噹噹

王恩琦 林小渝 梁*騰 黃*愷 憶起療愈

王偉峻 林小菁Bella Lin 梁子文 黃*慈 曄

王婉如 林升禾 梁佳雯 黃*暉 機電工程廠商

王婉珊 林心儒 梁芷綺 黃*暉、林*芬
璞成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
王御 林方偉 梁玲珠 黃*歆 盧*呈

王淳生 林月玉 梁迪毓 黃*瑄 盧*廷

王陳月英 林月雲 梁桓銘 黃*瑜 盧*祁

王凱平 林世國 梁素玲 黃*筠 盧*芬

王勛 林仕豪 梁婉玲 黃*萱 盧*喻

王喻聖 林以欣 梁凱偉 黃*裡 盧*婷

王婷鶯 林可 梁寓婷 黃*嘉 盧*惠

王惠娟 林可為 梁琡華 黃*嫣 盧*琪

王斯慧 林可雅 梁翔威 黃*寧 盧*華

王湘淩 林巧怡 梁菀婷 黃*彰 盧*暐

王琬儒 林巧雯 梁雅菁 黃*榮 盧*蒨

王翔卉 林巧薇 梁毓庭 黃*瑤 盧*蓉

王舜慧 林平 梁嘉岑 黃*睿 盧*潔

王雅怡 林正益 梁銘鈺 黃*綺 盧*瑾

王雅惠 林永甯 梁憶昀 黃*綾 盧吉義

王雅琪 林玉茹 梁靜雯 黃*蒔 盧志暐

王毓茜 林玉萍 梁黛咪 黃*豪 盧育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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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瑀涵 林立平 梁寶兒 黃*鳴 盧佳慧

王瑞乾 劉湘怡 林仲斌 梅*怡 黃*齊 盧季薇

王筱毓 林伍賢 梅*惠 黃*儀 盧怡欣

王葳凱 林宇軒 梅*瑀 黃*儂 盧欣政

王詣雯 林羽絃 欸許 黃*寬 盧欣慧

王詩妮 林至謙 理數齋與愛心朋友們 黃*慧 盧金琳

王詩梅 林佑庭 盛*楚 黃*潔 盧宣辰

王鈴鈞 林吟儒 盛郁淳 黃*瑩 盧思婷

王靖惠 林妙盈 盛廣瑄 黃*蓮 盧香伶

王靖雯 林妤靜 統一發票中獎 黃*燕 盧婉萱

王嘉銘 林宏晉 統一發票獎金 黃*穎 盧祥怡

王碧瑩 林宏儒 脩先生 黃*縈 盧詩璇

王維民 林志嘉 莊*文 黃*翰 盧睿

王維宜 林杏宜 莊*伃 黃*臻 盧靜媛

王維廉 林杏珊 莊*君 黃*錦 盧鴻毅

王維新 林沛昀 莊*彤 黃*霖 穆佳琪

王蓁瑜 林沛萱 莊*明 黃*靜 糖果

王輔翊 林秀蓁 莊*芬 黃*頤 蕉交朋友有限公司

王銘傑 林育丞 莊*玲 黃*薇 蕭*元

王銘鴻 林育如 莊*真 黃*霞 蕭*文

王鳳琴 林育勝 莊*紓 黃*鎮 蕭*方

王慧君 林育雯 莊*惞 黃*馨 蕭*玉

王慧美 林育賢 莊*涵 黃*瓔 蕭*昂

王慧婷 林亞萱 莊*勝 黃*蘭 蕭*芳

王慧雯 林佩伶 莊*婷 黃ㄈㄢㄣ 蕭*芹

王慧靜 林佩萱 莊*惠 黃乃鳳 蕭*珊

王曉琪 林佩蓉 莊*筑 黃于珊 蕭*珍

王蕙珍 林佳岫 莊*絜 黃于荃 蕭*偉

王靜文 林佳玲 莊*萍 黃士銘 蕭*梅

王靜慧 林佳琪 莊*逸 黃子玹 蕭*雅

王薏綺 林佳慧 莊*雯 黃子卿 蕭*筠

王鴻偉 林佳潔 莊*溱 黃子庭 蕭*達

王璿涵 林佳樺 莊*慧 黃子嘉 蕭*綾

王藝蓓 林佳穎 莊*樂 黃子睿 蕭*蓁

王韻怡 林依姿 莊*瑩 黃子綾 蕭*穎

王韻茹 林依潔 莊*璋 黃小P 蕭*頻

王韻涵 林依緗 莊*樺 黃小布 蕭大衛

王韻婷 林坤俊 莊*翰 黃小姐 蕭小姐

王韻筑 林孟葶 莊*權 黃小津 蕭天成

王麗清 林孟潔 莊于萱 黃小棻 蕭正宗

王麗婷 林季芸 莊子淵 黃友誠 蕭伊呈

王耀瑄 林宗偉 莊心慧 黃心慧 蕭如吟

王懿青 林宗翰 莊以樂 黃文生 蕭羽珊

世新大學 林宛瑩 莊佩祺 黃文俞 蕭伶伃

以大梵天王名義捐款 林宜芳 莊佳妤莊佳妤 黃以真 蕭志豪

加油 林宜蓉 莊昀達 黃卉喬 蕭佳瑜

加藤英美 林宜瑩 莊芷寧 黃巧玲 蕭金蘭

包*純 林宜靜 莊金銘 黃必達 蕭品君

包子 林岳縉 莊恒睎 黃正偉 蕭姵慈

包國輝 林幸陵 莊秋華 黃正耀 蕭柳撮

包淑慧 林念均 莊美君 黃玉婷 蕭恩哲

卡爾森 林怡汝 莊美琪 黃田榕 蕭婕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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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可 林怡均 莊桓佩 黃立安 蕭彩純

古*妘 林怡純 莊朝榮 黃立欣 蕭惟仁

古*婷 林怡萱 莊紫琪 黃伊玖 蕭淳方

古*琴 林怡璇 莊雅惠 黃光靖 蕭翎芷

古*萱 林旻賢 莊雯媜 黃如綺 蕭凱駿

古宜驊 林昌霖 莊瑞婷 黃安淇 蕭景宇

古婷婷 林明怡 莊靜秋 黃羽禎 蕭琬穎

可樂米國際有限公司 林明毅 莊爵銘 黃聿敏 蕭絢如

可樂姊妹 林易嫻 莊謦禎 黃聿璿 蕭覃伶
台北市私立大聯盟文

理短期補習班
林林予涵 莫*妍 黃亨達 蕭雅柔

台北市真善美扶輪社 林欣俞 許*凡 黃廷宇 蕭雯尹

台北真善美扶輪社 林欣儀 許*允 黃抓抓 蕭愛弟

台南8+9 林欣誼 許*元 黃秀鈴 蕭楚函
台通之友 - 推特的阿

河
林牧謙 許*心 黃育琪 蕭瑜婷

台通聽眾 林玟吟 許*文 黃育琳 蕭嘉嫻

台通聽眾Howard 林玟彤 許*弘 黃依婷 蕭興義

史* 林知妍 許*如 黃依琳 蕭薇

史*妤 林芝伃 許*妍 黃孟華 蕭韻如

史*菁 林芯妤 許*彤 黃宗琳 蕭麗卿

史秋伶 林芯樂 許*宓 黃怡婷 蕭麗華

左心遠 林芳均 許*怡 黃怡菁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巧佳優鮮冷凍食品有

限公司
林芷函 許*欣 黃怡萍 親愛的陳爸

巧媗媽媽 林芷畇 許*芝 黃欣怡 賴

未來地圖有限公司 林芷微 許*芬 黃欣茹 賴*文

正龍和維維 林邵衿 許*芳 黃欣儀 賴*宇
永民金屬鐵作有限公

司
林采臻 許*芸 黃玫子 賴*羽

永和金城武 林金蓮 許*柔 黃秉宬 賴*伶

玉琪和聖雅 林長宜 許*珊 黃秉雅 賴*利

瓦妠姐姐 林雨函 許*珍 黃秉歆 賴*君

甘*霖 林青輝 許*盈 黃芸新 賴*吟

田*宏 林俊瑋 許*禹 黃俊堯 賴*妏

田*瑋 林俞君 許*苓 黃俐敏 賴*廷

田*瑜 林信宇 許*軍 黃俞甄 賴*酉

田*煾 林冠州 許*娟 黃信杏 賴*怡

田*譔 林冠亨 許*宸 黃信銘 賴*芳

田本丸 林冠廷 許*容 黃品峰 賴*宥

田妍芛 林南欣 許*峻 黃品歆 賴*屏

田家齊 林品叡 許*恩 黃品瑄 賴*庭

田庸譔 林品翰 許*桂 黃品靜 賴*珩

田博宇 林垣均 許*航 黃姵媛 賴*真

申*珍 林奕君 許*茹 黃威傑 賴*純

白*涵 林奕芬 許*捷 黃威凱 賴*茹

白*端 林奕澄 許*涵 黃建倫 賴*涵

白宜榛 林姵君 許*淳 黃彥蓁 賴*盛

白雅瑜 林姿君 許*盛 黃思宜 賴*喬

石 林姿吟 許*祥 黃思嘉 賴*琪

石*立 林姿均 許*莉 黃柏菱 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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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勇 林姿寧 許*傑 黃秋婷 賴*筑

石*慈 林姿嫻 許*博 黃科傑 賴*雯

石*嘉 林威宏 許*婷 黃美珍 賴*暉

石*禎 林威辰 許*媛 黃美萍 賴*瑄

石*鳳 林宥丞 許*富 黃虹渟 賴*瑜

石如娜 林宥均 許*斌 黃貞銘 賴*葦

石靖甯 林宥嘉歌迷 許*晴 黃郁心 賴*蓁

石靖絜 林建堯 許*琳 黃郁雯 賴*鳳

亦緯科技有限公司 林彥伶 許*絨 黃家御 賴*慧

任* 林彥君 許*翔 黃家興 賴*潔

任*琦 林彥菁 許*菱 黃悅娥 賴*瑩

任*甯 林思吟 許*萍 黃振軒 賴*霆

企鵝 林思怡 許*雅 黃泰卿 賴*融

伊諾娜 林思瑜 許*雯 黃珮涵 賴*徽

伍*純 林春枝 許*微 黃素枝 賴*駿

伍世健 林昱劭 許*慈 黃偉誠 賴士杰

伍巧暄 林柏丞 許*瑋 黃健欣 賴友屏

伍紹廷 林柏亨 許*瑜 黃健龍 賴文欽

光 林洋樂 許*筠 黃啓瑞 賴加惠

光佑徐 林炳憲 許*榮 黃國書 賴玉娟

全民鋁門窗行 林盈潔 許*碧 黃國淵 賴育秀

合泰藥品有限公司 林研霏 許*禎、許*棟 黃國瑋 賴育昇

合新合心 林禹佟 許*維 黃國鉦 賴育瑞

吉吉 林禹含 許*綺 黃國聞 賴言恆

吉品玻璃隔熱紙行 林美杏 許*蓁 黃婉真 賴幸君

吉賽兒·寶貝 林苡歆 許*蓉 黃敏芳 賴怡蓁

同記行 林虹臻 許*誌 黃梓瑜 賴承毅

向*潔 林衍孜 許*豪 黃淑怡 賴昀姿，昀宣

向琳 林郁昇 許*齊 黃淑芬 賴明秀
好口福早午餐好口福

早午餐
林郁珊 許*儀 黃淑貞 賴欣陽

好好 林郁修 許*慧 黃淑雯 賴玟伶

好想住飯店社團 林郁琪 許*瑩 黃淑儀 賴俊宇
好窩心健康生活有限

公司
林韋竹 許*儒 黃淑慧全家福 賴冠酉

如如 林准羽 許*薌 黃淑霞 賴冠融

妃 林凊而 許*龍 黃淳詠 賴奕婷

宇凡 林哲毅 許*霜 黃琇鈺 賴姵妤

宇立企業有限公司 林宴潔 許*瓊 黃莉珉 賴姵宣

安 林家名 許*蘭 黃莉婷 賴姿伶

安*蕙 林家如 許力仁 黃莉媚 賴姿秀

安安 林家羽 許仁奕 黃逢彥 賴宣丞

安柏希工作室 林家伶 許壬己 黃博玄 賴宥竣

安柔咪 林家瑜 許心儒 黃喬欣 賴思羽

成昱瑾 林家德 許方雅 黃媚湘 賴思妤

曲俊宇 林桁 許玉嬋 黃惠娟 賴思樺

朱*正 林殷正 許亦頡 黃揚皓 賴思燕

朱*妤 林珮婉 許仲琳 黃智偉 賴柏綸

朱*廷 林紓帆 許羽岑 黃朝鈺 賴珈羽

朱*珊 林紘宇 許伯綺 黃琬婷 賴致文

朱*尉 林素芬 許伯藝 黃琬慧 賴婕羽

朱*暄 林茜 許吟瑜 黃雅玲 賴淀榆

朱*鈴 林健怡 許妤萱 黃雅嵐 賴淑真

朱*寧 林偲倩 許希弘 黃雅琳 賴琬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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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禎 林培瑜 許找找 黃雅暄 賴雅君

朱*儀 林婉莉 許沛忻 黃順星 賴瑞㛦

朱*瑩 林婉婷 許育菁 黃愛文 賴詩婷

朱*樵 林淑君 許育嘉 黃敬翔 賴肇廷

朱*錦 林淑芬 許佳雯 黃新政 賴慧明

朱*霖 林淑琴 許孟庭 黃楷莉 賴慧珊

朱*豐 林珺晶 許孟儒 黃榆捷 賴蔚齊

朱*馥 林翊辰 許明甥 黃煦喬 賴曉君

朱巧莉 林莉美 許欣安 黃瑞儀 賴曉琦

朱永森 林莉羚 許泳蓁 黃祺鈞 賴繹壬

朱延修 林莓芬 許玟歆 黃筠珊 賴藝卿

朱怡貞 林勝偉 許芷瑄 黃筠秦 錢姿螢

朱芝薇 林富美 許長偉 黃筱婷 錢憶微

朱采文 林景揚 許洛維 黃筱瑩 錫東藥局

朱品學 林景豪 許美芳 黃義峯 隨興療癒工作室

朱奕威willy 林紫薇 許貞慧 黃聖芬 霏霏

朱奕瑄 林菁倫 許家誌 黃聖涵 駱*君

朱紀燕 林詠宸 許家銘 黃聖凱 駱*昕

朱娟瑤 林雅惠林雅惠 許峰榮 黃裕家 駱*珍

朱家佑 林雅棠 許峰誌 黃詡程 駱*琳

朱家毅 林雅雯 許栢維 黃詩茜 駱成生命人文

朱晏良 林雅慧 許珮珊 黃詩淇 駱柏誠

朱慧珍 林愷 許祐禎 黃資懿 默視創意有限公司

朱慧庭 林慈惠 許耕豪 黃道暐 龍*綺

朱慧敏 林暘智 許茲涵 黃鈺婷 龍貓不只玩Lasy

朱麗雯 林楚涵 許荃榕 黃鈺崴 龍龍

江*平 林楷宸 許婉鑫 黃鈺紫 優優

江*伊 林楷恩 許淑青 黃鈺翔 優寶麥麥兒

江*岑 林楹偵 許淑娟 黃雋智 戴*伊

江*函 林毓瑩 許淑媛 黃靖勛 戴*宜

江*姍 林煒修 許淑閔 黃靖棉 戴*昌

江*怡 林煒峪 許淳芝 黃睿恩 戴*玲

江*欣 林煒強 許清森 黃維緻 戴*畇

江*芳 林煜傑 許紹宸 黃綵婕 戴*娟

江*娟 林献鈞 許翊弘 黃蓓伶 戴*宸

江*晏 林瑀甄 許凱婷 黃語熙 戴*浠

江*凱 林瑋涵 許博雅 黃鳳姿 戴*婷

江*婷 林瑋祺 許喬琳 黃鳳儀 戴*嵐

江*晴 林祺家 許婷芳 黃儀芳 戴*璇

江*華 林筱涵 許婷婷 黃慧欣 戴*馨

江*瑜 林義鈞 許媛媛 黃慶輝 戴子翔

江*儀 林聖雄 許惠如 黃澄澄 戴佑真

江*嫺 林詩詠 許惠清 黃霈琳 戴妙華

江*慧 林詩雅 許愉苓 黃曉君 戴孜玲

江*潾 林資敏 許智航 黃曉涵 戴廷宇

江*瑾 林達隆 許詠富 黃曉婷 戴志翔

江*勳 林鈺峰 許閔芊 黃曉萍 戴欣樺

江*穎 林鈺慈 許雅涵 黃燕卿 戴美蓉

江oo 林鈺銘 許雅淳 黃諭宸 戴培原

江小姐 林鉑章 許雅婷 黃錫良 戴婉淑

江元熏 林靖璿 許雯琪 黃懋燁 戴婕婷

江志賢 林嘉宜 許意如 黃璥樑 戴連成

江佩芫 林嘉榆 許毓秀 黃薇諺 戴絮宸

江佩臻 林嘉瑩 許毓淳 黃薰儀 戴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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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佳芸 林夢涵 許瑞成&許紀春 黃馥廷 戴鈺璇

江奇倫 林睿翔 許瑞祥 黃瀞瑤 戴嘉慧

江孟純 林睿閎 許瑞鳳 黃瓊華 戴語葳

江宗木 林碧霜 許詩筠 黃鏘綺 戴薏蒨

江宜芩 林儀鎂 許嘉紋 黃韻潔 戴瓊英

江宜芳 林慧芳 許嫚容 黃麗娟 燭光

江宜庭 林慧貞 許睿娟 黃麗頻 臉兒紅紅

江承樺 林憶涵 許福明 黃競瑩 薛*伶

江明怡 林曉雯 許銓哲 黃馨緹 薛*欣

江明純 林曉瑄 許銘修 黃齡萱 薛*芬

江泓毅 林樸 許毅帆 黃蘭鈞 薛*芳

江秉晏 林靜如 許懷仁 黑二髮品有限公司 薛*信

江亭頤 林靜怡 許瓈云 黑妞 薛*彥

江奕廷 林薈如 許馨云 傻不隆咚孩 薛*珊

江奕儒 林鴻盛 許馨方 塗*臻 薛*莉

江彥承 林邇佳 許儷馨 塗玉卉 薛*琴

江政晏 林瓊鈺 豚羊寶 奧麗薇 薛*華

江昭瑜 林韻如 貪吃鬼的秘密花園
嵩力機電股份有限公

司
薛*蓉

江昺崙 林麗珍 貪得無厭組 微笑貓咪 薛力瑋

江秋蘭 林麗紅 連*安 意** 薛玉嬡

江晏潾 林瓏 連*芬 愛 薛伃婷

江偉任 林躍霖 連*玹 愛**贈 薛宇蓁

江婉芬 欣霓蔡 連*貿 愛無限 謝

江彩妍 武*橙 連*鈞

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

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謝**

江晨瑜 武于程 連*瑩
新竹市私立小豆芽托

嬰中心
謝*仁

江淑君 武裕瑄 連*穎 新竹市衛生局 謝*禾

江惠娟 泓昌空調水電工程行 連天瑋 楊 小姐 陳先生 謝*州

江惠蓮 芙寶 連玉佳 楊* 謝*伶

江程益 芮幼昕 連聆吟 楊**霞 謝*君

江瑞雲 花小羊 連惠儀 楊*中 謝*妘

江嘉振 花玉婷 郭**姬 楊*文 謝*廷

江睿騰 芳姨 郭*禾 楊*卉 謝*彤

江寶桂 芽芽 郭*宇 楊*玉 謝*秀

牟*玫 邱*玉 郭*安 楊*伊 謝*怡

百奕工程有限公司 邱*羽 郭*成 楊*如 謝*旻

米麥family 邱*亨 郭*汎 楊*宇 謝*明

羊遠奇 邱*伶 郭*汝 楊*安 謝*芬

羽 邱*宗 郭*君 楊*帆 謝*芳

老洪 aka 品味肥宅 邱*忠 郭*妏 楊*羽 謝*恆

艾莉婭心教育 邱*明 郭*希 楊*君 謝*洋
艾莉婭心教育幸福學

院
邱*芸 郭*汶 楊*育 謝*洲

艾莉婭心教育諮詢顧

問有限公司
邱*芹 郭*杰 楊*依 謝*玲

艾薇妲 邱*思 郭*倫 楊*昀 謝*珊

衣*恩 邱*恆 郭*容 楊*昇 謝*凌

西瓜冰 邱*昱 郭*桂 楊*炘 謝*純

西西 邱*珈 郭*琪 楊*玫 謝*彬

佐 邱*倫 郭*雅 楊*芝 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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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邱*娟 郭*瑋 楊*昱 謝*富

何**勳 邱*庭 郭*壽 楊*玲 謝*菁

何*旻 邱*晟 郭*禎 楊*美 謝*貴

何*青 邱*真 郭*維 楊*英 謝*雯

何*屏 邱*婕 郭*蓉 楊*哲 謝*筠

何*玲 邱*涵 郭*銘 楊*庭 謝*綸

何*娟 邱*琇 郭*儀 楊*晉 謝*蓁

何*容 邱*祥 郭*德 楊*浩 謝*蓉

何*甯 邱*雪 郭*薇 楊*真 謝*鳳

何*菁 邱*創 郭o晉 楊*純 謝*儀

何*萍 邱*勝 郭又華 楊*茵 謝*德

何*雯 邱*婷 郭又瑜 楊*婕 謝*璇

何*慈 邱*智 郭于農 楊*梅 謝*儒

何*筠 邱*菡 郭大廣 楊*涵 謝*叡

何*億 邱*華 郭子瑜 楊*淇 謝*穎

何*慧 邱*萍 郭子榕 楊*婷 謝*臻

何*潔 邱*雯 郭予晴 楊*惠 謝*融

何*蓮 邱*煊 郭宇軒 楊*斌 謝*錡

何*輝 邱*瑜 郭杏紅 楊*晴 謝*霖

何*璞 邱*筠 郭沛鑫 楊*晶 謝*靜

何*霓 邱*鈴 郭秀萍 楊*琳 謝*瓔

何*璽 邱*靖 郭育如 楊*甯 謝小姐

何*齡 邱*滿 郭育妏 楊*程 謝月珠

何亿鈴 邱*蓁 郭育志 楊*華 謝正廷

何岍蓴 邱*儀 郭育甄＆林順福 楊*鈞 謝玉萍

何佳純 邱*慧 郭佩娟 楊*雁 謝玉蓮

何依祐 邱*潔 郭佳穎 楊*雅 謝安盈

何宗偉 邱*蓮 郭和鑫 楊*雯 謝亞緻

何宗賢 邱*霆 郭明憲 楊*瑄 謝佩芳

何宜玲 邱*謙 郭欣溢 楊*瑋 謝佩蓁

何怡慧 邱*璿 郭欣漪 楊*瑜 謝佳芬

何欣容 邱上珍 郭玫吟 楊*萱 謝佳紋

何玟汶 邱上倫 郭芸庭 楊*綺 謝佳雯

何俊昌 邱小姐 郭雨萱 楊*綾 謝依婷

何俊達 邱中彥 郭俊麟 楊*蒼 謝依蓉

何俊輝 邱月琴 郭品賢 楊*蓉 謝孟亨

何冠人 邱世豐 郭姿嫻 楊*豪 謝孟君

何冠誼 邱宇睿 郭彥杰 楊*閣 謝季儒

何勁旻 邱百徽 郭恬瑜 楊*嫺 謝宗岳

何宣瑩 邱志祥 郭秋雯 楊*慧 謝宗玹

何思漪 邱沛瑀 郭美惠 楊*勳 謝宗翰

何柱約 邱依純 郭胤顯 楊*翰 謝宗顯

何玲慧 邱宗賢 郭修齊 楊*蕙 謝宜君

何郁菲 邱泓汯 郭倫寧 楊*諭 謝幸妃

何國綾 邱金姝 郭家豪 楊*薇 謝怡文

何梵瑄 邱俊廸 郭展廷 楊*蘋 謝怡安

何舒晴 邱俊淯 郭峻易 楊乃璇 謝承佑

何黃太太 邱俊傑 郭振民 楊上禾 謝承翰

何權宸 邱俐婷 郭振偉 楊子芸 謝欣吟

余*芬 邱俐嘉 郭珮姍 楊小姐 謝欣庭

余*柔 邱建智 郭珮琪 楊小明 謝玟玉

余*盈 邱建銘 郭純汝 楊小茹 謝秉原

余*娟 邱思穎 郭純志 楊文明 謝芸臻

余*茹 邱昱凱 郭啟倫 楊文嘉 謝采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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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翎 邱柏翰 郭婉容 楊以馨 謝俊宇

余*琦 邱美鈴 郭敏凰 楊巧鈺 謝建宗

余*琪 邱英峰 郭淑玲 楊甘旭 謝柔萍

余*雯 邱郁棋 郭淑琴 楊伊媫 謝美娟

余*維 邱厝庄 福德正神 郭毓婷 楊宇晴 謝家

余*請 邱栗子 郭嫚茹 楊宇霏 謝家睿

余*曇 邱珮瑜 郭睿紘 楊彣華 謝珮琪

余*穎 邱婉甄 郭碧紅 楊志仁 謝祥文

余*霞 邱康彥 郭維杰 楊秀萍 謝凱勛

余正惠 邱曼婷 郭語婕 楊佩津 謝婷宣

余佳玲 邱淑婷 郭銘琪 楊佩珊 謝詠捷

余佳諭 邱紹晟 郭豬姨 楊佩綺 謝雅如

余孟芳 邱荷閔 郭韓靜 楊佩蒨 謝慈汶

余宗鳴 邱琬純 郭鎮瑋 楊佳穎 謝筱芃

余尚儒 邱琬婷 郭馨雅 楊妹妹 謝嘉芮

余芷吟 邱琬媜 郭懿瑱 楊季容 謝維倫

余品嫺 邱皓智 都威任 楊宗育 謝曉悅

余姿葶 邱紫瑄 陳 婷玉 楊宗翰 謝燕慧

余美蘭 邱雅珮 陳** 楊宗諺 謝蕙如

余家豪 邱雯華 陳**羚 楊昇旻 謝璧卉

余珮綺 邱敬涵 陳**雅 楊東諺 謝瓊瑩

余崇華 邱源坤 陳*人 楊芝庭 鍾*旺

余紫婷 邱滄永 陳*女 楊雨勳 鍾*倫

余雅晴 邱瑋珺 陳*予 楊為智 鍾*庭

余暐倢 邱筱婷 陳*元 楊秋蘭 鍾*雀

兵*珊 邱鈺涵 陳*夫 楊美娜 鍾*婷
利佳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
邱鈺婷 陳*心 楊郁茹 鍾*棻

君厚 邱鼎為 陳*文 楊哲弦 鍾*暉

吳* 邱嘉琪 陳*月 楊家宇 鍾*榆

吳** 邱歐歐 陳*丘 楊家齊 鍾*瑜

吳*平 邱靜香 陳*代 楊容慈 鍾*鈴

吳*如 邱瓊慧 陳*卉 楊振民 鍾*儀

吳*希 邱韻綾 陳*平 楊書瑜 鍾*潔

吳*志 邱麗文 陳*弘 楊書寧 鍾*樺

吳*育 邵*禎 陳*亘 楊祐瑄 鍾*穎

吳*宜 邵*豪 陳*仲 楊茜如 鍾*諾

吳*怡 金*妤 陳*任 楊豈禎 鍾alice

吳*昇 金*茹 陳*伃 楊啟富 鍾小姐

吳*芬 金*惠 陳*如 楊婧葶 鍾升ㄧㄢˋ

吳*芳 金怡岑 陳*宇 楊敏惠 鍾余子昀

吳*芹 金晉德 陳*安 楊曼青 鍾孟芳

吳*青 金淑惠 陳*帆 楊淑卉 鍾宛芸

吳*柔 金鼻 陳*成 楊淑媚 鍾宜芳

吳*洲
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陳*汝 楊淑惠 鍾怡惠

吳*玲 阿朱朱 陳*竹 楊淨淳 鍾旻成

吳*玹 阿垮 陳*羽 楊烱弘 鍾姸

吳*珊 阿高高 陳*聿 楊凱程 鍾偉真

吳*珍 阿國 陳*伶 楊勝智 鍾皓翔

吳*貞 阿策 陳*伸 楊喬筠 鍾瑀宸

吳*倢 阿楷 陳*佐 楊壹婷 鍾維真

吳*倩 阿萬 陳*佑 楊媗羽 鍾韻如

吳*倫 阿樂阿序 陳*利 楊媞晴 鍾靈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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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凌 阿寶 陳*君 楊惠文 韓*宇

吳*哲 青玹阿嬤 陳*吟 楊惠如 韓*茹

吳*庭 侯** 陳*含 楊智婷 韓京倫

吳*恩 侯*安 陳*均 楊智翔 韓宛妡

吳*書 侯*志 陳*妍 楊智閔 韓宜娣

吳*桁 侯*芳 陳*妤 楊湘 韓勝竹

吳*殷 侯*宸 陳*宏 楊琳凱 韓舒凱

吳*祐 侯*峯 陳*岑 楊皓崴 韓舒雅

吳*紋 侯*偉 陳*彣 楊筑涵 鴻川國際有限公司

吳*純 侯*婷 陳*彤 楊筑嵐 曜宇亭萱

吳*梅 侯*誼 陳*忻 楊舒婷 檸檬樂

吳*涵 侯小姐 陳*甫 楊証允 簡*玉

吳*翎 侯沛玲 陳*秀 楊証傑 簡*如

吳*傑 侯佳弦 陳*育 楊詠程 簡*羽

吳*勝 侯孟利 陳*良 楊超智 簡*芬

吳*婷 俞明玉 陳*芃 楊雅君 簡*芳

吳*揚 信義房屋林珊渝 陳*宜 楊雅妮 簡*庭

吳*琪 信義房屋謝凱勛 陳*怡 楊雅淳 簡*茹

吳*琳 信義湖濱謝凱勛 陳*旻 楊雅婷 簡*莉

吳*華 凃*吟 陳*易 楊雅棻 簡*棻

吳*菱 凃*志 陳*昕 楊雅雯 簡*萍

吳*菲 凃又嘉 陳*杰 楊雅雲 簡*儀

吳*鈞 凃孟吟 陳*欣 楊瑛瑛 簡*樺

吳*填 凃鄭秀春 陳*泓 楊筱涵 簡巧粧

吳*慎 南投小王 陳*玫 楊鈺歆 簡由華

吳*瑀 咬我啊 陳*芝 楊碧華 簡伯丞

吳*瑄 哈*怡 陳*芬 楊遠清 簡伶伊

吳*萱 姚*文 陳*芸 楊德三 簡妙如

吳*甄 姚*涵 陳*俐 楊潔如 簡岑純

吳*禎 姚*萍 陳*品 楊蕙菁 簡秀婷

吳*綺 姚宇鴻 陳*宣 楊靜惠 簡辰光

吳*蓉 姚惠茹 陳*律 楊靜華 簡亞芳

吳*儀 姚智凱 陳*柔 楊曜羽 簡怡真

吳*增 姚渼岑 陳*洋 楊璧綺 簡承旭

吳*嫺 姚馨婷 陳*津 楊謹榕 簡欣怡

吳*慧 姜*怡 陳*玲 楊馥萁 簡玟靖

吳*槿 姜*栭 陳*玹 楊麗芬 簡俊瑩

吳*潔 姜*茹 陳*珊 楊麗玲 簡春輪

吳*瑩 姜*嫻 陳*珍 溫*玉 簡郁芸

吳*璇 姜俊嘉 陳*美 溫*全 簡珮苓

吳*誼 姜韻梅 陳*苓 溫*妹 簡淑庭

吳*儒 威力財 陳*音 溫*焜 簡智宏

吳*勳 宥 陳*倫 溫*蓁 簡雅如

吳*穎 宥宥 陳*哲 溫子豪 簡雅如許栢綸

吳*縈 帝一薑母鴨 大甲店 陳*宸 溫永全 簡靖

吳*翰 後埔國小二年15班 陳*展 溫京佩 簡嘉佑

吳*諺 思 陳*峻 溫苡廷 簡嘉誼

吳*霖 施*凡 陳*庭 獅 簡靜瑜

吳*霞 施*云 陳*恩 瑋小寶 簡韻倢

吳*瀞 施*光 陳*旂 瑞** 簡麟懿

吳*麒 施*君 陳*珣 筱晴 聶溫蒂

吳小姐 施*吟 陳*真 義竹鄉農會 藍*成

吳月華 施*均 陳*紋 萬*華 藍*綾

吳世媛 施*廷 陳*純 萬*瑄 藍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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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令如 施*函 陳*茹 萬*樺 藍孟芳

吳巧妮 施*妮 陳*軒 萬玟伶 藍俊錡

吳巧婷 施*怡 陳*陞 萬玟妤 藍瑀檬

吳巧琪 施*芳 陳*偉 葉* 藍瑋珊

吳巧菲 施*貞 陳*婕 葉** 豐陽食品有限公司

吳正中 施*純 陳*晞 葉*君 闕*如

吳玉惠 施*淑 陳*梅 葉*妘 闕君玲

吳仲威 施*羚 陳*涵 葉*宏 雙中鐵店

吳兆雅 施*舷 陳*淳 葉*秀 顏*

吳妍庭 施*婷 陳*珺 葉*辰 顏*力

吳廷軒 施*琦 陳*絃 葉*宜 顏*卉

吳沄榛 施*萱 陳*翎 葉*怡 顏*怡

吳沛恩 施*璇 陳*荷 葉*欣 顏*玲

吳芃萱 施*靜 陳*莉 葉*炘 顏*珊

吳佩芳 施小姐 陳*傑 葉*芳 顏*秋

吳佩蓉 施玉雲 陳*凱 葉*娟 顏*香

吳佩儒 施仲瑜 陳*婷 葉*珠 顏*珠

吳佳君 施如君 陳*媛 葉*惠 顏*涵

吳佳芳 施如貞 陳*惠 葉*琳 顏*淇

吳佳紋 施沛妤 陳*晴 葉*雯 顏*瑄

吳佳陵 施佩妤 陳*棠 葉*慈 顏*鈴

吳佳蓉 施孟伶 陳*琳 葉*瑜 顏*德

吳佳儒 施欣妤 陳*琴 葉*嘉 顏*麗

吳佳勳 施映年 陳*甯 葉*嫣 顏于哲

吳佳霖 施雅玲 陳*筑 葉*彰 顏子傑

吳佳謙 施禕萱 陳*菁 葉*綺 顏立翔

吳侑庭 施維恆 陳*華 葉*慧 顏孝銘

吳依玲 施慧君 陳*萍 葉丫丫 顏廷耘

吳依凌 施曉雯 陳*貴 葉士瑋 顏彣卉

吳其宇 施靜倩 陳*軻 葉士鳴 顏秀玲

吳坤仁 施韻岑 陳*逸 葉大雙 顏品蓁

吳坤隆 查理布朗 陳*陽 葉子甄 顏苡安

吳孟純 查寧 陳*雯 葉卉 顏郁庭

吳宗奇 柯 陳*傳 葉巧惠 顏海雯

吳定陽 柯* 陳*意 葉妍苓 顏翊安

吳宜倫 柯*全 陳*愷 葉汶葶 顏雅婷

吳宜翎 柯*如 陳*楓 葉佳欣 顏暐峻

吳宜蓁 柯*伶 陳*歆 葉佳芳 顏鳳君

吳岱穎 柯*君 陳*毓 葉依珊 顏驪澄

吳念佳 柯*芝 陳*溱 葉怡寧 顔*博

吳怡君 柯*青 陳*煌 葉怡蕙 魏*聿

吳怡慧 柯*茹 陳*煒 葉旻宜 魏*原

吳承諺 柯*琳 陳*瑄 葉明慧 魏*峯

吳旻真 柯*華 陳*瑋 葉芯彤 魏*時

吳杰蔚 柯*寧 陳*瑜 葉金智 魏*瑜

吳欣宜 柯*儒 陳*瑞 葉青松 魏仕媛

吳欣芳 柯又菁 陳*筠 葉思妘 魏伯州

吳欣芸
柯文談跟柯陳線的孫

子唷
陳*群 葉恒志 魏孝瑜

吳欣蓉 柯巧恩 陳*萱 葉昱岑 魏宏時

吳欣儀 柯玉真 陳*葦 葉羿妤 魏彤卉

吳欣璇 柯宇綸 陳*葵 葉虹吟 魏秀婷

吳欣儒 柯沁言 陳*道 葉香吟 魏美玉

吳欣穎 柯沛潔 陳*達 葉倩吟 魏婉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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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秉杰 柯孟君 陳*鈺 葉家葳 魏琪芳

吳芳綺 柯怡君 陳*嘉 葉家榕 魏齊

吳芳儀 柯欣成 陳*夢 葉晏廷 魏魏世芬世芬

吳芸萱 柯柏任 陳*嫚 葉珮孜 魏蘭蘐

吳雨晴 柯畇安 陳*彰 葉紜秀 懶股頭

吳雨蔓 柯若瑀 陳*榤 葉茜文 瓊盛國際有限公司

吳亭禕 柯媛瑜 陳*榮 葉涵綾 羅

吳俐璇 柯富順 陳*甄 葉淑慧 羅*勻

吳俞萱 柯逸璇 陳*禔 葉惠玟 羅*玉

吳冠瑩 柯裕哲 陳*蒓 葉雅晴 羅*安

吳勁緯 柯靖彤 陳*蓁 葉雅慧 羅*芳

吳奕潔 柯銛穎 陳*蓉 葉雅藝 羅*珊

吳姿儀 柯震昂 陳*豪 葉瑋倫 羅*苹

吳姿瑩 柯靜華 陳*遠 葉雋愷 羅*容

吳宥葵 柯耀聰 陳*魁 葉嘉琳 羅*真

吳建輝 柳向芃 陳*鳳 葉德彤 羅*涵

吳思慧 柳映甄 陳*儀 葉瓊月 羅*凱

吳思靜 段*忻 陳*嫻 葉蘄 羅*喬

吳映誱 段*婷 陳*慧 葛*岑 羅*婷

吳春梅 洋芋片 陳*樂 葡萄紫 羅*菁

吳柏辰 洪 陳*毅 董*佑 羅*慎

吳玲玲 洪*月 陳*潔 董*均 羅*瑄

吳珈嫻 洪*民 陳*瑩 董*杉 羅*飴

吳禹臻 洪*君 陳*璇 董*倫 羅*儀

吳苡榛 洪*妘 陳*誼 董*欽 羅*鏠

吳若吏 洪*東 陳*賢 董*琳 羅于婷

吳若彤 洪*欣 陳*霈 董*慧 羅小櫻

吳香葵 洪*芝 陳*養 董又瑜 羅元妙

吳家人 洪*芬 陳*駖 董怡吟 羅正暘

吳家榆 洪*芳 陳*儒 董怡羚 羅侑呈

吳家瑋 洪*玲 陳*憲 董芝言 羅金裕全家

吳家榛 洪*珊 陳*樺 董軒綜 羅奕璠

吳宸郡 洪*倩 陳*燁 董裕真 羅宥軒

吳峰旭 洪*峰 陳*穎 董瑩鈴 羅思穎

吳庭誼 洪*國 陳*縈 裘*涵 羅映祖

吳恩實 洪*御 陳*羲 詹*凡 羅美君

吳書雅 洪*淳 陳*翰 詹*任 羅苡倫羅禹程

吳珮瑜 洪*清 陳*融 詹*安 羅家宏

吳祝樓 洪*勝 陳*螢 詹*羽 羅婉嘉

吳啓增 洪*婷 陳*諭 詹*威 羅捨

吳國書 洪*評 陳*錡 詹*晟 羅莉婷

吳培志 洪*鈞 陳*禧 詹*涵 羅琪萍

吳婉如 洪*雅 陳*謙 詹*盛 羅紫菱

吳婉華 洪*瑄 陳*鵬 詹*婷 羅筱萍

吳淑珍 洪*瑜 陳*鑫 詹*然 羅語心

吳淑娟 洪*萱 陳*鑾 詹*琪 羅鑫耀

吳渝樺 洪*榕 陳x婕 詹*翔 蟾蜍仙子

吳湘媛 洪*慧 陳又菁 詹*隆 譚*予

吳皓文 洪*璇 陳又新 詹*雯 譚瑞祺

吳紫彤 洪*賢 陳又榕 詹*雲 關倩婷

吳隆世 洪*鋒 陳子霓 詹*慈 關哲敏

吳雅婷 洪*燕 陳小V 詹*葉 關啊

吳雅靜 洪*耀 陳小均 詹*雍 關雅云

吳雲翔 洪*蘋 陳小姐 詹*嘉 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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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愛禎 洪*齡 陳小龍 詹*瑩 麗麗羊

吳毓玲 洪*驊 陳介珊 詹*樺 嚴*文

吳筱毓 洪小兔 陳允中 詹*燕 嚴*杏

吳詩琳＆詹鈞傑 洪介男 陳心怡 詹*諭 嚴*珊

吳靖婷 洪友婷 陳心純 詹*蘋 嚴玟杏

吳嘉琪 洪冬哲 陳文賢 詹又綝 嚴思佩

吳碧娥 洪巧齡 陳世文 詹子瑩 嚴婉月

吳語涵 洪如芬 陳世民 詹沐家 嚴傳樂

吳慕恆 洪宇樂 陳以臻 詹怡珊 寶鈴精品

吳曉菁 洪聿賢 陳巧恩 詹承諭 籃*佑

吳曉蘋 洪志豪 陳弘杰 詹唐威 蘇 文凰

吳燕芬 洪育君 陳玉珍 詹家豪 蘇*文

吳蕙名 洪佳欣 陳玉娗 詹書楷 蘇*如

吳蕙利 洪宜宜 陳玉樺 詹珮旻 蘇*君

吳錦芬 洪怡資 陳玉燕 詹婉君 蘇*芬

吳靜芳 洪昀莉 陳立欣 詹淑惠 蘇*芳

吳靜雨 洪郁棻 陳仲侑 詹鈞強 蘇*威

吳鎮宇 洪家偉 陳仲泓 詹雅婷 蘇*恂

吳馥安 洪珮榕 陳如君 詹雅雯 蘇*卿

吳瓊雯 洪純怡 陳如怡 詹雅馨 蘇*娜

吳麗專 洪素鈴 陳如瑩 詹慈敏 蘇*宸

吳寶蘭 洪崇家 陳宇琦 詹蕙安 蘇*秦

吳馨芮 洪敏維 陳宇萱 詹蕙菁 蘇*軒

呂* 洪梓宸 陳旭鈞 誠樂藝術傢飾 蘇*涵

呂*中 洪翊紋 陳竹安 賈*敏 蘇*傑

呂*云 洪雅琪 陳羽新 賈*德 蘇*婷

呂*文 洪雅豐 陳衣絃 賈文寧 蘇*媛

呂*玉 洪順盛 陳伯妃 賈長文 蘇*琦

呂*宜 洪慈含 陳均樺 賈淑敏 蘇*琳

呂*昇 洪慈駿 陳妍安 鄒*君 蘇*琴

呂*威 洪榆涵 陳妙綺 鄒*玹 蘇*萍

呂*盈 洪瑞敏 陳宏瑋 鄒*淑 蘇*雅

呂*郁 洪裕發 陳廷瑜 鄒沛勳 蘇*雯

呂*書 洪詩淳 陳志隆 鄒佳敏 蘇*奧

呂*純 洪資閔 陳忻依 鄒青玹 蘇*萱

呂*婷 洪嘉敏 陳沂華 鄒書玉 蘇*綸

呂*晴 洪嘉駿 陳沄蔚 鄔*娟 蘇*豪

呂*絜 洪睿檠 陳沛妤 鄔羽捷 蘇*齊

呂*菲 洪碧珍 陳沛暄 鉅盛運動有限公司 蘇*儀

呂*詠 洪維銘 陳秀春 隔壁老王 蘇*瑩

呂*雅 洪慧靈 陳秀斯 雷*瑜 蘇*禛

呂*絹 洪瓊玲 陳育宣 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蘇*儒

呂*萩 洪耀智 陳育涵
靖昌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蘇*臻

呂*綺 洪韡綺 陳育琛 靖賀果子園 蘇*霖

呂*毅 流蘇 陳芃聿黃允睿 飾石是隻石獅子 蘇*鎮

呂*璇 皆皆 陳芃攸 僑香咖啡 蘇于智

呂*樺 砂礫 陳芊彣
嘉義彭于晏aka梅山

金城武
蘇川源

呂*穎 紀*良 陳邑庭 嘟嘟 蘇世豪

呂*諾 紀*眞 陳亞甄 廖*民 蘇育正

呂*霖 紀*斌 陳佩君 廖*米 蘇念祈

呂*聰 紀*琪 陳佩琪 廖*彣 蘇怡華

呂一中 紀*萍 陳佩璟 廖*欣 蘇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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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子菲 紀士敏 陳佳君 廖*芳 蘇芳旻

呂尹君 紀宜昌 陳佳吟 廖*貞 蘇亭慈

呂立 紀冠名 陳佳偉 廖*迪 蘇品憓

呂先生 紀宥嫻 陳佳萱 廖*娟 蘇奕光

呂秀菁 紀家欣 陳佾德 廖*庭 蘇姵宇

呂佩瑾 紀笙儀 陳依婷 廖*恩 蘇建華

呂佳穎 紅鼻子雪花秀 吳*芬 陳依琳 廖*茹 蘇柏維

呂侑潔 紅鼻子麋鹿 陳依孺 廖*婕 蘇若瑜

呂孟純 紅鼻子醫生支持者 陳坤陽 廖*敏 蘇家瑩

呂孟寰 紅鼻子醫生加油 陳姁莕 廖*淳 蘇旆萱

呂怡潔 美** 陳委廷 廖*凱 蘇紓

呂昕諾 美好日嚐有限公司 陳孟妍 廖*婷 蘇航

呂亮萱
美科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陳孟琦 廖*絲 蘇偉哲

呂姿儀 胡*邑 陳宗穎 廖*華 蘇淑君

呂思穎 胡*芳 陳定嘉 廖*菱 蘇詩涵

呂美玲 胡*芸 陳宛沂 廖*萍 蘇鈺棋

呂家沁 胡*亭 陳宛瑜 廖*逸 蘇誌賢

呂家嘉 胡*宥 陳宜君 廖*雅 蘇錦明

呂珮羽＆余家豪 胡*英 陳宜婕 廖*榆 蘋

呂軒宇 胡*郁 陳宜惠 廖*瑋 鐘*禾

呂偉誠 胡*庭 陳宜新 廖*瑜 鐘*如

呂敏婷 胡*茹 陳宜徽 廖*萱 鐘*伶

呂梓璇 胡*捷 陳怡仲 廖*裕 鐘*詩

呂淑雲 胡*敏 陳怡伶 廖*裡 鐘文妤

呂婷卉 胡*淇 陳怡助 廖*禎 鐘婉綾

呂惠鈞 胡*欽 陳怡君 廖*綺 鐘崑竹

呂瑋庭 胡*筑 陳怡妏 廖*銘 鐘添樹

呂筱琳 胡*雯 陳怡孜 廖*德 鐘堯馨

呂鈺璇 胡*境、簡*伶 陳怡欣 廖*緹 饒*鈞

呂學琳 胡*甄 陳怡芬 廖*縈 饒秀英

呂蕙萍 胡又文 陳怡玲 廖YOKO 饒凱鈞

呂鴻成 胡小瑄 陳怡惠 廖心慈 蘭心巧
壯生醫療器材股份有

限公司
胡伶依 陳怡菁 廖心瑜 贔嘉張

孚巨 胡志緯 陳怡雯 廖文悅 顧*蘋

宋*助 胡育菘 陳怡瑄 廖文羚 顧Tina

宋*芝 胡佩琪 陳怡蓉 廖依鈴 龔*茹

宋*津 胡佳瑋 陳怡潔 廖怡雯 龔文筆、吳月娥

宋*珍 胡哲瑋 陳怡璇 廖芷琦 龔俊誠

龔郁茹 龔訢硯 Benevity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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