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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摘 要

會訊

台東聖母醫院榮獲全國唯一、也是醫界最高榮譽的

「團體醫療奉獻獎」。從拿到獎座的那天起，我們便

急著想和全院同仁和所有志工、好朋友們分享喜悅。

一定要好好謝謝大家，這是大家努力了五十年的豐碩

果實。慶功，要有感覺。但是醫院的工作接續不斷，

想找到全院齊聚的時間也真不容易，事情就這樣慢了

下來。

此時，來自台南市文化觀光處4 and1 (Four and One) 

爵士樂團的副團長王文隆老師來電，去年他們也來台

東為救星教養院及十字架療養院籌募善款，今年他們

正準備全省巡迴演出，願意到台東義演一場。

我們喜出望外，有音樂、有餐會，因緣成了。 

我們開始安排活動內容，以「愛的迴響、心的召喚」

感恩音樂會為主題，邀請幫助過醫院的台東好友一起

來欣賞音樂、吃吃飯。我們動機很單純，只是想請大

家吃個飯，畢竟這種獎一輩子只能拿一次。沒想到好

朋友們感動之餘，又自掏腰包出錢出力，反而讓我們

很不好意思。

當天，4 and1爵士樂團開了一早上的車子來台東，

其中曾任台視大樂團的鄭瑞賢老師更是清晨三點從南

投到台南與團員會合，盛情感人。我們特地在健康會

館替他們接風，準備了完全不用油的「健康餐」，雖

不是山珍海味，但美味可口，音樂家們說吃到我們的

用心，很感動，現場即興表演了一曲「聖母頌」。團

長黎瑞菊老師是台東人，她知道台東的困境，很謝謝

我們在台東所做的努力。

其實，天氣很不穩定，傍晚的大雨打亂了整個活動

流程，但天公作美，活動一開始，晚涼天清月華開。

還有最佳主持人：台東之聲的阿志和排灣公主月鳳，

讓全場驚喜連連毫無冷場。

原本打算音樂會完再用餐的，但王老師擔心大家餓

壞了，提議先用餐吧。於是，在浪漫的曼波樂曲中，

我們共聚一堂享受佳餚。同仁們一邊吃、一邊聽美妙

的音樂，雖說是一大享受，但卻一直告訴我真的不好

意思，對老師們太不敬了。

花蓮教區黃兆明主教特地趕來為大家祝福。他原以

為只是簡單的餐會，沒想到規模這麼大，載歌載舞、

而且十分專業，讓他大吃一驚。黃主教現在是健康會

館的最佳代言人，每當有教友來訪，他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到會館吃飯，然後當起解說員，細細地為人們講

解我們的理念。正如專程來為小朋友義務彩妝的LuLu

所言：「人說物以類聚，我們是屬於何種人就會有同

類型的朋友在我們身邊，修女們是純真口愛的一群，

當然有也就吸引了口愛的同仁們，也就又吸引了許多

這世上口愛純真的聖母的好朋友，這一切就像9/6晚

會主教的祈福一樣，天主的恩澤照顧了聖母醫院與同

仁以及幫助聖母醫願的朋友們與被聖母醫院服務的人

們，當天晚上覺得風好涼好甜，有許多的天使在聖母

醫院廣場上方開心的悠遊，而且有溫暖的光芒，好讚

ㄛ！」

感謝所有贊助單位：

台東市公所、台東縣議會、東鴻獅子會、鯉魚山獅子會、

台東之聲、今生相攜、力代音樂教室、台東縣醫師公會、

住商不動產、張崇晉醫師、楊性聰醫師、娜路彎大飯店、

朱建銘眼科、陳記麻糬、台東不動產公會

1.修女也瘋狂，奉獻一曲

2.黃兆明主教特地前來勉勵聖母醫院未來在健康促進的發展方向

3.主持人身上的彩妝與禮服全部由今生相攜婚紗禮服公司提供

4.聖母小天使正式表演前忙補妝、捕腸胃

5.王文隆老師帶來當晚最美的音樂饗宴

醫療奉獻獎感恩音樂會
來得　慢　了　點　的 文◎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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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健康醫院學會邱淑媞理事長受邀來台東，協助

健康城市的審查。她特地請衛生局安排要來看看我和

聖母醫院。

局裡的同仁都很好奇，我怎麼會認識邱理事長的？

其實，我是醫界小人物，而邱老師是公共衛生與流

行病學的專家，更是協助台灣地區的醫療院所，落實

健康促進的關鍵性人物。目前聖母醫院所作的規劃，

許多都獲自邱老師的啟迪。至於，我們的認識，正是

從學會所舉辦的「健康促進醫院」的會議開始的。我

大多是會議中第一個發問的，問題也多，老師總是不

厭其煩地回答，有時也請我分享一點台東經驗，比如

是否應該以強制要求醫院同仁戒煙、東部醫療困境、

小朋友學戒檳榔拳、每天喝水廣播、健康操、健康膳

食等。她似乎頗感興趣，說有機會，我一定要去你們

醫院看看。沒想到，她真的記得，真的來了，而她已

經五年沒有來過台東了。

記得有一次會議中午吃便當，我去向邱老師建議：

「我們在開健康促進的會議，都說要健康五蔬果、要

低油、低鹽。怎麼我們吃的便當蔬菜又少、又鹹、又

油膩，如此不健康？」所以，我便安排她到我們的「

健康會館」用餐。衛生局同仁原本還擔心沒有山珍海

病友交流站 李佩芬 護理師

文◎陳世賢（執行長）

味不夠澎湃豐盛，沒想到邱老師很喜歡，享受著我們

料理出來的完全無油、無奶、無人工添加品的新鮮美

食，這幾乎是健康飲食的最高標準了，絕對不亞於台

安醫院的水準。她驚喜於我們的實踐力，「大

吃」兩盤，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

而後，她為同仁們準備了一場健康促進醫

院的專題演講，特別提到明年在希臘舉行的

國際健康促進醫院年會，將以「沒有圍牆

的醫院」為主題，醫療不應只是看「病」

，醫院也不只是醫「病人」，應該要走

出醫院、進入社區，營造健康的環境，

幫助健康的人和不健康的人獲得健

康。

當天醫院另一組同仁正在建和部落

進行糖尿病衛教，正實踐著「沒有圍牆的醫院」。

邱老師和衛生局局長都鼓勵我們趕緊準備，當台東第

一家健康促進醫院，明年一起到希臘發表聖母醫院在

台東所作的成果。

是呀！這應該是我們的承諾：要讓每個進醫院的人

都能更健康。

沒有圍牆的醫院

神奇的棒棒糖健康操

去年經過所有的會員努力，我們榮獲台東縣健康操特優獎！為了要讓會

員體驗規律運動對血糖影響，在3月初，醫院特地提供場地，所以我們又重

新招生，歡迎舊雨新知一起來醫院參加運動。簡章一發出，馬上就有好幾

位參加，許多舊會員還告訴我，他們期待好久了！我們安排了健康操、有

氧舞蹈、氣功、土風舞等課程，每次運動前後都測血糖，並提醒

會員血糖監測的重要，這樣的課程從春寒料峭的初春一直持續到

酷熱的夏天…。

這期間我們還應邀到處去表演，大家彼此之間成為好朋友，約

定一起去運動、並分享控糖經驗，會員之間感情更緊密了！最重

的是大家體重平均降2公斤，體脂肪平均也降了3%，會員之間還

學會如何測量血壓、血糖，大家都希望這個課程能保持永續經

營，讓大家過的更健康、更快樂！

得到標竿團體後的代價

去年榮獲標竿團體獎後，今年開始有了連續性的效應，我們常常受邀至各單位演講，許多單位還紛

紛打電話來詢問是否可來觀摩，甚至要我們辦訓練課程…原本已經非常忙碌的我，似乎更加忙碌了！

而葉會長此時還當選全國糖尿病協會的理事，這時的我們體認到許多會務工作真的需要多點人力才

行。於是為了讓聯誼會能服務廣大會員的需求，也為了永續發展，我們再培訓更多的年輕會員擔任幹

部，會員再重新分組，也期待這些幹部能為聯誼會完成更多的使命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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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台東因為縣長主演的颱風夜失蹤記而曝光率

大增，其實她可以考慮來聖母醫院暫歇，我們家的神

父修女們應該能給她很好的建議。上一次看到她是在

「達魯瑪克」豐年祭，民代笑說我們跑選區跑得比他

們還勤快。

確實，這幾個月，聖母醫院幾乎參加了全台東各部

落的豐年祭。這活力要感謝醫院的支持與許多人的「

願意」︰那幾天醫院同仁不但要籌備「馬卡巴嗨」遊

行，還要參加自己部落的祭典，健康會館更是從早到

晚接連十幾個小時的活動，一天內有一場照護員訓

練、兩場米勒藝術講座、將近三百人進出用餐，廚房

的人忙到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肌肉僵硬得要擦酸痛

軟膏。

同時間，另一組人參與了各部落的豐年祭，包括「

卡地布」小米收穫祭、金鋒鄉青少年會社的成立、「

達魯瑪克」祭典，並三進三出「馬卡巴嗨」，隔天再

全程參加建和部落豐年祭。我們不是蜻蜓點水，而是

深度陪伴，將聖母醫院的關心送到各部落，那裡有同

仁們最掛念的至親好友，照顧他們的健康本應是我們

的責任。

此時，某愛心人士適時地提供我們六十部電子血壓

計，價值超過十幾萬元。我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將血壓

計送去部落，幫助他們更懂得關心自己的健康。我一

直記得長老們接到血壓計時的笑容，雖然他們還嚼著

檳榔、抽香煙、喝酒。但是我們了解彼此的善意。我

向他們建議，讓部落的年輕人利用這幾台血壓計，挨

家挨戶定期地去替長輩們量測血壓並作記錄，一則關

我們只是視病猶親

東鴻獅子會十幾位獅友來訪，並說要送來一筆捐款。

我們除了感謝，真希望能為這群有愛心的社會中堅做點什麼？便想安排簡單的老人照護技巧和安寧病

房介紹，畢竟每個人都會老也可能生病，他們多了解一些我們的服務，說不定需要的時候我們可以幫得

上忙。當然，這種「忙」最好不要來，大家最好都健健康康。

後來我才知道，有一位獅兄的媽媽前幾天住進我們的安寧病房。這位獅兄陪同會長去探望後，再從心

靈療癒花園走來健康會館，坐在我身邊。他說聖母醫院真的很不一樣，媽媽剛從某大醫院轉過來，很明

顯感受到我們醫院對病人的關心，差別真的好大呀，他希望我一定要特別表揚我們的護士小姐。

這樣的讚美是最大的鼓勵了。因為我們並沒有差別待遇，我們只是做到醫者應該作的「視病猶親」。

我再陪他去看她媽媽，伯母看來神清氣爽，只是食慾不振，說話有些虛弱。我說如果伯母需要喝精力

湯，只要說一聲。獅兄很感謝。我說這是我們作得到的。

文◎童明（編輯志工）

提供機會，等待願意---

送禮物到部落

心、二則增加互動。若有需要時，再由我們醫療團隊

介入提供協助。

當晚我作了一個夢：我去參加考試，監考官好像是

李遠哲，考題我並不陌生，但答案我卻沒有很把握，

而我知道我應該可以準備得更好的。醒來後，我清楚

了解這夢要傳達的意思：我們要更謙虛，多向部落學

習他們的文化，去當部落的好朋友，不要勉強朋友接

受我們的想法。多陪伴，把自己當成一份健康的禮

物。提供機會，等待願意。

▲美麗的排灣族小姑娘

1.	台東聖母醫院到金鋒參

加青少年會社成立

2.	「達魯瑪克」的服飾讓

人印象深刻

3.	卑南族青年傳承文化

1 2

3

文◎陳敘真（聖母醫院終身志工）

隔天早上，我去邀請檸檬阿姨來參加星期六的音樂餐會，她又拿了幾罐金桔和檸檬原汁要我拿去醫院分享。我逐層去分送阿姨的愛心，大家都好開心，笑說：「又是

檸檬阿姨送的？真不好意思。」竟還有人跟我討酸梅。嘿，太超過了吧。

「要賣獎牌給總統」的蕭修女坐在護理站，我請她喝，她搖頭說怕酸，然後低聲地在我耳邊講：「她也拿檸檬汁給修女，不拿錢，還跟我們說謝謝。呵，送我們東西

還跟我們謝謝。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嘻嘻，這群人真的有夠可愛。

我又送去獅友媽媽的病房，恰巧看到志工恭典正為獅友媽媽作腳底按摩。恭典有富貴手，前陣子很嚴重只好休息，沒想到這個月馬上又回來值班。一旁的另一位志工

彩雲，也熱心地要為獅友媽媽斟一杯。獅友媽媽說她只想喝金桔。我說沒問題，但這沒加糖，要喝小口一點。

獅友媽媽喝了一口，時間大概停了一秒鐘，她的臉上出現酸溜溜的萬千變化。呵！大家笑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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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聖母醫院  門診時間表

門診時間	 上午9:00-中午12:00	　下午2:00-5:30

		 本院每週六上午仍照常門診。	

電話預約時間	 上午8:00-11:00	 下午13:30-16:30

		 晚上19：00-20：50

本院內有：成人健檢、兒童預防注射、兒童健檢、

子宮頸抹片檢查、骨質密度檢查、勞工

健康檢查、監理站委託汽、機車駕駛人

體格檢查、體能測驗…等。

服務地址：台東杭州街2號	 服務專線：089-	322833	 http://www.st-mary.org.tw	 970929修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夜間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夜間	 上午	 下午	 上午	

		傅珊珊	 傅珊珊	 傅珊珊	 	 	 傅珊珊	 	 傅珊珊	 	 	 	 	

		施少偉	 	 施少偉	 	 	 	 施少偉	 施少偉

		 	 黃冠球	 	 黃冠球	 	 	 黃冠球	 	 	 	 黃冠球	 黃冠球

		 	 	 	 	 	 	 林瑜貞	 	 	 	 	 林瑜貞					 					

		 	 	 	 	 	 	 預防注射	 	 	 														 預防注射	 	 	

	 △	 △	 △	 △	 	 △	 △	 △	 △	 	 △	 △	 △

					時間

科別

復健科

張慧嫻
單週看診

張慧嫻 張慧嫻 林瑜貞 張慧嫻 林瑜貞

林瑜貞
雙週看診

腸胃科
內科

骨科
外科

一般科
及內科

家醫科
小兒科

夜

診

暫

停

夜

診

暫

停

預防注射14-16點	 　小兒預防注射時間為每週三、五下午2：00-4：00

宗旨：愛主愛人尊重生命，為窮人與病人服務

願景：建構醫療福傳網路，落實四全醫療照護

目標：成為東部安寧療護及健康促進中心

心靈療癒花園參訪心得　東大附小二年三班	陳柏翰

台東天主教聖母ㄧ	ㄩㄢˋ，心	ㄌㄧㄥˊ	ㄌㄧㄠˊ	ㄩˋ	花園。來吧！讓ㄆㄧˊㄅㄟˋ的心ㄌㄧㄥˊ	ㄒㄧㄝ	

息，花園裡在愛的關ㄏㄨㄞˊ	及大自然的ㄌㄧㄠˊㄩˋ力量，我們相信人ㄩˇ大自然的互動，可ㄊㄧˇ會生命

ㄒㄩㄣˊㄏㄨㄢˊ	之ㄠˋㄧˋ，ㄉㄚˊ心靈ㄌㄧㄠˊ	ㄩˋ之效。

8月14日星期四，是晴ㄌㄤˇ的天氣，外ㄆㄨㄛˊ和我還有妹妹來到了心靈ㄌㄧㄠˊㄩˋ花園的ㄊㄧㄥˊㄩㄢˋ

ㄧㄡˊ玩。

門口有兩大顆的毛毛的ㄐㄩˊ紅色的柿子的果樹。

園子裡的右	ㄘㄜˋ有一座「靜心ㄊㄧㄥˊ」，ㄍㄨㄟˋ花樹、芒果樹、ㄌㄨㄛˋㄌㄧˊ樹、園裡的右ㄘㄜˋ、左ㄘㄜˋ各有一個水

池，水池裡有荷花、蓮花、水池裡的自然生ㄊㄞˋ很豐富，有魚、水ㄓ	ㄓㄨ、ㄌㄞˋㄏㄚˊㄇㄚˇ、ㄎㄜㄉㄡˇ、小青蛙。還有大石

頭，可以讓魚ㄉㄨㄛˇ在下面很安全。ㄑㄧㄥㄊㄧㄥˊ、ㄇㄧˋㄈㄥ、蝴蝶、還有能ㄌㄧㄤˋ	ㄧㄣˇ	水	ㄐㄧ，還有一

道	ㄑㄧㄤˊ，是小ㄆㄨˋㄅㄨˋ散發出負ㄅㄨˋㄌㄧˊ子ㄑㄧㄤˊ，很漂亮又很ㄕㄨ	ㄈㄨˊ。

園ㄋㄟˋ的左ㄘㄜˋ有一個ㄔˊ	ㄊㄤˊ，ㄔˊ	ㄊㄤˊ外有一個ㄐㄧㄢˋㄓ

ㄨˊ	，是安ㄌㄧㄥˊㄅㄧㄥˋ房，ㄇㄟˇ	ㄉㄤ被照ㄅㄟˋ的ㄅㄧㄥˋ人和照

ㄍㄨˋㄅㄧㄥˋ人的家ㄕㄨˇ，心ㄌㄧㄥˊ會很ㄕㄤ心，他(她)們會走出ㄅㄧ

ㄥˋ房，來到心	ㄌㄧㄥˊ	ㄌㄧㄠˊ	ㄩˋ癒花園有土ㄖㄤˇ、大石頭、大樹、

花、草、園地，心ㄌㄧㄥˊㄇㄣ	ㄇㄣ可以放聲哭。

				這一個花園可以讓生命ㄍㄥˋㄈㄥ	ㄈㄨˋ，心ㄌㄧㄥˊ

的ㄊㄨㄥˋ苦可以ㄐㄧㄝˇㄔㄨˊ，讓生命ㄍㄥˋ美好。

心靈小捕手
阿娟到台東參加糖尿病專家會議，會議結束後，她到心靈花園走走。回想一年前這裡原本是一片荒蕪，

如今繁花盛開欣欣向榮，讓人莫大歡喜。眼見水池邊坐著一位阿嬤帶著小孫子，小孩在一旁寫作業。阿嬤告

訴阿娟說，這裡好好，所以她經常帶孫子來。

阿娟好感動，便自告奮勇說要導覽花園，她帶著小朋友又走了一圈，並告訴他圍繞著花園和這家醫院點

點滴滴的故事。她看到小朋友的眼睛閃耀著燦爛的亮光。

我記得，曾經有一位老師說：這花園這麼小，有什麼特別、不一樣？

我回答她：「因為人，而不一樣。」所以耶穌存在的地方會是聖地，佛陀常住的世界會是淨土。人們的

努力，讓這地方發生不同的感情。

這是秘密，也是禮物。

兩天後，小朋友送來他寫的暑假作業，他還特地去將圖畫彩色影印。這次換成我們受到感動。

呵！這是愛的花園呀！失明的少傑、唇額裂的詩勤，他們是心靈小捕手，用生命在教導忘了純

真的大人們：「這一個花園可以讓生命ㄍㄥˋㄈㄥ	ㄈㄨˋ，心ㄌㄧㄥˊ的ㄊㄨㄥˋ

苦可以ㄐㄧㄝˇㄔㄨˊ，讓生命ㄍㄥˋ美好。」

文◎阿娟（聖母醫院永遠的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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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

在

他的床

邊。

「改天我約

院長一起來看你，

好不好？」我問，擔心

他心裡有失落感。

「不用了，你們都很忙，現

在我只想清清靜靜的過日子，也不

要告訴別人我是誰。」我點了點頭。

他問我院長的名字，我寫了給他。

「她是修女，你是神職人員嗎？」我搖頭，

寫說我也是佛教徒。他有些訝異。

離開前，我握著他的手，心中默默為他祝福，其實

心裡很想抱抱他，但我沒有做，我告訴自己以後一定

要經常來看他。

大概兩個鐘頭以後，我辦完了既定的工作，又專程

開車去看他，送給他我寫的書《你的耶穌我的佛陀》

。心想，他少了珍藏多年的郵票欣賞，或許還可以看

看書做消遣。這是我能做的，況且我們之間有著一段

深刻的交談。

毛伯伯看到我回來得這麼快，很驚訝，馬上從床上

站了起來。我說我只是送書來，馬上要走了。

我打開書的蝴蝶頁給他看，我在上面寫了幾個字：

「祝毛伯伯平安，父親節快樂！」再過兩天就是八月

八日父親節了。

毛伯伯的眼眶一下子全溼了，他看著我，點了點

頭。他收到了。

我抱了抱他，說我走了，改天再來看他。

後來，我和修女又多次去看毛伯伯，台東郵局局長

也數度前來關切，他幫我們鑑價。目前已有人表達收

購的意願，且讓我們靜待美好的緣分的美麗結果。

第 5  版︱傳愛天使︱

養護之家打電話來說有人想捐郵票給聖母醫院，問

我們要不要？面額據說至少有三十萬元，不過他們都

沒有看過，要我們親自來看看。隔天，我便和美珠開

車過去，找到了這位要送郵票的毛伯伯。

毛伯伯穿著白色汗衫、圍著紙尿布，頭髮疏落，年

紀看起來不小了。他看到我們來好高興，嗓門很大

聲，說：「你們來了！對不起，我沒辦法去到你們醫

院，只好請你們來一趟。」他拿了紙筆，便要我坐

下。一旁的看護阿姨告訴我，毛伯伯聽不見，要和他

用筆談。我便坐在毛伯伯的對面，在桌上一筆一畫從

自我介紹開始聊起，感覺很像電影「悲情城市」裡的

梁朝偉。

毛伯伯生於民國十四年，今年已經八

十三歲了，據說大陸仍有妻小，不

過開放探親後只回去過一次，

顯然關係不深，台灣則沒有

任何親友。毛伯伯每個

星期都會走到街上

買郵票，應該

收 集 了 不

少，不

過

沒

有 人

看過他的

收藏。

「你懂不懂郵

票？」毛伯伯問我。

「我在國中的時候收集

過幾年，」我寫道。我試著把

字寫得端正，但字寫得快就顯得

潦草，毛伯伯倒著看我的字，卻看得

很快。

「很好，你懂郵票，我才放心交給你們。我

是快死的人了，這些郵票跟了我快五十幾年，要

送給懂得的人我才放心。你們可以上網去拍賣，比較

能賣到好價錢。不要賣給集郵社，沒什麼錢的。」顯

然他有試過。

「我看你的精神還很好呀！」我不是安慰他，毛伯

伯確實中氣十足。

毛伯伯翻開汗衫，露出胸口一道傷疤，說：「我的

心臟裝了支架，還有心律調節器，日子不多了，我自

己很清楚。」

「願天主祝你平安，」我

寫道。

「謝謝你，」毛伯

伯指著桌上供奉

的那尊陶土

佛 像 ，

說 ： 「

我當軍人

在大陸打仗時

都靠佛祖保佑。雖

然我不是天主教徒，

但是我很佩服神父和修女

犧牲奉獻的精神。」

我問他怎麼會想到要捐給聖母

醫院？

原來，去年他的健康還不錯，還能外出

走動，他在報紙上看到聖母醫院正在募集X光

機，當時還缺個幾萬元，他便想捐了。他開始去

找郵票的買家，但問到的價格都很差，事情就這麼耽

擱了下來，直到他病倒了，他發現不能再拖了。

我們筆談了好一會兒，一旁的看護阿姨擔心毛伯伯

一聊就沒完沒了，便搶先在紙上寫說我們很忙，要毛

伯伯趕快把郵票交給我們。還低聲告訴我們老人家看

到人，話就特別多。

「你們很忙吧，要不要現在就把郵票帶回

去？」毛伯伯問，但對於我們不能久留似

乎有些許失望。我也覺得有些不好意

思，但是接下來確實還有行程，便點

頭。

我寫說：「有空我們再來看你。」

毛伯伯懂了，隨即起身，打開內務櫃，取出一

個個牛皮紙袋，紙袋是手工製成的，每個紙袋上都

寫著端端正正的毛筆字分門別類，有台灣鳥類、傳統

服飾、故宮典藏等等。毛伯伯仔細地抽出紙袋內一冊

又一冊的小冊子，每一冊封面再以包裝紙細心封存，

打開後才發現原來都是珍貴的「首日封」，郵票的內

容忽地躍然紙上、千變萬化、精彩絕艷，讓在場的人

驚呼連連。

「原來他收藏了這麼多郵票，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他從來都不讓我們碰。」看護阿姨好像有點吃味。

只見毛伯伯不斷地從櫃子內搬出集郵冊，我幫忙接

手，每一冊都從他手中接到我的手中，美珠再幫忙搬

上車。不一會兒毛伯伯便氣喘吁吁，我要他休息一

下，他卻毫不停歇，彷彿擔心時間不夠。他拖來小椅

子坐下，又繼續搬，喘氣聲愈來愈大，偶而他喘不過

氣來，只得停下，手扶著櫃子吃力地呼吸，不一會兒

又繼續工作。櫃子一個接著一個被清空，地上則堆滿

集郵冊，首日封的數量高達數千冊，這是毛伯伯長達

半世紀的收藏與記憶呀。

「他要不要再留一些做紀念？這麼珍貴呢。」美珠

要我問他。

「全部都送給你們。」他回答得很堅決。

清空了所有收藏，毛伯伯吃力地躺在床上休息，我

郵票伯伯的故事 文◎陳世賢（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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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803 善心人士 1000000 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毅嘉科技社會 600000 

陳天貴 六度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汪淑卿 200000 張曾麗慧 150000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132000 台灣東方養生協會 116000 黃灑嵐 100000 羅

昌明 聶繼 陳淑玉 張峰銘 黃郁善夫婦 林敬服 李松茂 何永欽 91500 

誼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995 馬麗德修女 70000 周師毅 60000 劉陳瓊

惠 60000 善心人士 曾玉珍 侯財源 58000 陸醒華 55258 馬麗德修女 

50000 羅昌明 聶繼 蕭玉慧 楊慶鈴 黃祖培 吳梅莉 42500 啟勝不鏽鋼加

工廠 40000 林鳳珠 35000 張寶方 31300 謝麗珠 30500 陳建光 30000 鄧俊

毅 詹惠真 善心人士 陸意青 陳添丁 姚德安 林麗華 周師毅 周師毅 

李慧蓉 李啟芬 李晏潔 25000 黃國榮全家福 20020 楊蕙瑜 20000 豐航

海 謝麗娟 謝英成 謝東華 溫彩隆 黃俊憲 陳素惠 張桂珠 張宜甯 姜

禮安 姜義正 姜惠萍 劉素珠 林明村 何英超 石豐雄 石青玉 石青玉 

石青玉 丁婉玉 丁婉平 丁國基 18600 許月琴等60多名 18000 劉藝 張

麗筠 張庭禎 16050 謝麗珠 15000 視覺糖果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邱茂山 

邱侯烏絨 13392 馬麗德修女 12200 董杰穎 詹雲翔 陳徐慧敏 許國亮 張

明女 林軫甫 林軫甫 台南市藝術推廣協進會 11420 楊祝華 10490 陳良

娟 10000 顧鴻洲 魏式瑜 魏式瑜 鍾慧玲 鍾明道 謝雲木 聯祥鞋材有限

公司 聯祥鞋材有限公司 聯祥鞋材有限公司 賴秋菊 鄭月足 蔡桂華 

蔡利全 葉雲龍 楊辜素蘭 楊炳連 黃麗蓉 黃淑德 黃文美 黃大慶 善心

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曾智信 陳麗華 陳葉秋月 陳葉秋

月 陳葉秋月 陳敬綸 陳祥麟 陳淑美 陳秀葉 郭朝景 郭朝景 張燕晁 

張淑玲 張崇晉 張益富 張哲彰 張智雯 李佳芳 張庭禎 張宜甯 張宜甯 

高金子 翁崇銘 翁崇銘 孫瑞昌 孫秀綢 美娥小吃部 洪瑜貞 柯媛媛 柯

素卿 施德佑 金弘偉 邱峰榮 邱永祥 林憶雯 林秋遠 阮詠媛 李啟芬 

李盈慧 李庚恩 李永清 吳鎮吉 吳鎮吉 吳美慧 吳美慧 吳美慧 吳旻真 

江雍正 永安消防全體員工 金典休閒館 台北市群英獅子會 司經誠 

王麗香 王欽逸 王美惠 王宏智 王均成 王均成 王正旭 大鈁電機 上輔

實業有限公司 上輔實業有限公司 上輔實業有限公司 上輔實業有限

公司 9000 善心人士 8000 鍾彥緯 許藍綺 鍾晴宇 鍾華螢 郭夢貴 許國

亮 林陳玉如 十三行五金店 7500 蕭苣蘭 張益豪 鄭琦美 張茂盛 張益

順 蘇文英 張晴 7000 陳燕慧 夏慶甡 朱劍云 6806 簡妙玲 6500 林玉弘 

黃文鑒 6000 蘇育代 蘇志鵬 鄭廖平 劉嚴凌月 楊雅涵 黃麗芳 黃衡山 

陳萬明 陳惠娥 徐雅雯 茂裕食品 茂裕食品 柯政宏 柯政吉 林恬多 李

毅郎 李珮娟 宋倬仁 呂阿蜜 M&D 5800 百花愛心人 5500 林榮錦 林士

傑 5000 蘇景星 羅晰 羅晰 羅晰 羅晰 簡清麗 謝麗姿 謝麗姿 謝麗姿 

謝國雄 錢順智 錢順智 錢順智 賴麗君 賴淦城 賴高寶 賴高寶 賴重睿 

曹連芳 鄭凱方 蔡蕙如 蔡碧好 蔡慈萱 蔡政翰 蔡孟羚 蔡水成 劉靜淳 

劉靜淳 劉朝鑫 劉啟文 銢鑫閥業有限公司 廖松欽 鄒慧華 鄒慧華 董

錦豐 葉耿郁 葉慶怡 聖天寶殿了願禪寺 東眼山道場 楊淑貞 楊財寶 

楊性聰 黃淑貞 黃淑貞 黃淑貞 黃純純 黃李麗昭 黃文雷 順億行 游慧

如 游志成 游志成 游志成 陶勇志 陳惠娥 陳媚鈴 陳桂美 陳桂美 陳

桂美 陳宗銘 陳秀珍 郭翠紅 郭翠紅 郭翠紅 連曼君 許欣琳 莊意芳 

莊意芳 莊意芳 張耀文 張耀文 張耀文 張麗卿 張毓紅 張英杰 張英杰 

高雄捐血中心志工團 殷陳春子 孫淑幸 紀泓輝 邱蕭秀清 林憶雯 林

昌貴 林昌貴 林昌貴 林先生 林立泰 林立三 林氏 林太太(廣東教友) 

周麗慧 周淑蘭 何華鈴 江邱圓 朱華萍 朱華萍 朱華萍 宇祥不動產仲

介經紀有限公司 光之子 石濟民 巴哈食品專坊 4900 陳建銓 4607 台北

66聯誼會 4540 呂素貞 4500 朱朝麟 4400 蕭秉昌 4200 陳郁儒 陳秋娟 

4000 薛宇盛 劉碩杰 劉春景 葉政侃 葉政侃 葉政侃 陳惠娟 高銀塗.黃

麗穎 高銀塗.黃麗穎 高銀塗 黃麗穎 吳建成 江念綺 王玟琄 3600 傳毓

華 許杏如 許杏如 許杏如 張紘慈 3200 邱淑媞 3000 鐘豐祥 闕朝安 闕

朝安 闕朝安 簡誌呈 謝瓊雲 謝進賢 謝紅田 薛宇盛 薛宇盛 賴麗莉 

蕭光玲 鄭雅禎 蔡蕙如 蔡牧村 蔡玉晶 陳金杏 蔡宇睿 潤寅實業有限

公司 劉漢 劉韋德 劉韋德 劉韋德 劉育坤 劉育伸 劉宏章全家 劉宏章

全家 劉玉章 趙立珍 趙立珍 趙立珍 廖貞蕙 葉春杏 葉芳吟 楊于潔 

慈安慈善會 黃懷玉 黃崇信 黃崇信 黃崇信 黃美蓉 黃邱蓮 順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順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順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善心

人士 游祥裕 游月春 游賴茸 曾燕文 曾燕文 曾桂甚 曾國程 陳合 曾

桂甚 曾國程 陳合 曾桂甚 陳合 曾桂程 陳寬宏 陳曼美 陳曼美 陳素

蓮 陳素連 陳美齡 陳甘杞 陳王箱 郭潘葉 許清源 許清源 許清源 許

清源 許天榮 張簡秀鑾 張蔡錦繡 張德君 張念萍 張念萍 張念萍 張念

萍 翁美玲 徐尚文 峻武金屬實業有限公司 胡苑茹 胡苑茹 胡苑茹 胡

松林 邱文卿 邵玉妹 林燕君 林雲鶴 林雲鶴 林雅惠 林泰州 林旦如 

林旦如 林旦如 林承潁 林承潁 林李美津 林玉珠 沈鴻揚 李孟潔 李玉

秀 嘉文 嘉斌 李世文 吳采芳 何黃勤妹 何少燈 何少燈 何少燈 王海

銀 2500 羅芝妤 羅心妤 黃賢松 黃賢松 黃朝彬 游人瑾 陳育炫 陳育炫 

陳育炫 陳育平 陳育平 陳育平 莊惠玲 張瑋倢 張瑋凌 張耿豪 周正彬 

周烔嘉 郭金貝 周小虎 莊惠玲 沈美愛 2400 許欣琳 晉鑫企業社 2200 

鄭玉桃 2000 酈欽菁 權淑芯 蘇林亂 寶莎珠寶有限公司 寶莎珠寶有限

公司 寶莎珠寶有限公司 羅宗男 羅宗男 羅宗男 顏如雪 簡鈺芬 簡長

安 簡長安 簡鈺芬 簡長安 簡鈺芬 叢慧滋 謝慶明 謝慶明 謝慶成 謝

聖一 謝溫寶蓮 謝修善 謝溫寶蓮 謝修善 謝溫寶蓮 謝修善 謝琬婷 謝

君敏 聯福噴射器行 聯福噴射器行 聯福噴射器行 賴宜洵 蕭麗茁 蕭

慧妙 翰鼎會計記帳士事務所 盧姿有 盧姿有 盧明存 鄭聰明 鄭錦秀 

鄭錦秀 鄭錦秀 鄭博文 鄭博仁 鄭博文 鄭博仁 鄭博文 鄭博仁 鄭孝怡 

鄭何信禮 蔡道明 蔡道明 蔡瑞山 蔡美芳 蔡美芳 蔡秋明 蔡松洲 蔡松

年 蔡孟羚 蔡宇睿 蔣東堯 歐遠企業有限公司 歐遠企業有限公司 歐

遠企業有限公司 歐心瑜 劉順蘭 劉培育 劉素梅 劉素梅 劉素梅 劉祖

耀 劉祖耀 趙亮琳 廖明彬 廖月卿 鄔瑩 葉華珍 葉華珍 葉華珍 葉明

達 溫振有 溫振有 溫振有 楊錦洲 楊錦洲 楊貴惠 楊貴惠 楊貴惠 楊

健一 楊宗翰 慈安慈善會 慈安慈善會 黃淑泠 黃玉蘭 黃玉嬌 黃勻玲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程土圳 程土圳 程土圳 游重

銘 曾怡禎 彭瑞雲 傅冠文 陳麗芬 陳麗芬 陳麗芬 陳麗安 陳碧滿 陳

進坤 陳富傑 陳勝全 陳勝全 陳梅英 陳婉佳 陳國泰 陳曼美 陳美瑱 

陳美瑱 陳政忠 陳宥宇 陳宥宇 陳姿穎 陳奕鈞 陳金城 陳金城 陳金城 

陳明來 陳育榆 陳光雄 陳玉梅 陳文正 劉昱秀 郭嘉馨 郭嘉馨 郭嘉馨 

郭連惠蘭 郭連惠蘭 郭婉華 郭婉華 郭婉華 郭宜蓁 許朝茹 許雪枝 許

郭麗櫻 許郭麗櫻 許郭麗櫻 許淑靜 莊茗淳 莊智翔 莊阿好 張寶貝 張

麗君 張麗君 張麗君 張鈞婷 張鈞婷 張鈞婷 張淑如 張婉琪 張哲三 

張修綺 張金榮 張京玉 張文斌 張中元 高翔 高翔 高翔 高秋萍 秦蔚

任 徐聖瑋 容顯歧 孫範傑 孫範傑 孫範傑 孫可基 倍果食品行 胡碧民 

胡碧民 胡碧民 柳雄成 柯秀民 柯秀民 邱詠秋 邱詠秋 邱詠秋 邱春和 

邱秀玉 邵慧玲 林啟瑩 林瓊姿 林鎰楠 林燕春 林慧珠 林漢欽 林漢欽 

林漢欽 林啟瑩 林啟瑩 林素麗 林祝弘 林芝禾 林江女 林正恆 林小姐 

周莉莎 周畢思武 何淑觀 私立精睿文理短期補習班 李維中 李維中 

李維中 李寧琇 李陳阿素 李淑真 李淑真 李淑真 李益智 李益智 李俊

昇 李東白 李宗豪 李成金 李成金 李成金 李士嘉 呂學碩 呂素幸 呂

素幸 呂素幸 吳廣慧 吳美津 吳坤龍 吳坤龍 何立傑 何玉蘭 羊柚咖啡

坊 百合屋手藝材料行 江耀源 江耀源 江耀源 江博晏 江博晏 江育賢 

仲恩慧 石璋璞 田派霖 田南萍 台東縣海端儲蓄互助社 古靜茹 古靜

茹 古靜茹 古彌芳 古彌芳 古彌芳 王藍欽 王慶芷 王鳳仙 王鳳仙 王

傳鼎 王皓銳 王連嚴 王連嚴 王連嚴 王思云 王宇瑄 王巧珍 孔淑仁 

中市私立精睿文理短期補習班 1900 周文智 1800 陳文美 1700 陳世賢 

1600 陳昭儀 高春桃 全家福 呂長祿 1500 鍾文光 謝依耘 戴俊華 戴俊

華 戴俊華 劉珀祥 雷鋐亮 全家福 新化天主堂 黃惠雪 黃惠雪 黃惠雪 

陳燕蕙 陳玉秀 陳玉秀 陳玉秀 張耀娥 張耀娥 張耀娥 張珊珊 施碧珠 

施瑞虹 林麗嘉 林國輝 林純玉 李裕鵬 李沛涵 李沛涵 李玉秀 嘉文 

嘉斌 李玉秀 嘉文 嘉斌 李士嘉 江佳琳 江佳琳 江佳琳 王金星 王秀

菊 1400 簡禎瑩 田黎輝 1300 張巍瀚 1200 藍姿宜 藍姿宜 藍姿宜 藍仁

宏 藍仁宏 藍仁宏 盧彥龍 鄭聰明 鄭仁應 黃國棟 陳依苹 林碧紅 林

碧紅 林金得 林明輝 林文卿 周文智 吳琪 吳琪 吳琪 吳淑婉 1100 簡

微儒 榮益車業行 王乾任 1060 張巍瀚 1010 朱鄭素津 朱常君 1000 釋

會真 蘇怡如 蘇文霞 羅嘉蔚 羅嘉蔚 羅嘉蔚 曠怡芬 魏鴻 魏鴻 魏蔓 

魏蔓 魏宏凌 魏宏凌 魏宏凌 顏添富 施瑜琳 顏冠宇 顏宏宇 顏廷宇 

簡鈺桂 簡鈺桂 簡鈺桂 簡伯珊 韓吟佳 鍾桂枝 鍾桂枝 鍾若萱 鍾

若萱 謝曉香 謝曉香 謝惠嬌 謝惠嬌 謝惠嬌 謝淑媛 謝淑媛 謝淑

媛 謝秋琴 謝秋琴 謝秋琴 謝明璋 謝明璋 謝明璋 謝易叡 謝易錚 

謝協廷 蔣秀貞 謝宛吟 謝宛蓁 謝維宸 謝協廷 蔣秀貞 謝宛吟 謝

宛蓁 謝維宸 謝佩珊 謝佩珊 謝佩珊 謝弘康 謝文成 賴碧娥 賴碧

娥 賴碧娥 賴秀芬 賴秀芬 賴秀芬 賴秀芬 盧菊 盧博仁 盧京輝 

林靜典 盧廷益 盧文鴻 盧文鴻 盧文鴻 黎靜蓉 黎靜蓉 黎靜蓉 鄭

靜芳 鄭勳鴻 鄭蓓芳 郭銘怡 鄭琦 鄭玉蘭 鄭玉蘭 鄭玉蘭 鄭士俊 

鄭士俊 鄭士俊 誼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誼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麗澤 蔡麗澤 蔡麗澤 蔡鎮榕 蔡謓榕 蔡謓榕 蔡慧芳 蔡愷鴻 蔡

愷鴻 蔡愷鴻 蔡琬樺 蔡琬樺 蔡琬樺 蔡進輝 蔡啟賢 蔡素菊 蔡阿

娥 蔡松雄全家福 蔡林清花 蔡明耀 蔡明耀 蔡明耀 蔡坤堯 蔡坤

堯 蔡坤堯 蔡佩儒 蔡育宸 蔡秀儒 蔡秀儒 蔡秀儒 蔡竹善 蔡王貴

美 蔡文嘉 蔡文嘉 蔡文嘉 蔣淑娟 蔣淑娟 潘譓溱 潘譓溱 潘譓溱 

劉順蘭 劉雅惠 劉雅惠 劉雅惠 劉淑娟 劉淑娟 劉淑娟 劉彩華 劉

寅生 劉寅生 劉寅生 劉培育 劉培育 劉韋德 劉韋德 劉紀澤 劉珀

瑞 劉彥成 劉彥成 劉彥成 劉俊 劉玫琦 劉玫琦 劉玫琦 劉名治 

林俊宏 廖慧玲 廖順發 廖冠博 廖武雄 趙秀美 廖武雄 趙秀美 廖

西施 雷昭美 雷昭美 雷昭美 鄒盛昌 鄒盛昌 鄒盛昌 詹淑貞 董瑞

苗 董傳鈞 梁喜玲 董足美 葛德媛 葛德豐 葉瑟音 葉純英 葉宗諭 

葉佳琦 葉佳琦 葉李月霞 葉仕謙 經人杰 溫秀鳳 楊靜頤 楊靜頤 

楊植鈞 楊植鈞 楊植鈞 楊惠珠 楊幃傑 楊幃傑 楊幃傑 楊淑貞 楊

清都 楊崇業 楊國偉 楊國偉 楊秉璋 楊典翰 楊典翰 楊玉君 楊千

惠 楊千惠 楊千惠 新港國中38屆9年ㄧ班 黃譯斳 黃譯斳 黃譯

斳 黃耀德 黃寶連 黃寶連 黃寶連 黃憲宗 黃慧娟 黃慧娟 黃慧娟 

黃嘉偉 黃嘉偉 黃嘉偉 黃筱迪 黃睦容 黃瑞霞 黃照郎 黃照郎 黃

照郎 黃琬婷 黃翊軒 黃建松 林秀華 黃淑琴 黃淑琴 黃淑琴 黃捷

文 黃捷文 黃捷文 黃張愛貞 黃張愛貞 黃張愛貞 黃國隆 黃國隆 

黃秋紅 黃炳華 黃炳華 黃炳華 黃昭良 黃姿綺 黃姿華 黃金龍 黃

金龍 黃金龍 黃昌義 黃昌義 黃昌義 黃秀梅 黃杏珠 黃伯仁 黃作

之 黃百行 黃百行 黃百行 黃百行 黃百行 黃百行 馮馨慧 馮淑玉 

舒英豪 舒英豪 舒英豪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程郁芳 程郁芳 程妙瑜 程妙瑜 程妙瑜 游雷

錦霞 游浴沂 游振鑫 游重銘 游文彬 游承晏 曾欽真 陳怡伶 曾惠

美 曾連妹 曾清水 曾清水 曾姜森妹 曾明吉 曾仲景 陶玉珍 陳寶

珠 陳禮煥 陳璟芬 陳璟芬 陳璟芬 陳曉媛 陳銘材 施鈴玉 陳柏源 

陳怡君 陳滿紅 陳滿紅 陳聖仁 陳瑞茂 陳瑞茂 陳瑞茂 陳勝宜 陳

勝全 陳莊素珠 陳翌中 陳淑貞 陳梅芳 陳梅芳 陳健雯 陳健雯 陳

庭卉 陳容芬 陳郁芳 陳郁芳 陳郁芳 陳美惠 陳美惠 陳美如 陳美

如 陳美如 陳秋玉 陳昱盛 陳政忠 陳威廷 陳品雯 陳品雯 陳品雯 

陳旻盛 陳林淑女 陳明發 陳明宗 陳育典 陳育典 陳育典 陳秀瑲 

陳秀瑲 陳秀瑲 陳宏霖 陳孜鳴 陳孜鳴 陳孜鳴 陳君玫 陳余癸英

陳有諒 陳有諒 陳在燁 吳麗豐 陳仲逸 陳韻安 陳兆釧 陳兆釧 陳

兆釧 陳玉文 陳玉文 陳玉文 陳世昌 陳世昌 陳世昌 陳月駖 陳月

駖 陳文貞 陳文貞 陳文貞 陳文 陳心麗 陳心麗 陳中宜 陳芝 郭

蔧萱 郭蔧萱 郭蔧萱 郭蓓芳 郭銘怡 郭蓓芳 郭銘怡 郭伯霞 郭伯

霞 連玉卿 許翠玲 許貴揚 許貴揚 許貴揚 許清文 許祐嘉 許家霖 

許明材 許允懷 莊儼郁 莊儼郁 莊儼郁 莊惟宇 莊惟宇 莊旭山 莊

旭山 莊旭山 梁若龍 梁若龍 梁若龍 曹湘芸 張麗萍 張羅玉香 張

羅玉香 張羅玉香 張豐 張簡翊紘 張蔡錦繡 張翠娥 張榮壽 張榕

峰 張靖豔 張靖豔 張靖豔 張義動 張順芝 張皓鈞 張智順 張淑鳳 

張淑如 張美惠 張為清 張為清 張為清 張秀娟 張秀美 張伶 張伶 

張止鍵 張文卿 任裕民 堅達資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涂駿甫 涂

駿甫 高鳳庭 高鳳庭 高鳳庭 高清華 高清華 高清華 馬家駒 馬家

駒 翁陳秀琴 浦盛股份有限公司 浦盛股份有限公司 浦盛股份有

限公司 桑秀蘭 徐春江 徐尚文 徐佑慈 徐佑慈 徐佑慈 徐日泰 徐

日泰 徐日泰 范培翔 范俊杰 胡靜文 胡靜文 胡莊群 胡莊群 胡莊

群 胡啟豐 胡啟豐 胡啟豐 胡美琳 胡冠龍 胡冠龍 胡冠龍 美旗有

限公司 美旗有限公司 紀耀華 紀耀華 洪錦玫 洪錦玫 洪錦玫 洪

登元 洪素鑾 洪素鑾 洪素鑾 洪素貞 洪素貞 洪如琴 洪士崎 段德

福 柳祐祥 柳佩妤 柯宗宏 施朝木 施佳均 施汶宏 施睿 施妙青 

施妙青 施妙青 施妙青 姚世昌 姚世昌 姚世昌 姜森妹 侯麗蓉 侯

東松 侯秀青 邱海毅 林瓊姿 林瓊姿 林靜典 盧京輝 林錚葵 林鍵

驊 林器強 林宮賢 林德隆 林瑞田 林瑞田 林瑞田 林菊貞 林章聖 

林章聖 林章聖 林速玉 林啟瑩 林啟瑩 林啟瑩 林國輝 林素珍 林

益帆 林宸緯 林郁恬  林守捷 林羿 林美惠 林美連 林建志 賴鳳

嬌 林建志 賴鳳嬌 林建志 賴鳳嬌 林冠良 林冠良 林冠良 林俊宏 

林姈潓 林雨靜 林雨佳 林芷妍 林芳綾 林治維 林治維 林治維 林

明儀 林明儀 林明儀 林明陸 林明昭 林怡旻 林宜均 林宜均 林宜

均 林宗良 林宗杉 黃素美 林昆鋒 林香君 林孟翰 林孟翰 林坤榮 

林坤榮 林坤榮 林李美津 林李美津 林李美津 林志豪 林志豪 林

志豪 林江和 林江和 林江和 林后俊 徐宛芳 林吉江 林光雄 林偉

傑 林正恆 林月里 林中華 林中華 林中華 林川益 林小姐 周嵩程 

李盈盈 周柏融 周岳陽 周嵩程 李盈盈 周柏融 周岳陽 周張秀絹 

周張秀絹 周張秀絹 周冬華 周冬華 周冬華 汪淑珠 汪桂芬 沈應

堅 沈應堅 沈應堅 沈林勤 沈玉儒 沈玉儒 杜秋萍 李羅阿尾 李霈

霖 李霈霖 李霈霖 李嬌娥 李翠萍 李寧琇 李煌仁 李煌仁 李煌仁 

李新傳 李新傳 李新傳 李淑薏 李淑薏 李淑貞 李淑貞 李淑貞 李

敏霞 李益智 李美芬 李玲聿 李忠達 李玲聿 李忠達 李玲聿 李忠

達 李建邦 李建安 李冠儀 李冠瑤 李金環 李秉鈞 李明冠 李明冠 

李明冠 李承樺 李宜勳 李宜勳 李宜勳 李宗豪 李宗豪 李良企 李

良企 李良企 李佑珍 李老師補習班 李元棟 李元棟 李元棟 李元

和 李元和 李元文 巫祥沐 宋王生 宋王生 宋王生 呂寶雲 呂寶雲 

呂惠而 呂陳麗子 呂國賢 呂仁雄 呂仁雄 呂仁雄 吳耀輝 吳王伸 

吳鎧甫 吳語潔 吳語潔 吳語潔 吳碧燕 吳碧燕 吳碧燕 吳裕國 吳

敬仁 吳敬仁 吳敬仁 吳舜祺 吳陳蓉清 吳淵明 吳淑美 吳淑美 吳

庭欣 吳倚君 吳秋如 吳秋如 吳珍玟 吳珍玟 吳珍玟 吳俊融 吳旻

駿 吳明政 吳仁豪 吳仁魁 王綠綺 吳岱峻 吳岱峻 吳岱峻 吳佩融 

吳佩融 吳佩融 吳佳純 吳月霞 吳月霞 吳月霞 吳文貴 吳千慧 余

麗琴 張瓊雯 余麗琴 張瓊雯 余盈儀 余盈儀 余盈儀 余子瀚 何舉

鵬 王立霞 何宗晉 何念修 何宗訓 何舉鵬 王立霞 何宗晉 何念修 

何宗訓 何舉鵬 王立霞 何宗晉 何念修 何宗訓 何素宜 何珮如 何

珮如 何珮如 何家瑗 江雪鈴 江雪鈴 江佩芹 朱菊景 朱菊景 朱梅

芳 朱梅芳 朱梅芳 朱書閒 朱書閒 朱書閒 朱玉燦 朱玉燦 朱玉燦 

任裕民 張文卿 石靜嫻 石文_ 皮亦鳳 白佳蓉 田福崗 田福崗 田

筱絹 田瑞賢 田倢旖 田明宏 田大猷 左旋 左旋 左旋 古新興 古

新興 古新興 王慈暉 王舜涓 王舜涓 王舜涓 王凱甯 王陳淑珠 王

陳淑珠 王陳淑珠 王莫方 王莫方 王莫方 王秋分 王秋分 王秋分 

王昱婷 王昱文 王金貴 王泓棋 王延章 王延章 王志雄 王君豪 王

有華 王有華 王光顯 王文禧 王文禧 王子春 方燕菲 方燕菲 方燕

菲 尤惠旻 尤惠旻 尤惠旻 孔淑仁 孔淑仁 中石通路整合有限公

司 大松廣告企業 大松廣告企業 大松廣告企業 丁金鳳 丁金鳳 

丁金鳳 900 善心人士 周文智 830 陳佳榆 806 謝張銀妹 800 藍寬

隆 藍奎煌 藍鍾桂香 陳銘材 施鈴玉 陳柏源 陳怡君 陳文致 許文

靜 許文靜 許文靜 張淑惠 張易員 張月娥 陳美華全家福 張易員 

張月娥 陳美華全家福 張易員 張月娥 陳美華全家福 邱淑玲 林

金秀 林月雀 林月雀 周藹慶 750 董梅葉 700 榮益車業行 楊雅淑 

黃建成 黃建成 黃建成 黃阿清 黃阿清 善心人士 莊漢琪 莊漢琪 

周曇奕 周曇奕 李麗湘 李麗湘 李麗湘 680 塘岐國小53屆同學 代

表人:陳禮佑 600 嚴偲芸 藍寬隆 藍寬隆 鍾安明 謝麗燕 謝榮忠 

謝榮忠 謝榮忠 謝淑如 謝芳蘭 黎水松 黎水松 黎水松 鄭淑萍 鄭

志湖 蔡宜娟 蔡宜娟 蔡宜娟 潘俐娟 劉翠紅 劉麗雪 劉珀祥 劉明

娟 詹宛婷 詹惠雯 楊素綾 黃雅紅 黃姝綺 黃姝綺 黃姝綺 黃美芳 

開詩涵 開詩涵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陳寶珠 陳麗華 陳

聖仁 陳聖仁 陳張金鳳 陳素娟 陳美錦 陳久慧 陳乙瑜 郭春綢 郭

春綢 郭春綢 郭玉筠 郭玉筠 郭玉筠 許春香 張豐 張簡翊紘 張瑞

隆 張智順 高子婷 胡淑穗 胡淑穗 洪秋嬌 陳中和 陳翊庭 洪秋嬌  

陳中和 陳翊庭 邱寶慧 邱麗聳 邱暉恭 邱上玉 王金蘭 邱健杉 邱

陳秋玉 邱健杉 邱陳秋玉 邱健杉 邱陳秋玉 邱怡霖 周貴美 周貴

美 周貴美 李彭美英 李鎮宇 李淑惠 李謝錦珠 陳柔芳 陳勝彬 李

淑惠 李謝錦珠 陳柔芳 陳勝彬 吳遷香 吳詠婕 吳佩璇 吳琇斐 吳

琇斐 吳琇斐 吳猛在 吳猛在 吳猛在 吳岱峻 吳岱峻 吳岱峻 朱秀

蕊 江天雄 向倩儀 吉豐百貨行 吉豐百貨行 吉豐百貨行 王麗雅 

方錦倩 574 今生相攜婚紗 550 謝元福 彭秀靜 全家福 528 洋閩科

技有限公司 528 林秀羚 王睿宇 王宥鈞 王前勝 515 蔡振邦 蔡振

邦 蔡振邦 善心人士 500 麵包超人 麵包超人 麵包超人 鐘豐祥 

鐘豐祥 鐘淑精 鐘淑精 鐘淑精 蘇煌明 蘇楚卿 蘇楚卿 蘇楚卿 蘇

秀俐 蘇秀俐 蘇秀俐 蘇玉英 蘇以哲 羅曉萍 羅運昌 羅運昌 羅運

昌 羅婉萍 羅芳薇 羅芳薇 顏愛珍 顏愛珍 顏愛珍 顏連碧雲 簡兆

唯 簡兆伶 鍾華螢 鍾華螢 謝淑滿 謝淑滿 謝淑滿 謝秋玉 謝政融 

謝政融 謝政融 謝金桂 謝金桂 謝佳恩 謝佳恩 謝佳恩 謝依璇 謝

依璇 謝依璇 謝依璇 謝依凌 謝依凌 謝依凌 謝宏裕 謝宏裕 謝宏

裕 薛博駿 戴張玉蘭 戴素玲 戴粉妹 戴粉妹 錢世綸 錢世綸 賴吉

川 賴吉川 賴吉川 蕭雪如 蕭雪如 蕭雪如 盧儒嫻 盧瑞華 盧景文 

盧陳秀美 盧阿錦 盧阿石 鄧美麗 鄭瑞珍 鄭瑞珍 鄭瑞珍 鄭修明 

鄭建名 鄭秀美 鄭秀美 鄭秀美 鄭志湖 鄭竹珊 鄭竹珊 鄭竹珊 蔡

麗雅 蔡麗雅 蔡麗雅 蔡碧芬 蔡碧芬 蔡碧芬 蔡能宗 蔡能宗 蔡美

春 蔡甚 蔡甚 蔡牧村 蔡玉晶 陳金杏 蔡宜津 蔡宜津 蔡宜津 蔡

佩君 蔡佩君 蔡佩君 潘豐嬌 潘虹吟 潘佳幸 潘佳幸 潘佳幸 歐文

純 黃美英 蔡孟良 劉興壹 王美月 劉麗寶 劉鎮瑋 劉璦菱 劉濱 

劉濱 劉濱 劉椿煇 劉馮月寬 劉雅淑 劉淑禎 劉淑禎 劉淑禎 劉晉

瑜 劉哲甫 劉香蘭 劉香蘭 劉施瑞西 閤家福 劉思廷 劉保成 劉金

美 劉金美 劉金美 劉玟妗 劉明莉 劉明莉 劉明莉 劉秀碧 劉玉珠 

劉玉美 劉玉美 劉玉美 劉世華 劉世華 劉世華 劉文富 劉力豪 趙

馨渝 趙晨復 趙敏惠 趙秉俠 全家福 廖青萍 廖青萍 廖青萍 廖西

施 路芳宇 詹木源 詮景工程有限公司 詮景工程有限公司 詮景

工程有限公司 解欣怡 解欣怡 解欣怡 葉雙桃 葉雙桃 葉雙桃 葉

黃金葉 葉庭均 葉庭均 葉庭均 葉怡伶 葉宗豪 葉宗旻 群展漁業

開發有限公司 群展漁業開發有限公司 群展漁業開發有限公司 

溫達美 楊瑞蓮 楊瑞蓮 楊瑞蓮 楊登昌 楊俊賢 楊宜庭 楊宜庭 楊

宜庭 楊宜庭 楊佩佩 楊佩佩 楊依純 黃駿青 黃錦玫 黃劉麗英 黃

鳳姿 黃鳳姿 黃鳳姿 黃榮華 黃芷佑 黃瑋瀚 徐秀蘭 盧啟仁 黃詠

汝 黃惠蘭 黃惠瑰 黃雪香 黃敏玉 黃敏玉 黃敏玉 黃美雲 黃美雲 

黃美雲 黃昭儒 黃昭儒 黃俊傑 黃明慧 黃成妹 黃宇堂 黃宇堂 黃

宇堂 黃卉逸 黃卉逸 黃天壽 吳幸栖 黃健瑋 黃國瑋 馮馨慧 馮維

琦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無極聖雲

宮 盧景文 游麗芬 游麗芬 游長妹 游長妹 游長妹 游東輝 游東輝 

游東輝 曾麗瑾 曾鴻章 曾鴻章 曾鴻章 曾煒婷 曾煒婷 曾煒婷 曾

美英 曾建瑋 曾玟瑄 普漢雲 全家福 彭春連 彭春連 彭東龍 彭祥

晟 彭有瑞 喬桂芬 陳龍輝 陳樹于 陳慧真 陳慧真 陳慧真 陳慧芳 

陳慧芳 陳慧芳 陳碧滿 陳碧滿 陳碧滿 陳嘉琳 陳誠詩 陳裕雄 陳

裕雄 陳裕雄 陳雅文 陳雅文 陳雅文 陳詠薈 陳郭西 陳淑敏 陳淑

貞 陳國魁 陳浤杰 陳浤杰 陳浤杰 陳珮蓉 陳家紅 陳家紅 陳家紅 

陳姷頤 陳英 陳美靜 陳美靜 陳秋月 陳秋月 陳昭君 陳建宗 陳建

宗 陳建宗 陳建宏 陳建光 陳威同 陳威仡 陳俞利 陳俊豪 陳俊達 

陳俊達 陳俊達 陳俊達 陳芳雄 陳明堯 陳榆宗 陳宜君 陳宜伶 詹

碧霞 陳明珠 陳明珠 陳芊璇 陳芊璇 陳芊璇 陳芊妤 陳芊妤 陳芊

妤 陳育榆 陳育榆 陳秀蕊 陳秀蕊 陳秀蕊 陳秀燕 陳秀燕 陳秀燕 

陳志誠 陳玉燕 陳正修 陳正彥 陳弘凱 陳弘凱 陳方頤 陳文雄 陳

文雄 陳文雄 陳文進 陳文進 陳文進 陳文正 陳文 陳友惠 陳久慧 

郭錦進 郭錦進 連國平 許麗玲 許閔筑 許詠傑 許竣雁 許智惠 許

勝芳 許勝芳 許勝芳 許雪姬 許淑惠 許淑玲 許清文 許洽裕 許侯

素蘭 莊勝隆 林秀枝 莊勝隆 林秀枝 莊勝隆 林秀枝 莊秋香 莊秋

香 莊秋香 莊秀娟 林采萱 林傳憲 莊秀娟 林采萱 林傳憲 莊秀娟  

林采萱  林傳憲 莊人瑾 莫勇俊 莫勇俊 莫勇俊 梁寶琴 梁寶琴 

梁寶琴 梁寶桂 梁寶桂 梁寶桂 梁銀麟 梁銀麟 梁銀麟 梁銀樹 梁

銀樹 梁銀樹 梁銀雄 梁銀雄 梁銀雄 梁嘉芝 梁瑜芳 梁琪閔 梁施

金枝 梁施金枝 梁施金技 梁定睿 梁定睿 梁定睿 張麗鈺 張麗鈺 

張慶泉 張增盈 張增盈 張劉淑卿 張榮福 張意汶 張意汶 張順芝 

張順芝 張順芝 張順芝 張雅智 張雅智 張雅智 張琪敏 張琇瑩 張

梓胤 張梓胤 張國瑜 張國瑜 張國瑜 張國和 張炳芳 張芸菁 張芳

梅 張芳梅 張明揚張陳惠珍張高華阮美芳張雅 張怡儒 張怡儒 

張尚薇 張尚薇 張育瑞 張育瑞 張如華 張如君 張永文 康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康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康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清美 高清美 高清美 高梅英 高梅英 高梅英 高衣晴 高衣晴 高

衣晴 高子婷 高子婷 軒轅中 軒轅中 軒轅中 徐闕明 徐闕明 唐宇

暘 唐ㄧ民 范瑞惠 范瑞惠 胡蔡明月 胡愷威 胡慎 胡慎 胡慎 胡

松林 紀江龍 柳淑惠 施黃錦田 施黃錦田 施朝木 施朝木 施郭玲

秀 施郭秀玲 施啟陽 施柏仰 施柏仰 施柏仰 施柏任 施柏任 施彥

仰 施彥仰 施佩岑 施佩岑 施佩岑 奕立有限公司 統編:27636645 

奕立有限公司 邱義祥 邱琪媄 邱春秀 邱春秀 邱春秀 林文庭 林

顏秋香 林靜瑩 林靜瑩 林靜瑩 林靜瑩 林謀河 林謀河 林曉玟 林

曉玟 林曉玟 林器強 林器強 林慧雯 林廖彩雲 林節英 林節英 林

節英 林毓秀 林榆容 林斐虹 林斐虹 林勝惲 林許哖 林淑瑞 林淑

瑞 林淑瑞 林彩足 林彩足 林彩足 林宮賢 林宮賢 林娟守 林俐妤 

林俐妤 林芷儀 林芙儀 林靜儀 林欣儀 林昀辰 林昀辰 林昀辰 林

昀廷 林昀廷 林昀廷 林昆賢 林旺弟 林旺弟 林旺弟 林怡君 林宗

辰 林宗辰 林坤戊 林卓鴻 林卓源 林良雄 林育正 林秀月 林沛禎 

林志遠 林妍伶 林妍伶 林妍伶 林立穎 林立穎 林立穎 林正智 林

正智 林心敏 林心敏 林心敏 林太太 周劉鈺卿 周瑄騰 周達郎 周

達郎 周嵩程 李盈盈 周柏融 周岳陽 周進丁 周陳秋花 周淑惠 周

祐賢 周宸儀 周修竹 周修竹 周修竹 享享國際有限公司 享享國

際有限公司 享享國際有限公司 享享國際有限公司 沈金德 沈幸

宜 沈幸宜 沈幸宜 杜靜怡 杜靜怡 杜靜怡 李寶玲 李錦雲 李維倫 

李維倫 李維倫 李誠琦 李誠琦 李誠琦 李楚鴻 李凱理 李凱理 李

凱理 李凱理 李陳芸 李淑惠 謝錦珠 李珮菁 李珮琪 李珮琪 李珮

琪 李春生 李政翰 李建財 李建成 李建成 李品助 李品助 李品助 

李俊龍 李俊龍 李俊龍 李雨樹 李雨樹 李陀虔 李陀虔 李延華 李

延華 李延華 李秀滿 李秀滿 李志仁 李自成 李正芬 李小美 呂素

珍 呂素珍 呂盈德 吳麗員 吳靜玫 吳錫城 吳錫城 吳錫城 吳碧玉 

吳碧玉 吳碧玉 吳榮華 吳瑞珍 吳瑞珍 吳淑美 吳素菊 吳素菊 吳

素菊 吳桂榮 吳桂榮 吳桂榮 吳庭欣 吳庭欣 吳旻駿 吳旻駿 吳明

政 吳仁豪 吳明政 吳仁豪 吳其臻 吳其臻 吳如珮 吳如珮 吳如珮 

吳仁村 莊麗美 何智享 何信怡 江文欽 江文欽 江文欽 朱龍 朱龍 

朱龍 朱昆亮 朱志強 朱志強 朱志強 安蘭 匡秀惠 禾宜國際有限

公司 石麗鈞 石鳳 石鳳 石鳳 石容瑋 白瑞品 甘芳瑩 甘芳瑩 史

蘭芳 令狐弘仁 王麗惠 王麗惠 王麗惠 王騏宏 王綠綺 吳仁魁 王

綠綺 吳仁魁 王靖惠 王靖惠 王靖惠 王孫謀 王孫謀 王柔云 王建

中 王俐文 王俊雄 王俊雄 王俊雄 王芬芬 王芬芬 王芬芬 王可彤 

王士軒 方景湘 方敏慎 方敏慎 尤葉嫊仙 尤春惠 尤吉雲 尤吉雲 

尤吉雲 418 張志宏 400 簡兆唯 簡兆伶 簡兆唯 簡兆伶 簡兆伶  簡

兆唯 簡兆伶  簡兆唯 蕭瑞滿 劉蓮生 劉蓮生 劉蓮生 劉志榮 劉

志榮 劉天賜 廖松本 廖松本 廖松本 葉庭佑 葉庭佑 黃麗慧 童泓

文 曾永平 陳聰聖 陳啟昌 陳冠綾 陳冠綾 陳王香蘭 陳氏莉 許哲

榮 許哲榮 許哲榮 許明材 梁瑞珍 梁瑞珍 洪子甯 邱經舜 邱經舜 

邱經舜 周志民 周志民 周志民 吳錦燕 朱秀蕊 江天雄 朱秀蕊 江

天雄 尤馨凰 389 李岱芬 350 謝佩凌 謝佩凌 謝佩凌 330 陳宏 300 

鐘讀 鐘讀 鐘讀 鐘豐裕 鐘豐裕 鐘豐裕 鐘劉麗美 鐘劉麗美 鐘劉

麗美 蘇瑞麟 蘇瑞麟 蘇瑞麟 蘇惠敏 蘇惠敏 蘇惠敏 蘇秀卿 蘇秀卿 蘇

秀卿 羅耀宗 顏政勝 顏政勝 顏政勝 闕芸宥 闕芸宥 闕芸宥 闕宏瀛 闕

宏瀛 闕宏瀛 鍾蕙萍 鍾蕙萍 鍾蕙萍 盧泳瑞 鄧雲 鄧雲 鄭陳敏惠 鄭陳

敏惠 鄭美月 鄭美月 鄭美月 蔡艷麗 蔡艷麗 蔡艷麗 蔡諺菱 蔡諺菱 蔡

諺菱 蔡樹木 蔡樹木 蔡牧村 蔡玉晶 蔡牧村 蔡玉晶 蔡牧村 蔡玉晶 蔡

牧村 蔡玉晶 陳金吉 蔡牧村 蔡玉晶 陳金吉 蔡牧村 蔡玉晶 陳金吉 蔡

牧村 蔡玉晶 陳金吉 蔡牧村 陳金吉 蔡明名 蔡岱霓 蔡岱霓 蔡木慶 潘

茂信 潘茂信 潘美里 潘美里 潘自渟 潘玉圍 潘月英 潘月英 劉嘉玉 劉

雅琴 劉傑明 劉淑華 劉淑華 劉淑華 劉洪萍 劉洪萍 劉佳芳 劉秀娥 劉

秀娥 劉玉女 劉玉女 劉玉女 劉小蜻 劉大維 廖芝儀 廖永兆 楊梅慧 董

梅葉 葛世正 葉輝彥 葉光宗 溫達美 溫達美 楊懷卿 楊懷卿 楊懷卿 楊

祥暉 楊惋婷 楊祥暉 楊惋婷 楊祥暉 楊惋婷 楊淑齡 楊淑齡 楊淑齡 楊

克舒 黃靖婷 黃經 黃瑞鴻 黃瑞鴻 黃瑞鴻 黃意惠 黃意惠 黃國偉 黃國

偉 黃國偉 黃高智 黃韋嘉 黃韋嘉 黃永濬 黃小玲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游美雲 游美雲 游美雲 曾謙雄 曾淑芳 曾淑芳 曾淑芳 曾娟

娟 曾娟娟 曾娟娟 彭心瑜 彭心瑜 彭心瑜 章子庭 陳蕙英 陳蕙英 陳順

和 陳順和 陳婉雅 陳婉雅 陳香帆 陳香帆 陳香帆 陳重榮 陳若瑜 陳若

瑜 陳若瑜 陳美雲 陳柔芳 陳勝彬 王國書 陳信佐 陳信宇 陳怡伶 陳怡

伶 陳怡伶 陳志鵬 陳志鵬 陳宏仁 陳宏仁 陳宏仁 陳友惠 陳乙瑜 許榮

宗 王月嬌 許淑閔 許淑閔 許淑玲 許淑玲 許淑玲 許民生 許民生 許民

生 張靜意 張豐 張瑜芩 張智順 張婷安 張婷安 張廷安 張文淑 商常武 

商常武 軒轅騏妍 軒轅騏妍 軒轅騏妍 軒轅昌駿 軒轅昌駿 殷若涵 殷若

涵 殷若涵 孫文輝 洪蕙珍 洪淑玲 洪淑玲 洪玉虹 柳淑惠 柯文晟 施怡

妙 林秀芸 林寶貴 林燕如 林雅蘭 林雅蘭 林美瑩 林美瑩 林美瑩 林美

華 向軒慧 林美華 向軒慧 林美華 向軒慧 林俊宏 林俊宏 林俊宏 林育

如 林育如 林育如 杜怡賢 李謝錦珠 陳要呈 陳柔芳 李錫泉 李錫泉 李

錫泉 李賴首春 李賴首春 李莨蓁 李淑惠 李金蓮 李尚智 王國全 吳忡

悅 李佩諭 李佩諭 李佩諭 呂雲卿 吳雪 吳家穎 吳怡增 何潤_ 何柏賢 

何昇鴻 何文程 江東洲 朱美珍 禾宜國際有限公司 禾宜國際有限公司 

王麗惠 王誠櫃 王誠櫃 王智怡 王清水 王清水 王清水 王培杰 王培杰 

王培杰 王特觀 王家彬  郭美珠 王奕力 王品 王秀 王秀 王仲濤 王仲濤 

王仲濤 王天仁 王天仁 王天仁 毛元甫 比恕依.西浪 比恕依.西浪 比恕

依.西浪 280 林小群 278 陳儀庭 250 盧儒嫻 盧泳瑞 鄭清文 趙晟富 趙晟

富 趙晉陞 趙晉陞 董梅葉 葉輝彥 曾秉衡 曾千玲 陳諭萱 陳堅貞 陳國

魁 陳柏光 陳又豪 陳又豪 張瓊文 張瓊文 林明儀 林明儀 林宗達 呂育

儒 呂育儒 221 陳佳榆 215 善心人士 許文福 許正暉 200 龔麗芬 龔麗芬 

龔麗芬 蘇靜萍 蘇靜萍 蘇中村 蘇中村 蘇中村 羅勝吉 羅勝吉 羅建庭 

顏蘇禎 顏添富 顏冠宇 顏廷宇 顏宏宇 藍春山 藍春山 藍春山 藍春山 

藍春山 簡倪珠梅 簡勇吉 諶惠貞 諶惠貞 蕭瑞滿 蕭瑞滿 蕭瑞滿 蕭瑞

滿 蕭怡芝 蕭怡芝 蕭怡芝 鄧翁秋月 鄧春英 鄧春英 鄧春英 鄭德福 鄭

勝隆 鄭素卿 鄭佳奇 鄭佳奇 蔡蕙年 蔡蕙年 蔡福元 蔡婷娟 蔡秋菊 蔡

牧村.蔡玉晶.陳金杏 蔡欣晏 蔡明玲 蔡育宸 蔡育宸 蔡育宸 蔡玉晶 蔡

牧村 蔣金松 蔣金松 蔣金松 滕基善 劉憲融 劉憲融 劉憲珊 劉憲珊 劉

琦 劉家圻 劉家圻 劉家圻 劉冠廷 劉冠廷 劉冠宏 劉冠宏 劉志榮 劉玉

文 劉玉文 劉玉文 劉正信 趙雪惠 廖健閔 廖健閔 廖健凱 廖健凱 廖珮

玲 廖珮玲 廖珮妤 廖珮妤 廖炳 廖王湖 廖宜恭 廖宜恭 廖文裕 廖文裕 

廖文姬 廖文姬 廖于萱 楊慶恭 楊慶恭 楊雁婷 楊雁婷 楊雁婷 楊朝舜 

楊朝舜 楊朝舜 楊惠玲 楊惠玲 楊惠玲 楊惠明 楊惠明 楊惠明 楊婷 楊

喬合 楊喬合 楊喬合 楊傑 楊財興 楊子平 楊子平 楊子人 楊子人 楊凡

誼 楊凡誼 楊凡誼 黃榮璋 黃嘉慶 黃嘉慶 黃貽東 黃貽東 黃貽東 黃惠

雪 黃惠雪 黃喻麟 馮培寧 馮培寧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

人士 善心人士 曾瓊儀 曾瓊儀 曾瓊儀 曾惠珠 曾淑惠 陸玉芬 陸玉芬 

陸玉芬 陳嬿羽 陳嬿羽 陳麗美 陳麗美 陳麗美 陳璧婷 陳慶良 陳慶良 

陳慶良 陳碧珠 陳嘉欣 陳嘉欣 陳嘉欣 陳嘉怡 陳嘉怡 陳雍 陳雍 陳雍 

陳群傑 陳雅珮 陳雅珮 陳雅珮 陳惠萍 陳惠珠 陳惠珠 陳惠珠 陳雪珠 

陳雪珠 陳雪珠 陳雪玉 陳涵韻 陳淑紋(姝岑) 陳啟昌 陳茂榮 陳美麗 陳

美麗 陳美麗 陳美妃 陳春子 陳春子 陳冠州建築師事務所 陳冠州建築

師事務所 陳冠州建築師事務所 陳俞志 陳保釵 陳信翰 陳信穎 陳信翰 

陳信穎 陳信翰 陳信穎 陳信佐 陳信宇 陳花香 陳花香 陳花香 陳泱竹 

陳泱竹 陳泱竹 陳欣慧 陳欣慧 陳明珠 陳明來 陳邦銘 陳宋綵鳳 陳宋

綵鳳 陳宋綠鳳 陳司衛 陳司衛 陳氏莉 郭啟芳 郭黃順鰡 郭啟芳 郭黃

順鰡 郭啟芳  郭黃順鰡 郭偉祥 郭玉珠 許雅雯 莊智翔 莊智翔 莊智翔 

莊喬云 莊添發 莊添發 莊添發 莊純純 莊來成 莊來成 張麗鎰 張麗鎰 

張曄昀 張曄昀 張曄昀 張廣誠 張廣誠 張廣誠 張瑋容 張瑋容 張瑋容 

張瑋芸 張瑋芸 張瑋芸 張舜勝 張宸綿 張宸綿 張宸綿 張秀琴 張秀琴 

張秀琴 張志聰 張志聰 崔雅慧 崔雅慧 崔雅慧 徐福財 張清蓮 徐梅馨 

徐嘉妤 徐慈航 徐雅倫 徐雅倫 徐雅倫 徐淑玲 徐淑玲 唐思瑜 唐采薇 

胡淑貞 胡名棋 胡淑芬 胡家甄 胡家甄 洪碧霞 洪碧霞 洪碧霞 洪許安 

洪許安 洪崇偉 洪崇偉 洪訐安 洪素燕 洪素燕 洪子甯 洪一琴 洪一琴 

施瑜琳 施啟陽 施孝融 施伯昌 施伯昌 俞永根 邱暉恭 邱暉恭 邱上玉 

邱上玉 林寶貴 林寶貴 林靜儀 林靜儀 林靜儀 林雅蘭 林娟守 林俊旭 

林芳多 林明毅 房曜枎 房曜枎 房曜枎 周隆富 周國勝 周俐行 周之心 

汪兆璋 汪兆璋 汪兆璋 沈正忠 李富祥 李堯淵 李堯淵 李雪麗 李雪麗 

李雪麗 李雪鳳 李致衡 李信華 李信華 李金定 李采諭 呂毅群 呂毅群 

呂瑋 呂雲卿 呂明哲 呂明哲 呂沂真 吳貴珠 吳貴珠 吳貴珠 吳硯權 吳

敏 吳敏 吳敏 吳致旻 吳致旻 吳致旻 吳威德 吳威德 吳威德 吳采燕 吳

采燕 吳怡慧 吳怡增 吳合崧 吳合崧 余高秀枝 余素鳳 余素鳳 余素鳳 

何黃淑惠 何孟興 何完妹 何完妹 石許耀子 石許耀子 石許耀子 石美玲 

石品宸 石品宸 石品宸 王輝平 王順安 王朝鵬 王梨光 王美玲 王金蘭 

王金菊 王昌平 王秀英 王秀英 王秀英 王秀妹 王正三 王正三 于櫻銘 

于櫻銘 于櫻銘 八路武財神 八路武財神 八路武財神 160 楊雅雯 楊雅

雯 150 善心人士 陳薔雯 陳怡茹 陳怡茹 陳怡茹 陳怡君 陳怡君 陳怡君 

方珮瑜 方珮瑜 方珮瑜 今生相攜婚紗 115 蔡家銓 蔡家銓 蔡家銓 100 饒

劉從懷 饒劉從懷 饒劉從懷 饒劉從懷 顏大閎 簡秀珍 簡秀珍 簡秀珍 

謝金容 謝金容 謝金容 賴聖川 盧惠鈴 鄭德福 鄭旭豪 蔡寶琴 全家福 

蔡蓁蓁 蔡蓁蓁 蔡蓁蓁 蔡博雅 蔡博雅 蔡博雅 蔡珮瑱 蔡家銘 蔡家銘 

蔡家銘 蔡佩瑱 蔡佩瑱 蔣宜臻 蔣宜臻 蔣宜臻 蔣宜芬 蔣宜芬 蔣宜芬 

潘雅慧 歐陽柔臻 歐陽良彥 劉幃誌 劉從浩 劉從浩 劉從浩 劉美華 劉

文燕 廖茂枰 廖茂枰 廖松義 廖松義 廖松義 楊靜宜 楊靜宜 楊靜宜 楊

雅斐 楊雅斐 楊雅斐 楊淑娟 楊淑娟 楊淑娟 楊素雲 楊桂香 楊李圍 楊

李圍 楊李圍 黃秀雯 黃秀雯 黃秀雯 黃靜渝 黃敬婷 黃敬婷 黃敬婷 善

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粘碧鳳 謝文坤 關可柔 陳薔雯 

陳群傑 陳群傑 陳慈憶 陳慈憶 陳黃玉琴 陳黃玉琴 陳勝已 陳勝已 陳

荷儀 陳荷儀 陳荷儀 陳韋達 陳韋達 陳郁安 陳郁安 陳郁安 陳禹妡 陳

弈廷 陳建堂 陳建堂 陳建堂 陳品叡 陳俐婷 陳俐均 陳雨璇 陳雨璇 陳

雨璇 陳金順 陳泓霖 陳欣慧 陳志泓 陳志弘 陳江海 陳江海 陳立英 陳

世章 郭展志 郭展志 郭展志 郭亦庭 郭亦庭 郭亦庭 許照雄 許進德 許

胡錦 許秀蘭 許秀蘭 許秀蘭 許先媜 許先媜 許天榮 許天榮 許天榮 莊

明書 莊明書 梁比騰 梁比騰 張麟 張麟 張增村 張增村 張增村 張文雅 

高美玲 高月雯 孫林月娥 胡淑貞 胡淑芬 胡金寶 胡金寶 胡金寶 胡豆

豆 美光廣告美術設計中心 美光廣告美術設計中心 美光廣告美術設計

中心 美光廣告美術設計中心 美光廣告美術設計中心 美光廣告美術設

計中心 洪育敏 俞永根 邱進福 邱士津 林蓮清 林蓮清 林蓮清 林鈺軒 

林鈺軒 林黃壽花 林財全 林財全 林財全 林美英 林金英 林金英 林芷

多 林芷多 林芝因 林芝因 林月雲 林月雲 官衢宏 孟慶福 孟慶福 孟慶

福 孟慶福 孟慶福 卓意芬 卓意芬 李錫華 李錫華 李哲嘉 李秋娥 李昱

禛 李昱禛 李昱禛 李政育 李宥綺 李宥綺 李枝美 李宜純 李宜純 李季

芳 巫培爾 巫培爾 呂沂真 吳慶麟 吳慶麟 吳佳蓉 吳佳蓉 吳佳蓉 吳沛

諺 吳沛諺 吳沛諺 吳志遠 吳志遠 吳志遠 余福明 余福明 余高秀枝 余

高秀枝 石雯櫻 石雯櫻 石雯櫻 王輝平 王秀山 王文吉 70 魏玉 66 郭佳

惠 郭佳惠 李南榮 李南榮 李明翔 李明翔 50 黃綠妃 黃綠妃 郭承添 郭

承添 李施秀花 李施秀花 李成 李成 十方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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