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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捐款大德 您們好！

首先要感恩您們在年金改革的當兒，依然不離不棄的對協會大力支持與鞭策同仁

一秉初衷努力提升台灣動物福利。

在此同時，朝全率協會全體理監事、同仁與所有收容的 800 多頭毛小孩們，對您

長期無私奉獻的愛心致上萬分謝意與感恩！

2018 年雖然因為實施年金改革，使得協會不僅捐款收入大減，也因為修改勞動基

準法而致使人事經費大量增加。這兩項政府的政策的頒布，相信對於讓靠勸募維持業

務運作的所有慈善組織不啻於雪上加霜。

然而，由於您們的大力支持，就是協會所有同仁努力的最大原動力，因此雖然在

財務窘困下，依然咬緊牙關苦撐完成擬定的各項業務。

(1)「動物保護志工銀行」培訓計畫，辦理培訓班的地點遍布全台各地區，並協助

某些公立動物收容所建立志工人力資源運用計劃，讓收容的動物過著更有希望的生活；

(2)「寵物食物銀行」勸募專案，將勸募所得全數購買寵物食物，長期捐助立案動

保團體設立的流浪動物收容處所以免讓這些毛孩子挨餓，以提昇民間收容所的收容動

物生活品質；

(3)「狗來富」勸募專案，持續從公立動物收容所拯救面臨環境緊迫過著暗無天日

的無辜生命，再經由八里保育場同仁給予基礎訓練後，將牠們送往偏鄉地區的果園，

不僅讓牠們過著自由、幸福的生活，進而讓牠們成為代養家園的好幫手，因為「不自由，

毋寧死」，我們的理由無它，就是既然收容牠們，就要為牠們的幸福負責一輩子 ;

 (4)「2017 家犬絕育經費補助計畫」籌募經費支援各地偏遠地區以及弱勢家庭之

家犬絕育，因為流浪犬產生的源頭是來自於家犬過度繁殖而棄養，尤其是米克斯。我

們希望能透過費用補助，使這些家庭更有意願帶犬隻做育，希望在極短期內達到絕育

8

大量家犬的目標，以有效杜絕因為家犬過度繁殖而棄養的現象，從國外的經驗佐證，

這才是降低流浪狗數量的正本清源策略。

另外協會今年特別舉辦「八里訓犬志工培訓」，培訓專業志工提升保育場內動物

的福祉，另一方面也提供志工學習了解犬隻行為、訓犬、美容保健的基礎，在完成志

工服務並通過考核後，協會也會授予證書，以茲認證及鼓勵，讓志工在服務之餘，也

能獲得能力的認可，讓志工服務成為具意義及心情療癒的活動。

衷心感謝您們的慷慨解囊和無私奉獻，但動物保護工作是一條永無止境的長路，好

還要更好。故，協會除了一向秉持的提升台灣動物福祉之信念外，還不斷吸取國內外

更新更先進的觀念與作法，讓我們所有善待動物的策略能使收容動物過得更好的生活，

進而盼望能有效降低台灣的流浪動物數量。

朝全除再次感恩您們的支持與愛護，期盼今後繼續給予協會支持與指教，共同為

台灣動物打造一個幸福美好的未來，更衷心盼望台灣不再有動物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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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貓照顧

用心愛護

冷颼颼的一月天，對高齡寵物來說，是比較「危險」的月份，因為氣溫變化，可能對心臟、

肺部等器官造成一時無法負荷的影響，因此保暖就很重要。而在此之前，貓奴們要先了解貓咪幾

歲是中高齡、接著才知道該如何應對，暖心得陪他們度過寒冬。

你知道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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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與人
的年齡對應

貓
人6

個月

1歲
2歲

1
歲半3歲

4歲

5歲

6歲

7歲

8歲

9歲

10歲

11歲

12歲
13歲 14歲

15歲

16歲

9歲

15歲
20歲24歲

28歲

32歲

36歲

40歲

44歲

48歲

52歲

56歲

60歲

64歲
68歲 72歲

76歲

80歲

通常貓咪 6 ～ 7 歲後，就是

進入熟齡階段，相當於人類 45 歲

的中年人，因此活動力、身體新

陳代謝力都開始下降，身為貓奴，

在這個時候要開始為他們的生活

起居更加貼心與細心的照顧，讓

他們安享老年天倫之樂，生活更

有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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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老症狀

你家的貓咪初老了嗎？每隻

毛小孩老化速度會依品種、體型、

飼養方式或健康狀況而略有不同，

絕對不是只有一種標準。可以藉

由以下現象來了解毛寶老化的徵

兆與程度。若同時超過三個 V 就

要注意囉！

□ 口臭情形嚴重

□ 體重減少消痩

□ 毛髮變稀疏

□ 毛質乾燥粗糙

□ 觸摸皮下有硬塊

□ 皮膚表面長出一
粒一粒的肉瘤

□ 毛髮顏色改變（
變黃、變白）

□ 眼神渙散

□ 眼球中央有白色
混濁物

□ 牙齦萎縮、牙齒
鬆動　

□ 過度流口水

外觀上

□ 睡眠時間拉長

□ 行動緩慢

□ 精神懶洋洋

□ 飲水量突增或銳減

□ 食慾不好、胃口變小　
□ 日常行走就容易喘或咳嗽
□ 失去平衡，走路容易跌倒
□ 常常原地繞圈打轉

□ 對聲音的敏感度降低

□ 呼喚名字沒反應

□ 情緒煩躁、行為異常
□ 排尿或排便困難不順暢
□ 尿失禁的頻率增加

□ 大小便習慣或地點改變

行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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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體機能變化

邁入老年的貓貓容易有白內障、乾
眼症等眼部疾病，眼球中央可能會
出現白色混濁物，或是眼周開始出
現黏稠的分泌物、形成嚴重的淚
溝。這些症狀伴隨著視力減退的現
象，嚴重甚至可能瞎眼。

/ 眼睛 /

聽力逐漸退化，對主人的叫喚變得
沒有反應，或是發出以前從來沒聽
過的叫法。耳朵聽力的衰退是不可
逆的老化現象，只能靠家人用無限
的愛去包容他們。

/ 耳朵 /

年輕時若沒有養成良好的口
腔保健習慣，老年就容易引
發牙周疾病和口腔炎，造成
牙齒鬆動、難以進食等等的
困擾，甚至惡化成全身性的
疾病。麻醉洗牙對年邁的身
體有很高的風險與負擔，所
以最好趁毛孩還小的時候養
成刷牙的習慣。

/ 嘴巴與牙齒 /

貓咪年老後因為退化而聞不太
到食物香氣，以致提不起食慾
而消瘦。家長要多費苦心幫他
們準備營養價值更高、色香味
俱全的餐點，鼓勵進食。

/ 鼻子 /

退化性關節炎是貓咪年老時可能會發生
的病症，會因為關節疼痛改變走路姿勢、
跛腳、走一會兒停一會兒，也可能因為
想要緩減疼痛而不斷去舔舐患部，導致
皮膚部分脫毛甚至發炎的情形。

/ 四肢 /

/ 皮毛 /
因年老缺乏黑色素開始長白
髮，尤其是頭部、嘴巴周圍的
毛色容易變淡、變黃。皮膚可
能會出現一小粒一小粒的肉
瘤，甚至是硬塊，主人需要特
別觀察這種皮下的腫瘤，因
為惡性的腫瘤是癌症，必
要時應該帶去獸醫院接
受細胞學檢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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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貓易發生哪些疾病？

「慢性腎衰竭」有很長的沉默期，以相當不顯

著的方式呈現精神和食慾逐漸消退、毛髮光澤度變

差、排泄習慣改變等，因此往往到了病程發展至一定

程度後才有明顯的臨床症狀。

「急性腎衰竭」因為貓咪的精神和食慾會突然

變差，排尿量明顯不同，甚至出現嘔吐下痢等症狀較

容易被發現。

有腎衰竭病史的貓咪，在日常照顧要注重飲食

攝取，蛋白質、鹽分攝取要控制得當，水分攝取量也

是關鍵，若因腎功能缺損而影響身體保水能力，必要

時需主動餵水或皮下點滴補充，讓身體與腎臟避免再

受到脫水的傷害。另外定期帶貓咪檢查追蹤腎臟功

能，可儘早於腎功能又有變化時給予治療。建議飼主

在貓咪中、老年階段每年至少進行一次全身健康檢

查，評估身體與器官狀態，再依照醫囑提供適當的醫

療及照顧方式。

腎衰竭

粉　刺

下顎長粉刺是家貓常見的皮膚病，通常發生在

成貓或老貓身上。貓咪的下顎會出現黑色條狀分泌

物，好像人類的黑頭粉刺一樣。如果發生二次感染可

能演化成毛囊炎或癤病，使得貓咪下巴腫脹、紅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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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節、結痂等，通常跟皮脂分泌不正常、或者貓咪理

毛習慣不佳有關，也可能和毛囊蟲、黴菌牽扯上關

係。一般程度可以局部剃毛以利外用藥物易於塗抹與

被皮膚吸收；較嚴重的病例可能需要口服抗生素及類

固醇減緩發炎狀況，並且考慮使用鎮靜或止痛藥物緩

解疼痛。平時可以在貓咪吃完食物（尤其是濕食）之

後，幫他們擦拭下巴，或者調整飲食的內容，避免吃

得太油膩減少發生機率。

口炎（打哈欠）

罹患貓慢性口炎會引發增生性的齒齦炎，齒齦

會呈現嚴重增生腫大，越往上下顎交接處越嚴重，並

且常引發嚴重疼痛、口臭、分泌物及影響食慾，但一

般性齒齦炎大多不會影響食慾。

當貓咪出現口腔齒齦紅腫、惡臭、分泌物增加、

流口水，並且影響食慾時就必須懷疑貓咪是否罹患慢

性口炎，臨床可能看到貓咪用前爪用力抓扒側面嘴

唇、流涎、嘴角被毛髒污、食慾廢絕、咀嚼時忽然發

生疼痛嚎叫、並且拒絕口腔檢查的動作。目前只有全

口臼齒拔除才有機會痊癒，否則就必須終身服用藥

物。若使用類固醇的治療只能控制疼痛及維持食慾，

但長期口服類固醇會造成醫源性庫興氏症候群、糖尿

病及胰臟炎，另外貓的被毛也會顯得油膩無光澤。

鱗狀上皮細胞癌是一種惡性皮膚腫瘤，好發在

9 ～ 14 歲的老齡貓身上，尤其是白毛貓，或者毛髮

較少、過度曝曬陽光都可能增加發生機率。常見部位

在耳朵、眼瞼、鼻子與口腔（舌頭或牙齦），患處可

能出現紅斑、水腫和皮屑，腫瘤表面可見潰瘍。

＊口腔內：常見於舌頭側面或牙齦上有潰瘍。

眼瞼上：通常伴隨化膿性的結膜炎。

鱗狀上皮細胞癌通常不太會蔓延到身體其他部

位，而是會逐漸侵蝕發病的患處，主要靠外科切除或

者冷凍治療。當貓咪罹患這種病，會十分疼痛，晚期

鱗狀上皮細胞癌（白貓）

幾乎毫無生活品質可言。疼痛控制是治療的核心，

可以請獸醫師為貓咪開最適合的止痛藥方，例如嗎

啡貼、針灸、中藥的輔助治療等，都能有效幫助貓

咪度過這段日子。

若甲狀腺過於亢進，身體代謝太快，會使貓咪

活動力過度旺盛、胃口變好，但體重會下降。好發

於 4 ～ 22 歲之間（平均年齡為 13 歲），10 歲以上

算大多數，若沒好好治療，會導致過度換氣、心臟

甲狀腺機能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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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一旦貓咪胰臟製造胰島素功能異常，就會引發

糖尿病，肥胖貓和老貓是高危險群。除了三多症狀，

也會因血糖過高引發體重下降、腎臟病、下痢、脫

水、昏迷、白內障等症狀，可透過抽血檢查。若確

診除了飲食要控制，也要定期注射胰島素以維持血

糖標準。

皮黴菌症

皮黴菌症是貓咪最常見的皮膚病，而且是人畜

共通傳染疾病，在人、貓、狗身上都可能發生。通

常是因為直接接觸其他病貓、或者環境中的黴菌而

感染。

被黴菌感染的部位會出現紅斑、脫毛、皮屑；

發癢的情況不一，從無感到嚴重搔抓都有可能。某

些品種貓例如波斯貓，容易因為皮黴菌症引起嚴重

的肉芽腫性皮膚炎，長毛貓族群則可能因為舔毛時

吃到過多皮黴菌症造成的斷毛，而出現消化道症狀。

發現貓咪感染皮黴菌症時，除了吃口服藥治療，

也可以局部剃毛、擦外用藥並配合藥浴，能夠達到

更好的治療效果。平日的照顧上非常重要的是，隔

離病貓與健康貓，並加強管理居住環境的濕度與清

潔衛生。主人要仔細觀察是不是貓咪平時喜歡待著

的地方過度潮濕、是黴菌的溫床，並加以改善，以

免反覆感染。

貓咪太胖的話可能自己會梳洗不到肚子或下半

身、也可能會因此對四肢關節造成壓力、跳不動、

或引發心血管疾病等等，到老了狀況會更嚴重。如

同人類一樣，勻稱的身形是和健康畫上等號的，如

果真的沒有腰身，可以考慮找專業獸醫師，一起為

貓咪的健康減肥吧！

肥　胖

難以負荷、最後導致心臟衰竭、高血壓，控制不好，

會有生命危險。可經由血液檢查確診，再投以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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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企畫

成貓最好每年做一次全身健康檢查，高齡貓則是建議半年就進行一次，透過血液及尿液等

各項檢查即時掌握身體各部位的退化情形，並且有助於及早發現疾病、及時治療。

完整的健康檢查包含：基礎的理學檢查、糞便寄生蟲檢查、血壓測量、血液篩檢、X光影

像檢查、胸腔及腹腔超音波等項目，全套的檢查時間大約是三小時，部分項目在檢查前，需要

讓貓貓事前禁食，獸醫院都會提早告知，飼主要記得在家中配合，以免影響檢測。

如何提高老貓生活品質？

[ 改變飲食 ]

　　退化性關節炎是老年貓通病，所造成的慢性疼痛

可能會讓貓的精神食慾下降，活動力減少，進而影響

生活品質。平時可以在食物中添加葡萄糖胺及軟骨

素，嚴重關節炎的病患可選用含有 MSM（天然硫化

物）、磷蝦油、綠醇貽貝或 Omega-3 魚油等等的保

健品，其功效都是抗發炎。

　選擇為高品質的優質蛋白質及較低脂肪的飼料，才

不會因行動力減少而發胖。

　老貓的牙齒大不如前，建議選擇泥狀或是較好咀嚼

的罐頭搭配熟齡貓飼料比較好。

　老貓有時會便秘，飼主可幫他們在食物中添加酵素

幫助腸胃蠕動。

　即使到老年，貓咪每日的飲水量應保有每日基本

量，以維持腎臟的正常循環及減少負擔。

　添加含有抗氧化劑及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的食物，以

改善（或延緩）貓咪逐漸喪失的行為或智力反應。

[ 降低困擾 ]

　安靜空間：年長的貓咪大多不願被打擾，最好幫他

準備安靜的地方休息。許多人怕老貓孤單想给他找新

夥伴，但大多數的貓有地盤觀念，建議讓他安靜的頤

貼心主人可以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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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天年比較好。

　方便貓接近：可以幫貓咪準備像樓梯之類的台子，

方便貓咪慢慢跳上來跟主人依偎。

　維持原狀：不要隨意更動家中擺設，尤其是貓咪經

常去的地方，如：貓砂盆、跳台、貓窩，老貓較健忘，

如果原本熟悉的一切被更動會不知所措。

[ 增加快樂 ]

　　年紀大的貓咪特別怕冷，冬天可以讓他吹暖氣、

放暖暖包，不只睡得更安穩，也能減少感冒發生的機

率，平日有陽光的時候就多曬曬太陽。飼主可以多幫

老貓梳毛，除了促進血液循環及毛髮柔順外，也能藉

由梳毛的過程檢查貓咪的身體狀況。

[ 居家環境 ]

　　家長可以在毛孩喜歡待著的地點附近準備斜坡

或寵物樓梯，或者幫他們把小窩移到容易抵達的地

點、改造成容易跨入高度，減低爺爺奶奶行動上的

阻礙。

　　四肢退化的毛孩，家長可以在家裡常常經過的動

線上鋪設防滑地墊；長期臥床的毛孩，則要注意睡窩

與睡毯要選擇高透氣度的材質，預防濕氣累積、溽氣

難耐。高齡貓有時難以控制排泄，飼主可以多設置幾

個廁所，位置要容易抵達、方便出入。

　　照護老貓要特別注意溫度的變化以及居家環境

的清潔，身體機能衰退的他們，較難調適溫差，抵抗

力較弱的話還會容易受到細菌、病菌的侵犯，飼主要

時時注意居家環境的涼暖、勤加打掃並且注意通風，

讓毛孩的養老環境安全又舒適。

老
貓
的
養
身
之
道

你
也
該
知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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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到老，學到老，求學的慾望也徹底發揮在保育場的老爺爺跟老奶奶們身上，別看我們雖滿臉花白，

腰桿打不直、彎不下，在我們的隊友循循善誘下，加上有美味可口的乾乾誘惑下，我們可是很努力的努力一

步一步進步，努力地完成每一次的目標。

八里
保育場 我的最佳讚友

保育場同仁 丸子

課程來到了第三節，同學們各自挑選了自己的最佳夥伴成【最佳讚友】

噹 ~ 噹 ~ 噹 ~ 噹 107 學年度 下半年訓犬課開課了！

今天小魯媽的上課內容是：

報到、腳側位置、腳側隨行、招來、撫摸

對於許多爺奶
來說，喚名並

不陌生 ( 平日
照顧

的照護員每天
都要點點名的

)，但要開始接
觸新的

功課是陌生的
考驗及學習，

總是要燒腦傷
神耗體力

的呢⋯⋯一起
與大家分享我

們的訓犬記趣
。

﹝我的訓犬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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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同學是：櫻桃

(女孩兒·8 歲 )

我的隊友是泓仔，彼

此都是生手，對於狗兒教

養基礎訓練及指令都還在

熟悉摸索的練習階段，但

沒關係唷，我們有絕佳的

默契，讓我們可以合作無

間，更加上手。知道我年

紀不小了，準備了止滑墊、

軟質的零食，讓我可以開

心地學習訓練。
▲ 專注的神情，絕佳的默契，完成聽指令「坐下」，還要「趴下」啊⋯⋯

 腰有點痠啊！但我不放棄！！

下課啦∼終於可以休息了！

每周五的訓犬課程兩個小時咻一下就結束了，對於學

習力快，吸收強的年輕狗兒身上，簡單輕鬆；但對於爺奶來

說可是大大的體力透支，總在下課鐘聲響起，放鬆了精神體

力，累癱呼呼大睡 ZZZ⋯⋯

我的男朋友是擁有

後宮佳麗三千的：暐國，

我是其中一嬪妃，雖然

我年紀稍長，學習力比

較緩慢，但貼心的他從

不催促，施予壓力並很

有耐心地帶領引導我，

遇到挫折了，不時地給

摸摸跟抱抱，讓我可以

更自信不氣餒。

第二位同學是：三八

（女孩兒·13 歲）

▲  「坐下」指令還不會，沒關係，我們多練習幾次！

 遇到挫折總是會安撫我，下次再加油∼

犬如其名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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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狗幸福室
汪   星人の      案X

印地安
帳棚貓窩

不需花大把銀子，提供毛小孩一個專屬空間，還能為
家裡增添時尚氛圍，步驟超簡單，趕快來學吧！

步驟

取 3 支木棍，2 支放底下，另 1 支畫Ｘ
方式置於上方，麻繩放在最下方。

如圖示方相將麻繩穿越 2支木棍下方。 將繩子穿過中間繩子底下。

這時就可把木棍立起來，依序將剩下 2 支木棍纏繞
在一起，覺得木棍穩定度夠了後，就將麻繩打死結，
剪去多餘的繩子，即完成帳篷框架。

將布料對摺，依圖
示示範剪圓弧。

1 2 3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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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準備材料

木棍Ｘ5支 別針（大）Ｘ3個 布料Ｘ1碼

（此示範布料為150cmＸ100cm）

麻繩Ｘ1捆

一個軟墊 一隻貓

將繩子兩端綁一起拉緊。

麻繩繞過 2支木棍下方。

麻繩由中間Ｘ綁繩處底下穿出。

把布料蓋上木棍框架，圓弧處置
底，取別針將最頂處由內別上。

4
5 6

9 大
功
告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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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領   我養    LOVE
 DOGS !

快樂狗狗有樂町
只要每天20元，就可認養八里保育場的汪喵們，

募得經費將支持我們給動物一個安穩的地方。

1

9

13

3

7

11

2

6

10

4

8

12

您領我養活動截至2018年12月18日止之最新統計數字顯示：認養人1,833位，認養犬隻2173頭次。想看更多狗狗，

\黑咪/ \黑仔(台)/

\黃腳/

\ 阿肥/

\秋菊/

\茉莉/

\皮蛋/

\阿郎/

\ 甘蔗/

\蜂蜜/

\蒜頭/

\香腸/

\植樹/\太極/

5

900138000777305
男生，2017年生，中型犬

020005C
A

2B

女
生
，2009

年
生
，
中
型
犬

900138000911944
女生，2017年生，中型犬

900128001503611
女生，2010年生，中型犬

02000603FE
男生，2014年生，中小型犬

0200065565
女生，2010年生，中型犬

900128001452859
女生，2014年生，中小型犬

900138000864422

男
生
，2015

年
生
，
中
型
犬

900138000791624

女
生
，2017

年
生
，
中
型
犬

900128001468710

女
生
，2008

年
生
，
中
大
型

900138000864419

男
生
，2016

年
生
，
中
型
犬

020005FBD9
女生，2014年生，中型犬

900128001440273

女
生
，2016
年
生
，
中
小
型
犬

900138000950596
女生，2014年生，中型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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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 ! Don't buy ! 請上本會網站：www.apatw.org

\麵包/

29

25

21

17

27

23

19

15

30

26

22

18

28

24

20

16

\小麥/

\ 阿美/

\阿達/

\蛋蛋/

\油蔥/

\Bella/

\美果/

\元宵/

\大塊/

\大嘴/

\黑皮/

020005FA
73

女
生
，2008

年
生
，
中
小
型
犬

\小豪/\果汁/ \小晶/\巧達/

900138000606426
男生，2013年生，中型犬

900138000628078

女
生
，2013

年
生
，
中
型
犬

900128000629036
女生，2010年生，中型犬

900138000177375
男生，2011年生，中型犬

900138000793451
女生，2015年生，中型犬

02000525D
E

男
生
，2009

年
生
，
中
型
犬

900138000793317

女
生
，2017

年
生
，
中
型
犬

02000625C
5

女
生
，2014

年
生
，
中
小
型
犬

020005F728

男
生
，2008

年
生
，
小
型
犬

020006035B
男生，2011年生，中型犬

900138000593985

女
生
，2012

年
生
，
中
型
犬

00128000502578
女生，2011年生，中小型犬

900128000295281
女生，2007年生，中型犬

900138000487515

女
生
，2013

年
生
，
中
大
型
犬

900128001414233 020006056E

女
生
，2011

年
生
，
中
型
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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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芳名錄

    LOVE
 DOGS !

1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捐款方式

1.郵政劃撥方式：請見本雜誌第 16、17頁中，所附之郵政劃撥單夾頁。
2.單次／信用卡或郵局儲金捐款方式：單次捐款，請多利用本雜誌第 30頁的
捐款授權書進行捐款。

3.定期／信用卡或郵局儲金捐款方式（您領我養）：由雜誌 24、25頁中或上
協會網站（www.apatw.org）選擇動物，並以第 30頁的授權書捐款。

萬分感謝所有捐款人

5001元以上            捐款人

于羿莘　尹靜蘭　王易生　王家頤　

王慧玲　牟善惠　余忠益　李健芳　

汪美慧　林宇輝　姚桐白　胡　萱　

張欽梁　許詩斌　陳啟德　陳郯英　

陳禮仁　彭湘梅　彭顗澄　無名氏　

黃慧琪　蔡麗瑛　鄭明月　戴文珊　

薛雪芬　鍾佩伶　顧品芳　呂江倍

紅　秦玉蕙&秦玉菡　鈺馨投資有

限公司　向熙&向晴&向駿&王詩

涵&梁海珊　賴萱穎&賴怡文&賴

雅筑&許齡心&許瑀珊　

  
1001-5000元            捐款人

于春曉　王文忠　王秀珍　王怜凰　

王怡文　王　玠　王亭雅　王俊仁　

王俊勝　王俞琄　王秋賀　王貞乃　

王郁婷　王浚瑜　王素玉　王培倫　

王淑月　王富加　王惠蓮　王湘絜　

王靖縈　王誌亭　王誌賢　王慧琴　

王寶能　丘淳元　田文清　白小青　

白秀瑾　石芳語　朱宇琴　朱郁蕙　

江小黑　江思慧　江庭誼　江雅婷　

池月華　老　貝　何佳穎　何孟宣　

何俊瑩　何柏誼　何深溪　余采鴻　

余雲陵　吳少彤　吳心心　吳光文　

吳至凡　吳孟芸　吳幸如　吳欣蓉　

吳秉宗　吳思筠　吳洛儀　吳美芬　

吳淑玲　吳惠珍　吳碧雲　吳錦忠　

吳聲達　吳　鍇　呂○○　呂宜芳　

呂嵐馨　宋玟玟　宋雯琪　李 coco　

李佳容　李佳樺　李佳燕　李宗杰　

李宛靜　李怡慧　李芸儀　李青怡　

李國義　李淑銀　李瑞祥　李嘉欣　

李繁駿　李闓地　汪意惠　沈文儀　

沈琮傑　沈錦雀　阮人鳳　周元芬　

周佳昕　周彥呈　周錦瑟　岳秀隆　

林小棋　林允中　林月裡　林玉婷　

林立國　林先生　林君穎　林妤姣　

林育聖　林依宣　林季蓉　林怡慈　

林明慧　林欣儀　林俊龍　林盈甄　

林盈靜　林倩如　林桂生　林珮吟　

林淇翎　林淑芬　林淑娟　林惠貞　

林　雯　林　蒂　林鉅堯　林翠凰　

林憶秀　林曉玫　林穎俐　林麗華　

泡　泡　邱之柔　邱佳齡　邱惠琪　

邱潔芳　金小虎　姚培華　姚慧玲　

施亭如　段惠蘭　洪永鎮　洪韋傑　

洪素芬　洪陪慈　洪惠慈　紀惠英　

倪孟寧　唐紀渝　唐德成　孫玉華　

孫曉陽　徐〇〇　徐念慈　徐梅瑜　

徐雅婷　徐瑛怡　徐榕鎂　翁忠誠　

翁偉健　袁嘉福　高崇蘭　張正岳　

張立如　張育菁　張明智　張芷瑄　

張昱凱　張書華　張珮芬　張珮芳　

張　琦　張菀媛　張鳳書　張鳳雪　

張慧齡　曹玉屏　曹薇莉　曹馨瑋　

梁萬宇　梁靖敏　梁綺砡　畢文倩　

章克勤　莊秀美　莊哲綸　許友鄉　

許志源　許佳怡　許俊誼　許哲華　

許家碧　許智婷　許慧芬　許曉靜　

許馨云　連�璋　郭力綺　郭玉梅　

郭怡均　郭盼容　郭悅玲　郭　純　

郭敏政　郭慧如　陳丁丁　陳小嘟　

陳小嘟　陳永峰　陳玉蘭　陳光宇　

陳君宜　陳呂苹　陳亞芬　陳佩琳　

陳侒國　陳怡禎　陳冠樺　陳姵心　

陳姿蓉　陳宥羽　陳建智　陳政傑　

陳昭安　陳秋玉　陳美珠　陳美鈴　

陳羿君　陳羿璇　陳虹臻　陳香蓉　

陳娟娟　陳純敏　陳偉麟　陳敏瑤　

陳富嫦　陳惠君　陳紫娟　陳紫齡　

陳貴安　陳彙中　陳聖元　陳碧雲　

陳澤宏　陳穎杰　陳靜鈺　陳薈穎　

陳韻如　陳麗華　陳寶玲　陶裘蒂　

陸曉雯　彭千芬　彭敏芳　曾月英　

曾怡潔　曾　薇　游巧伶　游美娟　

湯文靜　程士芳　馮麗華　黃巧媚　

黃如敏　黃百蓮　黃妍臻　黃俊銘　

黃俐慈　黃品兒　黃盈姿　黃淩嘉　

黃　球　黃惠嬌　黃智慧　黃琪婷　

黃雅雅　黃鈺姍　黃嘉惠　黃馨慧　

黃齡瑛　楊弘宇　楊光第　楊芳芳　

楊思祺　楊啟欣　楊涵雲　楊靜蓮　

楊麗玉　溫琇萱　溫雅芳　葉秀鴛　

葉美玲　葉倬妍　葉瑞芳　葉曉青　

葉靜芝　葛立國　賈佩瑜　廖玟珊　

廖椿陽　廖慧珠　趙士程　趙丕慧　

趙雅琴　劉聿珍　劉佑安　劉宙諭　

劉品婕　劉建怡　劉恆孝　劉柏漢　

劉秋梅　劉美君　劉　祝　劉純瑜　

劉筑芳　劉鈞靜　劉雅芬　劉雅芳　

劉維純　滕怡光　潘君威　潘志松　

潘蒨蒨　潘覺君　蔡少筠　蔡巧伶　

蔡佳文　蔡宗珍　蔡尚晏　蔡欣伶　

蔡玫苑　蔡政育　蔡素卿　蔡淑琦　

蔡莉玲　蔡逸凡　蔡蕙芳　蔡鍈華　

鄭心妤　鄭佩珍　鄭宗明　鄭建興　

鄭淑慧　鄭凱禎　鄭晴瑜　鄭登琬　

鄭雅蓉　鄭漢道　盧玫君　盧蓓蕾　

盧鏗安　舘勝宏　蕭玉鳳　蕭百純　

蕭聿雯　蕭廷婷　賴盈甫　賴美鈴　

賴筱帆　戴　琪　戴新安　謝宗祐　

謝琇月　謝菀清　謝鎔兆　鍾慧靜　

鍾憶榮　韓忠翰　韓　傿　簡實熏　

聶逸翰　顏佑玲　顏鈺軒　顏麗華　

魏寶琴　瀚　鋒　羅心佑　羅玉琪　

羅承業　羅筱茜　羅蕙萍　蘇羿慈　

蘇琡華　蘇綉霞　龔莉雲　欒季耘

白家狗狗　徐賴秀霞　劉謝燕

然　歐陽如斌　歐陽艾伶　顏潘秀

蘭　范姜婷榆　耀瑪之店　蘇吳烏

燕　文合骨科診所　妍伸有限公

司　金霄宮玉陵殿　蔡英名孫振

英　李維書&劉士豪　陳淑娟&陳

毛弟　陳運瑩中醫診所　黃菊花&

李彥　謝國泰&曾素妤　巧巧&肥

肥&皮皮　正哲生技有限公司　波

波&Lucky& 黑皮　宸名設計有限公

司　頂元興業有限公司　潛屹企業

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國中 705 班

臺北市中正國中 718班　毅萬有限

公司 (楊美淑 )　嶸翔有限公司 (蔡

佳文 )　謝宜華 &Puppy&Puchu　永

淨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新揚光實業

開發有限公司　建通精密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松華不動產仲介經紀

( 股 ) 公司　國際扶輪新竹西北扶

輪青年服務團　楊敦凱&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總務處　心向創意設計工

作室等 16 家公司 ( 心向創意設計

工作室、打帖客工作室、田園城市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立呈創意有限

公司、禾本科股份有限公司、沛瀅

有限公司、亞力文化工作室、俠客

行文創顧問有限公司、倆作創意工

作室、捷可灣國際商行、凱昀國際

有限公司、猴子設計有限公司、詠

悅國際有限公司、聚落文創有限公

司、聚落文創有限公司安平門市、

璦薇兒企業社 )　孔姿靜老師與學

生 (孔乃德、孔地龍、孔姿靜、方

博弘、王妍羚、王佩琪、王培安、

王賢昱、位雨秋、何昆錡、何昆霖、

吳佩璇、李芯、沈沛諼、沈靖宸、

周賢政、林哲瑜、林哲廣、林哲緯、

林暉恩、林靖軒、邱湘涵、姚湘苓、

胡博庸、胡博翔、胡嘉玲、胡嘉珍、

師薇喬、高郁涵、張宇綸、張安、

張宥崴、張家瑋、張詠昌、莊鈞筑、

莊鈞翔、連寬寬、陳劍旗、彭博庸、

馮芷沁、馮采羚、黃千慈、黃俊瑋、

黃郁文、黃郁軒、黃郁雯、葉林鳳、

葉哲維、葉凰玉、詹沁諭、廖啟仁、

廖啟佑、蔡宜庭、賴怡璇、謝子儀、

謝玉山、鍾陳頤、羅振廷、羅紹文、

羅華木、羅聖堯、羅聖翔、蘇于涵)

Baby　Boby&Angel　Daisy　Elina　

Tin

501-1000元               捐款人 
丁子倖　丁苑純　丁祖芬　于子涵　

于凱卉　于詩涵　小米酒　孔妍絨　

孔繁敏　尤郁茹　尤筱雲　方文玲　

方秋金　方舜以　方嘉敏　王大瑋　

王小姐　王之侶　王仁忠　王文英　

王世宏　王右軍　王　平　王玉茹　

王玉琴　王安儀　王君郁　王含吉　

王妙詩　王希勻　王怡文　王怡婷　

王怡雅　王欣裕　王欣毅　王炘岱　

王建武　王思涵　王昱舜　王秋絨　

王科驊　王羿婷　王韋甯　王家儀　

王書韻　王珮怡　王素娟　王素滿　

王茹卉　王　翎　王婷瑩　王惠芳　

王晴儀　王照鈞　王稜嘉　王筱璇　

王群憲　王詩璇　王鈺云　王嘉田　

王夢屏　王嶠奇　王慧敏　王誼馨　

王憶萍　王曉琍　王曉雁　王蕙蘭　

王薇茜　王懷翎　王韻茹　王孆瑩　

王議嶔　王鐽智　王鶯鶯　丘芷潔　

丘芸芸　包琪瑤　包慧華　古佩玉　

奶茶媽　田玉君　田雅文　田錦衡　

白純純　白素蓁　白曉玫　任秀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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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芝敏　吉　米　吉薇妮　吐司麻　

朱世君　朱仕任　朱衣靖　朱怡瑄　

朱素香　朱慈韻　朱蕙瑾　朱驥瑋　

江亦涵　江自傑　江享玲　江旻芳　

江旻珊　江思樺　江美璇　江偵安　

江莉惠　江瑞萍　江瑞蓮　江曉嵐　

江懿倫　米　蠟　米露庫　何之韶　

何如薇　何守先　何秀琴　何承樺　

何既明　何昭宜　何美瑜　何浩勛　

何球球　何善榕　何瑜珊　何瑞雲　

何筱梅　何詩涵　何德芳　何慧玲　

余佳雯　余欣純　余紋綺　余晨祥　

余富霖　余雅珍　余慧美　余燕菁　

利玟潔　吳一葦　吳　亦　吳如惠　

吳羽婕　吳汶涓　吳育菁　吳佩璇　

吳佳樺　吳孟芸　吳季虹　吳宜芬　

吳怡萱　吳怡慧　吳怡螢　吳牧禮　

吳芷昀　吳芷瑩　吳俐潔　吳品葳　

吳姵瑾　吳思葶　吳思慧　吳映樺　

吳秋燁　吳苓瑋　吳貞慧　吳娟娟　

吳家茵　吳珧婷　吳珮君　吳祖偉　

吳健蘭　吳國詠　吳婉君　吳曼汝　

吳梅英　吳涵韻　吳淑青　吳淑蓉　

吳惠茹　吳惠群　吳雅媛　吳塔拉　

吳毓芸　吳瑞徵　吳嘉明　吳語庭　

吳慧炫　吳慧玲　吳慧嫺　吳箬楠　

吳燕綺　吳穎京　吳韻儀　吳耀敦　

呂介惠　呂秀鳳　呂宜芳　呂昕樺　

呂芬怡　呂國璋　呂婉阡　呂紹強　

呂學政　宋包子　宋佳函　宋哲遠　

宋敏瑋　宋曜宇　巫奇妮　巫慧萍　

弟　弟　李○蒨　李○寬　李之蕙　

李文秀　李文蘭　李主華　李巧媛　

李玉真　李亦淳　李孝緯　李秀珍　

李秀珠　李秀紋　李亞恬　李亞臻　

李佳玲　李佳蓁　李佳蓁　李佳蓉　

李佳蓉　李佳馨　李佾璇　李孟芳　

李孟潔　李宗沂　李宜恬　李承熹　

李東奇　李肥肥　李芝嫺　李青芸　

李俞臻　李姵穎　李姿亭　李姿儀　

李威志　李春鳳　李昭瑩　李珀玉　

李　盼　李秋芳　李秋慧　李美英　

李美貞　李美貞　李韋葶　李　凌　

李家羚　李珮婕　李純魚　李國華　

李國鈺　李婉如　李婕莉　李崔西　

李敏存　李淑鈴　李淑蘭　李清文　

李雪菁　李景維　李琪箴　李翔鈴　

李詠珊　李　瑑　李瑞英　李瑞栩　

李筱薇　李資運　李嘉卉　李碧玲　

李蒨生　李銀樺　李潔昕　李蓮淑　

李蕙玶　李錦枝　李靜婷　李　璐　

李曜先　李麗環　李馨嫻　李懿軒　

李霽岡　杜玠瑤　杜建霖　杜美芳　

杜嘉珊　沈宇婕　沈坤成　沈欣雅　

沈秋菊　沈美雲　沈曉瑩　車可葳　

辛承恩　邢慰慈　阮玳霓　阮雅婷　

亞　亞　卓呆呆　卓佳芳　周于婷　

周子愛　周成忻　周廷鈺　周志銘　

周亞儀　周佩琪　周宜萱　周芳宇　

周芷淇　周昭弘　周禹丞　周倢如　

周晉宇　周基祥　周淑芳　周淳瑋　

周逸柔　周雅雯　周瑛惠　周碩幟　

周德彥　周慧如　周麗伶　妮　可　

宛純貞　岡百柔　房東華　房品妍　

林于婷　林于棟　林小黃　林以婕　

林巧茵　林　正　林正仁　林玉萍　

林玉蘭　林君怡　林妏穗　林秀玉　

林育莉　林芊妤　林佩怡　林佩琪　

林佳妏　林佳昀　林佳樺　林孟賢　

林孟臻　林季嫻　林宛瑩　林宜萱　

林岱蓉　林怜伶　林怡君　林怡均　

林怡婷　林　昂　林泓倫　林玟伶　

林玫妤　林芳如　林芳宇　林芷瑩　

林金蓮　林俐緯　林俞君　林信儀　

林勇箴　林品均　林品宏　林奕綺　

林彥潁　林思妤　林思芃　林思潔　

林政鑫　林玲如　林玲君　林珊如　

林珊汝　林秋宜　林秋婷　林秋瑋　

林美華　林郁恩　林香蓓　林倩玉　

林倩伃　林娟如　林家如　林家帆　

林家筠　林家維　林宸亘　林庭瑄　

林庭綺　林桂貞　林素真　林素雀　

林素華　林茹瑩　林婉宜　林敏彥　

林曼莉　林淑芬　林淑芬　林淑婷　

林莉莉　林雪莉　林琬瑜　林硯芬　

林雅芳　林雅玲　林雅萍　林雅雲　

林愛卿　林新福　林暐宸　林瑀喬　

林資堂　林嘉勇　林碧鈴　林翠珊　

林慧玲　林慧容　林憶蓓　林穎俊　

林靜如　林靜宜　林靜宜　林靜慧　

林瓊玉　林藝臻　林麗華　林櫻子　

泡　泡　花語鴻　邱元元　邱文怡　

邱佩芸　邱佩晴　邱彥錞　邱盈筑　

邱羿霏　邱郁真　邱韋菁　邱珮詒　

邱素娥　邱淑婷　邱琬茜　邱雅美　

邱雅莉　邱雅蘋　邱裕峰　邱碧霞　

邱韻凌　邱馨慧　邵心佩　邵書偉　

邵　琳　金念瑩　金瑞瑤　金義凱　

阿部櫻　阿獎哥　侯一岑　侯淑媛　

侯瀞雅　俞曉玲　姚學維　姜玉芬　

姜妍如　姜松年　姜青慧　姜政宏　

威　威　施卉軒　施合一　施妙玫　

施秀宛　施承悅　施宣雄　柯佩儀　

柯若瑤　柯靜芬　柳𤧟𤧟　段裕華　

洪于雯　洪小姐　洪仕娜　洪君儀　

洪其豪　洪郁雯　洪素秋　洪國權　

洪淑貞　洪楷哲　洪瑜伶　洪慧茵　

洪曄蕾　紀宗邑　胡可靜　胡采綸　

胡若安　胡家鳳　胡淑貞　胡惠如　

胡雯婷　英格蘭　范芸萱　范　惇　

范惠茹　范意翎　范瑞香　范鴻晸　

倪仁仰　原道平　唐宏儒　唐詩蘋　

唐慶齡　唐懿玲　夏小欣　夏郁雯　

夏筱婷　夏熙媛　孫大宇　孫孟群　

孫英奇　孫珮真　徐小瑛　徐　安　

徐至芃　徐育婷　徐若蘭　徐郁婷　

徐國棟　徐翊秀　徐菁穗　徐雅倩　

徐雅婷　徐豊鈞　徐嘉玲　徐嘉璟　

徐嘉穗　徐甄翎　徐鳳珮　徐慶娟　

徐樂文　徐櫻瑞　徐懿筠　殷倩儀　

祝靜儀　秦嘉華　秦緒文　秦瓊霞　

翁玉惠　翁林薇　翁柏淵　翁彩玲　

翁琬婷　荀蕙芳　袁錦芝　郜錦程　

郝麗麗　馬乃婷　馬冠裕　馬浩然　

馬雪葵　馬爾慧　高子涵　高子晴　

高小可　高文麗　高世忠　高迪奇　

高　容　高萊燕　高毓翎　高　瑋　

高慧敏　高曉怡　康嘉峰　張小姐　

張丹玉　張仁帥　張文薰　張世凡　

張巧薇　張永政　張宇璇　張伯誠　

張呈傑　張志鴻　張秀文　張其中　

張知行　張芳瑋　張芳瑜　張芸溱　

張雨潔　張品蓁　張思茹　張盈盈　

張美玲　張俶俠　張倩敏　張哲瑋　

張晏甄　張桂熏　張桂禎　張啟珊　

張　婕　張康麟　張淑芳　張淑虹　

張淑貞　張淑敏　張淑惠　張珺涵　

張媛萍　張晴崴　張智娟　張朝萬　

張棋勛　張琬喻　張紫能　張舒涵　

張舒珽　張詞湘　張雅然　張雅馨　

張意嫺　張筱君　張筱涵　張　萱　

張詩涵　張頌妍　張嘉元　張嘉群　

張榛芸　張睿修　張蓉蓉　張語瑄　

張韶中　張靜婷　張懷中　張瀠方　

張瓊方　張瓊芳　曹大發　曹春秀　

梁承慈　梁修真　梁惠萍　梁臺芳　

梁襄筠　梁露文　球　球　盛玲華　

章容甄　章詠晴　莊世欣　莊志成　

莊佳敏　莊函潔　莊博凱　莊婷雅　

莊鈞惠　莊雅涵　莊瑜芳　莊慧娟　

莊曉薇　許乃文　許心珏　許文成　

許文馨　許卉緗　許巧華　許如珣　

許宏輝　許宗陽　許美惠　許英珍　

許家綸　許珮珊　許淑美　許淑婷　

許惠萍　許景泰　許智讓　許瑞芳　

許榮傅　許蓓妮　許藝瓔　連宜禾　

郭千華　郭文賓　郭育凡　郭孟君　

郭宜慧　郭昀煒　郭芯妤　郭冠伶　

郭品慕　郭姵妤　郭為紳　郭郁雯　

郭晏芯　郭晏珊　郭書良　郭軒中　

郭惠宜　郭　愷寗郭慎燕　郭毓梅　

郭稔齊　郭豐棠　郭寶珠　陳○○　

陳小姐　陳心嵐　陳心萓　陳木松　

陳可楨　陳巧容　陳永心　陳立心　

陳立豪　陳光雲　陳如玉　陳守中　

陳安芯　陳伯豪　陳志祥　陳忻緯　

陳秀麗　陳芊儒　陳貝佳　陳亞琦　

陳亞慧　陳佩君　陳依舟　陳孟佳　

陳季青　陳定華　陳宛姍　陳怡伶　

陳怡君　陳怡君　陳怡均　陳怡攸　

陳怡雯　陳怡臻　陳昀暄　陳明如　

陳明秀　陳明煌　陳明澤　陳泓廷　

陳芝樺　陳金鑾　陳俊志　陳俞烜　

陳冠嘉　陳冠綾　陳冠豪　陳勁豪　

陳品齊　陳品儒　陳奕舒　陳姵君　

陳姵蓉　陳姿伃　陳姿伊　陳姿伶　

陳姿吟　陳姿婷　陳姿樺　陳姿樺　

陳封樹　陳建勳　陳建霖　陳彥婷　

陳彥潔　陳思仰　陳思潔　陳政雄　

陳昱帆　陳昱廷　陳昱潔　陳昱臻　

陳昶元　陳柏仁　陳柏宇　陳柏涵　

陳柏翰　陳珏霖　陳盈芳　陳秋華　

陳秋燕　陳　約彣陳美伶　陳美穎　

陳美靜　陳羿璇　陳致吟　陳虹君　

陳貞慧　陳郁涵　陳重吉　陳韋銍　

陳香君　陳家淇　陳家蓁　陳書喬　

陳桂萱　陳浩陵　陳祖華　陳素芳　

陳素俞　陳素慧　陳婉如　陳淑慧　

陳　陵　陳凱薇　陳惠美　陳惠娟　

陳紫瑜　陳貴雅　陳進源　陳逸琳　

陳雅婷　陳雅雯　陳圓寶　陳愛華　

陳慈惠　陳瑋翎　陳瑞玫　陳筠樺　

陳筱君　陳資生　陳資蓉　陳鈺惠　

陳嘉玲　陳睿騏　陳維華　陳蓓文　

陳遠智　陳德維　陳慕勤　陳慧珊　

陳慧瑜　陳慶宏　陳慶琪　陳　瑾　

陳曉玲　陳曉貞　陳曉敬　陳曉鈺　

陳曉甄　陳澤富　陳燕萍　陳穎潔　

陳螢瑩　陳靜慈　陳靜縈　陳薇云　

陳薇安　陳嬿竹　陳麗安　陳麗棋　

陳麗霞　傅玉枝　傅家玲　傅珮淇　

傅貴月　傅　毓媖喻玉梅　彭立維　

彭成傑　彭佳芸　彭佳緣　彭盈慈　

彭修韻　彭桑柔　彭楷淇　彭毓婷　

曾于娟　曾于薇　曾子庭　曾文耀　

曾宗濱　曾恒禛　曾星雲　曾昱燊　

曾柏儒　曾珏綺　曾郁芸　曾淑菁　

曾竣賢　曾雅琪　曾微予　曾敬芳　

曾薇心　游秀閔　游釔鈞　游富貞　

游琬偵　游靜嘉　湯婷婷　湯逸梅　

湯雅芳　湯蕙華　程功瑋　程奕心　

程郁淳　程盛梅　程維琪　童文義　

童裕榮　華澤淳　馮　溱　黃○○　

黃士瑋　黃子珈　黃子瑜　黃文琪　

黃文暄　黃世維　黃巧文　黃永信　

黃玉芬　黃玉青　黃玉琇　黃伊君　

黃如君　黃衣伶　黃君能　黃妙玉　

黃宏熾　黃廷郁　黃宗盛　黃宜菁　

黃泓德　黃俊雄　黃俊耀　黃冠傑　

黃南海　黃姵姍　黃姵綺　黃彥翰　

黃昭瑛　黃玲玲　黃玲瑜　黃盈瑄　

黃美世　黃美雪　黃若羽　黃若婷　

黃哲郁　黃書蓉　黃書隸　黃素幸　

黃素萍　黃偉成　黃健鈞　黃婉蓁　

黃淑玲　黃淑美　黃淑惠　黃淑華　

黃清怡　黃章銘　黃傅源　黃　婷　

黃　森　黃貴英　黃雅屏　黃雅淩　

黃敬哲　黃瑞明　黃筠芸　黃筠茜　

黃筱雯　黃聖倫　黃詩媛　黃鈺珈　

黃靖絨　黃嘉敏　黃嘉雯　黃嘉萱　

黃維君　黃儀芳　黃慧璧　黃慶榮　

黃瑩綺　黃靜江　黃靜慧　黃靜慧　

黃駿奕　黃麒蓉　黃麗玲　黃麗娟　

黃櫪瑩　黃耀瑩　黃馨慧　塗士彥　

廉　茵　愛狗人　楊千芳　楊士儀　

楊大緯　楊子萩　楊小咪　楊月金　

楊玉芳　楊立業　楊立嘉　楊沁穎　

楊佳錫　楊宗穎　楊宗翰　楊尚恩　

楊忠霖　楊旺旺　楊恬儀　楊昱鵬　

楊若苓　楊若筠　楊宸甄　楊祖安　

楊茗雅　楊偉辰　楊敕貝　楊涵芸　

楊淑媚　楊淑雯　楊淑雲　楊統智　

楊雪珠　楊善狼　楊惠晴　楊惠萍　

楊斐瑤　楊硯博　楊雅婷　楊雅婷　

楊雅鈞　楊銘昌　楊曉惠　楊蕓溱　

溫凡緯　葉子瑒　葉立敏　葉光庭　

葉育岑　葉佩雯　葉佳欣　葉佳柔　

葉東諺　葉芷欣　葉姿敏　葉美君　

葉倩妏　葉紜嘉　葉素雲　葉國棟　

葉貴純　葉雅欣　葉蕙心　葉鑫乾　

葛子菁　葛瑞祥　詹子瑩　詹少蓁　

詹玟菱　詹啟志　詹國鵬　詹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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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佩珊　雷遠志　廖小幸　廖小茹　

廖允杰　廖玉玲　廖立菱　廖至正　

廖妘庭　廖汶凌　廖忠倫　廖芳誼　

廖威弘　廖美玉　廖員翌　廖哲聖　

廖桂美　廖素蓁　廖凰朱　廖婉余　

廖婉君　廖琇瑩　廖逸璇　廖繼光　

熊哲瑩　瑪奇朵　蓋美玉　裴瑛琪　

褚緗婷　趙一澄　趙丕彥　趙伯鈞　

趙怡荏　趙珮妤　趙淑芳　趙惠松　

趙貴美　趙開元　趙雲霞　趙廣君　

齊柏勛　劉乃毓　劉人鳳　劉又方　

劉于琳　劉方怡　劉如娟　劉　育　

劉宛怡　劉治瑾　劉知昱　劉雨惠　

劉俐媛　劉姵誼　劉姵鑫　劉政宜　

劉昱彤　劉柏良　劉美楨　劉虹伶　

劉貞君　劉韋辰　劉倩儀　劉哲瑋　

劉家莉　劉家綸　劉雪金　劉善倫　

劉景湖　劉渭芬　劉雅玲　劉雅玲　

劉雅萍　劉傳壽　劉嘉馨　劉慧英　

劉憶禛　劉穎悅　劉錦芬　劉靜憶　

劉馥瑄　劉騏榛　潘佳琪　潘宜桂　

潘國慶　潘莉玲　蔡○○　蔡卉倫　

蔡育姍　蔡佩宜　蔡佳倫　蔡佳容　

蔡佳荏　蔡佳硯　蔡佳霖　蔡坤昌　

蔡孟伯　蔡承翰　蔡易潼　蔡秉均　

蔡秉洪　蔡秋雲　蔡美淑　蔡庭安　

蔡校茹　蔡淳名　蔡琇文　蔡雪芳　

蔡婷兒　蔡嵐萍　蔡貿丞　蔡雅雯　

蔡稜青　蔡嘉文　蔡旗哲　蔡榮蘭　

蔡睿元　蔡碧珊　蔡曜宇　蔣欣芸　

蔣彥欣　蔣容榕　鄧干城　鄧孔彰　

鄭心綾　鄭民玲　鄭夙惠　鄭如妘　

鄭如軒　鄭米琇　鄭育慈　鄭宛柔　

鄭宜鈴　鄭幸宜　鄭幸洵　鄭明宏　

鄭思賢　鄭若榆　鄭家明　鄭家雯　

鄭珮吟　鄭素真　鄭婉寧　鄭淑宇　

鄭淑娟　鄭雪芬　鄭詠文　鄭詠薇　

鄭瑪玲　鄭鳳雅　鄭　錡　黎采婕　

盧廷鈞　盧怡辰　盧玟伶　盧芷怡　

盧茂林　蕭子熒　蕭小米　蕭孟萱　

蕭宜君　蕭美榆　蕭郁蓓　蕭惠丹　

蕭詠璋　蕭榮瑩　蕭璇慈　蕭靜芬　

蕭權君　諶怡華　諶模臺　賴乙萱　

賴玉華　賴　玓　賴佩君　賴佩佳　

賴季寧　賴怡君　賴怡君　賴明玲　

賴玟廷　賴芸喬　賴俊宇　賴俐吏　

賴品岑　賴盈如　賴秋昭　賴莉涵　

賴逢座　賴婷玉　賴筱婷　賴潔芳　

賴靜瑩　賴鐘山　賴櫻枝　龍佩伶　

龍萬芳　戴小英　戴竹君　戴秀玉　

戴秀玲　戴筱珺　戴興華　薛之薇　

薛貞強　薛賀勻　謝子郁　謝如欣　

謝佩芸　謝佩修　謝佩真　謝佩璇　

謝佳蓉　謝佳蓉　謝佳穎　謝和成　

謝宛庭　謝昀芯　謝明怡　謝秉儒　

謝雪君　謝富穎　謝惠娟　謝皓宇　

謝　綸　謝綺云　謝慧怡　謝瑩璇　

鍾玉珊　鍾淑玫　鍾琇媛　鍾雅雯　

韓芷嫙　韓靜靜　簡玉賢　簡妤庭　

簡秉鈞　簡彩玲　簡凱雲　簡惠玲　

簡愷芸　簡　毓　簡麗蓉　闕怡如　

顏郁玲　顏毓萱　顏靖宇　顏嘉葦　

顏銘宏　顏懷謙　魏秉儀　魏素沼　

魏瑞蓮　魏麗萍　羅一中　羅尹萍　

羅彩薇　羅淑華　羅琬容　羅華美　

羅華齡　羅德君　羅慶璇　羅曉玲　

譚可心　譚怡蔆　嚴雯琳　嚴德祐　

藺善嘉　蘇千茵　蘇子菲　蘇永忻　

蘇怡菁　蘇怡瑄　蘇奕璿　蘇郁珊　

蘇郁婷　蘇郁琦　蘇堉嘉　蘇傑瑜　

蘇暐婷　蘇　萱　蘇裕仁　蘇裕敦　

蘇鈺雯　蘇靖雯　蘇慧苓　蘇曉倩　

蘇燕津　蘑　菇　鐘淑嫆　饒季汝　

騰 騰　鐵　皮　顧侒茹　顧怡倩

顧皓仁　山林加奈　石田菲菲　吳

蔡秀珍　李簡素卿　妹妹 ( 林

'S)　幸福農場　皇甫嘉華　孫福滌

身　翁林凱新　崔黃伊藍　常王慧

珍　黃陳雪卿　黑寶花花　端木芸

珊　燕子Chiu　謝郭金連　寶貝奶

茶　毛弟 / 窩窩 / 皮皮　王雋 &吳

亭葶　婕茹 &博文　曾亦翔 Sean　

鄭紫綺 ( 陳太太 )　王顥學 &林苑

寧　吳致儀 &施崇陽　李冠蓉 &

戴沛煬　豆工房咖啡商行　車沛婕

&蔡智瑋　林容慈 &劉峻瑋　洪

崇雄 &簡鸞瑮　陳品璇 &黃郁倫　

陳宣任 &陳宥蓁　陳致遠 &陳育

涵　陳臻瑋&楊雅惠　萌大王寵物

沙龍　劉穎蓉&徐巧翎　蔡沛江&

戴君伊　蔣幸樺&湯培崧　賴榮偉

&賴彥愷　三電貿易有限公司　尼

尼大咪妹妹樂樂　沃鑫工程有限公

司　招財 &圓圓 ( 俞金梅 )　朋柏

實業有限公司　渼銡創藝有限公司　

躲貓貓寵物生活館　磊固科技有限

公司　友信行股份有限公司　紜

采髮藝造型工作室　維特昇國際有

限公司　劉書文建築師事務所　鑫

立家興業有限公司　長新檢驗科技

有限公司　長豐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國興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沈妙玲&

沈妙雲 &沈婉恬　高鳳謙 &高有

俞&李星彤　諾德斯燈具股份有限

公司　瑞星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　

葳夫利德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方瓊

婉 &明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財

團法人高雄市黃文獻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孔姿靜老師與學

生 (楊芯羽、楊家維、楊淳讌、楊

琪 荃 )　Albee　Anna Wu　Cammie　

Candy　Celia Chang　Claire Wang　

Coffee Compu-Fixer電腦維修　Eillen　

Elaine Chen　Ellen Chen　Eve Chiu　

Gita Gucci( 酷 奇 )　Gucci( 酷 奇 )　

Irisa Chen　Jamie Huang　Jimmy 曾　

Judy Lee　LiOlenj　QBI羊羊　Sherry　

Sophia Huang　Trista Huang　Viven

　
500元以下                捐款人 

方沛鏵　方彩霞　王以雯　王以萱　

王可軍　王妍瑾　王政憲　王玲惠　

王美雪　王珮菁　王培妤　王莉鳳　

王竣練　王瑞鳳　王裕勛　王嘉恩　

王嘉楨　王燕婷　王靜樺　王蕾緗　

王藝嬛　王韻婷　王麗芬　王靈芸　

田季蓉　田宗杰　申榮輝　白碧瑩　

石一志　石于嬅　朱惠美　朱靖元　

朱麗菱　江家慧　江展逵　江梅玉　

江陵銣　江璧梓　何月玲　何安琪　

何秀蘭　何　欣　佘宗嬿　余朋憲　

余嗣英　吳小姐　吳永淩　吳玉伶　

吳先生　吳光慶　吳妍錡　吳秀慧　

吳忠駿　吳昭毅　吳美華　吳敏珠　

吳章秀　吳紹瑜　吳陳耀　吳雅菁　

吳慧珊　吳穎成　吳麗珍　吳麗慧　

吳麵魯　呂淑惠　呂麟鳳　妞　妞　

宋兆倚　宋盈榛　李乙茜　李玉雲　

李步雲　李育慧　李辛茹　李佳倫　

李佳蓉　李怡貞　李怡錦　李旻靜　

李昕玹　李欣宜　李采芸　李建勳　

李彥蓁　李政芳　李美華　李美慧　

李庭瑞　李偉傑　李健俊　李淑貞　

李媛鈺　李惠娟　李舜琪　李雅麗　

李瑞齡　李福慶　李蒼梧　李曉秋　

李燕雯　李麗玟　杜小姐　杜俞潔　

杜淑芬　汪柏宏　汪致豐　汪國華　

沈小姐　沈秀珠　沈秉旻　沈雅潔　

沈嘉玫　沈蕙敏　狄芳芳　阮阿仙　

周心琳　周秀茹　周秀環　周佳慧　

周佳慧　周劼慶　周松穎　周純淨　

周堅貞　周雅珍　周噹噹　周龍珠　

林子愉　林文珠　林文鎮　林月如　

林正英　林玉玲　林沁儒　林男洧　

林佩鳳　林佳燕　林欣潔　林欣諭　

林芷鈺　林俊佑　林俞均　林彥君　

林彥均　林昱婷　林胤秀　林家瑋　

林書瑜　林素娥　林素禎　林啟宏　

林淑雯　林淑慧　林勝孜　林惠敏　

林瑞盛　林粲豪　林聖翔　林詩苓　

林碧芬　林銘哲　林　穎　林錦明　

林靜玉　林篠菏　林麗兒　邱大維　

邱小姐　邱文杰　邱兆煇　邱阿寶　

邱秋菊　邱苑美　邱家慧　邱婉婷　

邱淑敏　邱筱芹　金效瑾　侯常裕　

侯雅萍　侯慧宜　姚瑞欣　姜慈琇　

施姍姍　施秉宏　施美華　施若璧　

柯宜均　洪一碩　洪千雯　洪水河　

洪志明　洪志諭　洪宛君　洪金里　

洪胤珏　洪振揚　洪珮瑄　洪啟彰　

洪脩涵　洪敦慧　洪傿卿　洪嘉禎　

洪廣芳　洪曉雯　紀小姐　紀翠華　

胡順順　苗培榮　范良沛　范佩琪　

倪毓婉　唐慧萍　唐憶薇　夏邦晉　

孫浚翔　孫國偉　徐芳龍　徐美婷　

徐偉峻　徐瑞堂　徐慧娟　翁明源　

翁雅瑩　翁愛蓮　袁筱薇　袁道寬　

高小姐　高月蘭　高香妮　高珮蓁　

高麒富　高寶月　區可君　崔仲翔　

張之芃　張元竣　張文偉　張文馨　

張正凱　張名欣　張　汎　張秀蒨　

張育修　張育菁　張彥群　張珈銘　

張家綺　張益瑞　張國欽　張曼娜　

張涵青　張淑萍　張淑齡　張莉雀　

張凱茵　張惠中　張舒涵　張鈞雅　

張雅評　張意如　張毓軒　張瑜紋　

張瑞琳　張榮真　張嘯世　張誼安　

張豐文　張瀞文　張麗娟　張寶山　

張鐘元　曹譽鐘　莊先生　莊亭芝　

莊梅瑛　莊凱琋　莊熏貽　許可樂　

許沁如　許珊華　許家齡　許峻誠　

許桂禎　許欽傑　許順桂　許義豪　

許銘芳　許學榕　郭小姐　郭宗坤　

郭尚柏　郭昱含　郭陳幸　郭湘㪗　
郭菊美　郭維揚　郭鑫瑀　陳○○　

陳○鳴　陳小姐　陳小姐　陳心紜　

陳以庭　陳玉芬　陳玉綸　陳如淨　

陳吟如　陳宏輝　陳沛淙　陳秀娟　

陳秀敏　陳秀蓉　陳秀鳳　陳佩婷　

陳佳音　陳佳慧　陳佳馨　陳依利　

陳宜琳　陳怡如　陳怡誠　陳明進　

陳明群　陳亭儒　陳品緁　陳彥伯　

陳彥伶　陳彥婷　陳彥璋　陳思婷　

陳昭蓁　陳美芳　陳美圓　陳音嘉　

陳家豪　陳恩杰　陳珮綺　陳啟鴻　

陳培真　陳敏柔　陳淑貞　陳淑韻　

陳惠君　陳惠翎　陳菊妹　陳逸君　

陳聖杰　陳聖尉　陳道勳　陳鼎華　

陳壽全　陳睿鋌　陳蓉樺　陳韶芬　

陳慧書　陳霈芙　陳曉萍　陳蕾伊　

陳薇帆　陳麗珠　陳寶桂　陸玥彤　

陸蘭梅　彭小姐　彭宥勝　彭肅呈　

曾安妮　曾竹君　曾昭明　曾海雲　

曾莉晴　曾榮富　游幼真　游秀治　

游雅玲　游詩文　游嬌鳳　游慧雯　

湯庭姝　登　登　童毓琪　賀培琳　

隋宜蓁　馮世大　馮凱倫　馮慧芬　

黃子瑜　黃之親　黃月琴　黃月霞　

黃安妮　黃秀慧　黃怡銘　黃青芬　

黃俊翔　黃品欣　黃郁芬　黃郁婷　

黃振添　黃國樑　黃淑娟　黃淑萍　

黃淑銀　黃淑鶴　黃祥維　黃紹晉　

黃翌琳　黃惠貞　黃惠珠　黃菊蓮　

黃黑皮　黃嘉鳳　黃薰儀　黃麗玉　

黃麗珠　黃麗碧　黃寶猜　塗欽信　

楊久瑩　楊文彬　楊文萍　楊巧萍　

楊秀妹　楊依蓮　楊建德　楊美雅　

楊若蓉　楊家君　楊素甄　楊博全　

楊惠娟　楊瑞萍　楊聲涵　葉怡妏　

葉昭吟　葉苔芝　葉家愷　葉家豪　

葉清男　葉裕翔　詹心淇　詹翌葦　

廖文婕　廖秀璁　廖幸華　廖美卿　

廖振江　滿子瑋　熊欣怡　熊惠蘭　

劉伊倩　劉沐川　劉秀津　劉秀娟　

劉育瑄　劉阮英　劉明禮　劉彥忠　

劉彥麟　劉盈伸　劉美秀　劉美莉　

劉倩雲　劉家妏　劉振璋　劉桂鴛　

劉崇慧　劉淑芳　劉淑敏　劉舒恩　

劉瑞全　劉瑞雲　劉嘉蘭　劉臻宜　

劉璧玲　劉鎧綸　歐美秀　歐　麼　

潘玉美　潘怡婷　潘琦芳　潘詩柔　

潘靜雯　蔡先生　蔡如琦　蔡汶苓　

蔡秀媛　蔡佳凌　蔡依彤　蔡杰宇　

蔡思芬　蔡宸宏　蔡婉玲　蔡敏珊　

蔡嘉興　蔡蓉蓉　蔡澄妍　蔡縈繡　

蔡靜芳　蔣小皮　蔣翠美　鄧邦群　

鄧涵方　鄧進銘　鄧瑞儀　鄭合旭　

鄭夙吟　鄭宇凱　鄭佾華　鄭淑芳　

鄭笳卉　鄭博文　鄭景仁　鄭景仁　

鄭瑞碧　鄭義騰　鄭慧菁　鄭羲酩　

盧昱勳　盧麗姮　蕭月霞　蕭宛俐　

蕭莉蓁　蕭莞庭　賴沂淇　賴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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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份捐款芳名錄

福樂動物醫院
台中市 (04)2320-7030

華欣家畜醫院
黃慶榮

台北市 (02)2722-4122

弘安動物醫院
洪文貴

台北市 (02)2504-5630

華遠動物醫院
台北市 (02)2752-0960

Thank
you!定 期 贊 助

廣邀全省動物醫院集商家贊助，歡迎來電：（02）2704-0809，
或傳真至（02）2704-0991告知本會，謝謝大家！

雜 誌 印 刷 商 家

業社　吳予岑 &吳予希　高泉福

&高玉美　許志堃 &程秀惠　郭

麗玲 & 鄭春金　陳姿延 & 陳文

忠　游慶利 &李秋玉　黃柏雲 &

鄧靖紘　蔡欣倫 &蔡鈞浩　鄭皓

元 &林芓彤　福金剛國際有限公

司　晨星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aby　Charline　CoCo　Miu　MR. 

SIEGERT HEINZ

賴旻莉　賴柏均　賴秋美　賴格源　

錢宥汶　戴正道　薛仕明　薛宏成　

薛章榮　薛瓊雯　謝吉圃　謝宜蓁　

謝明峰　謝易軒　謝昕芮　謝凌宜　

謝創貴　謝碧娥　謝韻錚　鍾全亮　

鍾培玉　鍾薰育　簡文彥　簡仕玟　

簡朱琦　簡秀如　簡珞傑　簡珮伃　

簡培育　簡雅雯　簡溢均　簡誠輝　

藍淑娟　魏家全　魏翠珍　羅士超　

羅正忠　羅怡珊　羅彩雲　羅翊今

羅惠綾　譚錫英　嚴振倫　蘇妙娟

蘇育正　蘇亞梅　蘇哲頡　蘇啟瑜　

蘇淑玲　蘇菱琇　蘇銘傑　蘇麗娟　

顧正則　顧秋玉　顧若虹　龔美蘭

周楊秀蘭　林郭金花　洪妤庭

(Money)　許玉粉一家人　彰化市

劉小白　簡波奇一家人　永泰鑫企
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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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收據  □同通訊地址 □另寄（                                     ）
 ※協會不提供電子收據，定期捐款者統一於農曆年前寄發紙本收據，如有特別情況請來電告知。
 ※網路報稅者，翌年可直接由系統勾稽，無需搭配紙本。

。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為保護您的的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向台端告知當您填寫
　　此相關資料完成之後，即表示您同意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使用在捐款管理及協會相關活動通知之用。

編 (勿填)

※各項勸募專案皆具時效性，詳細內容請參閱協會官網。

※若您所認養犬隻為8歲以下，日後都有機會被安置在狗來富代養家園生活，家園地點多位於寬廣氣候佳的中南部。若您可能想要時常來看狗兒，可挑選場內老狗
，他們將不會被安排進入代養家園。

話

編
 (為配合財政部連線，需身分字號以供登錄)

話

本人授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郵政儲金匯業局(以下簡稱金融單位)，得自本人帳戶內進行自動轉帳付款作業，以支付本人給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
協會的捐款，但本人帳戶內無足夠餘款時，金融單位得拒付上述帳款，且應將此存款不足之事實通知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本人同意取消或變更本授權
之任何事項，應於每月月底前通知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並於次月開始生效。

發卡銀行：                銀行

□VISA □Master □聯合信用卡 □JCB

信用卡卡號：

      

信用卡有效期限: 西元         年         月              

持卡人簽名：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自動轉帳類別：（請勾選一項）

□存簿儲金 局號：□□□□□□-□

        帳號：□□□□□□-□

□劃撥儲金 帳號：□□□□□□□□

帳戶授權人身份證字號：

帳戶授權人簽名：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我不要收據  □同通訊地址 □另寄（                                     ）
 ※協會不提供電子收據，定期捐款者統一於農曆年前寄發紙本收據，如有特別情況請來電告知。
 ※網路報稅者，翌年可直接由系統勾稽，無需搭配紙本。

。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為保護您的的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向台端告知當您填寫
　　此相關資料完成之後，即表示您同意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使用在捐款管理及協會相關活動通知之用。

編 (勿填)

※各項勸募專案皆具時效性，詳細內容請參閱協會官網。

※若您所認養犬隻為8歲以下，日後都有機會被安置在狗來富代養家園生活，家園地點多位於寬廣氣候佳的中南部。若您可能想要時常來看狗兒，可挑選場內老狗
，他們將不會被安排進入代養家園。

話

編
 (為配合財政部連線，需身分字號以供登錄)

話

本人授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郵政儲金匯業局(以下簡稱金融單位)，得自本人帳戶內進行自動轉帳付款作業，以支付本人給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
協會的捐款，但本人帳戶內無足夠餘款時，金融單位得拒付上述帳款，且應將此存款不足之事實通知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本人同意取消或變更本授權
之任何事項，應於每月月底前通知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並於次月開始生效。

發卡銀行：                銀行

□VISA □Master □聯合信用卡 □JCB

信用卡卡號：

      

信用卡有效期限: 西元         年         月              

持卡人簽名：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自動轉帳類別：（請勾選一項）

□存簿儲金 局號：□□□□□□-□

        帳號：□□□□□□-□

□劃撥儲金 帳號：□□□□□□□□

帳戶授權人身份證字號：

帳戶授權人簽名：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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