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台 北 郵 局 許 可 證
台 北 字 5 6 6 2 號
財團法人台北市關渡宮

11260 台北市

北 投 區 知 行 路 360 號

無 法 投 遞 時 請 退 回

關
渡
媽 
2021年第2期
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贈　閱
110 年度

秋季祈安禮斗法會
農曆 9月9日～17日（10/14-10/22）

　　即日起受理登記



　發刊序

本宮快訊

　秋季祈安禮斗法會

　法會簡介（除瘟去煞、盂蘭盆、中元）

　公益活動

歷史人文

　關渡媽祖：在北臺的角色與地位

文物典藏

　石造龍柱：乾隆時期一覽

藝文展演

共同與關渡宮推動、耕耘現代

繪畫藝術

醫療保健

　頸椎疾病的手術治療

財經法律

　家族企業的傳承是可避免以失敗收場

科技新知

　掌握AI，引領未來

社區生活

　關渡記憶－養鴨人家

目  次
1

2

4

6

8

12

16

18

20

22

24

110 年度

秋季祈安禮斗法會
         農曆 9 月 9 日～ 17 日（10/14-10/22）

即日起受理登記
　　 請詳官網［網路點燈］http://www.kuantu.org.tw

　　 郵政劃撥，或以手機掃描下方 QR Code

111 年度
壬寅年犯太歲

虎、猴



發刊序

除瘟去煞、攜手防疫
時序來到入秋之際，然而一路走過疫情的起伏不定，但祈眾神庇佑、聖母護

持之下，諸位善信大德能夠平安度過。本宮鑑於五月以來的疫情爆發，配合政府

防疫措施一度暫時關閉；待疫情趨緩之後，即在符合政府的規定下，以高標準的

規格實施微解封。在這一段期間前來敬拜的虔誠信眾，雖然造成諸多的不便，但

都能體察當時的疫情險峻，願意配合本宮的安全維護措施，在此，向善信大德致

上誠摯的謝意！

因應當前新冠疫情帶來的不安，同時祈求媽祖慈悲，保佑信眾平安吉祥，本

宮特禮請　靈巖法師，於 8 月 5 日起連續二天半，假金龍廳舉辦「除瘟去煞植福

法會」，藉此為善信大德消災解厄，除瘟去煞。法會結束之後緊接辦理「盂蘭盆

法會」和「中元普渡」，不論疫情發展為何，本宮仍然會在符合政府防疫措施下，

持續辦理年例的法會活動，以將法會功德回向大眾。

本刊出刊之後正值「秋季祈安禮斗法會」，在此力邀各位善信大德的踴躍參

加，並一起展望來年的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並且攜手度過新冠疫情的挑戰。誠

摯感謝藝術家陳正雄老師、臺北榮總黃文成醫師、汯鉅科技趙宏仁總經理、正大

會計江睿垚經理等不吝賜稿，《關渡媽》2021 年第二期得以順利出刊。最後，擬

將邀請各界賢達的踴躍賜稿，持續豐富《關渡媽》半年刊的內容。

財團法人台北市關渡宮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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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媽祖成道飛昇，本宮將於農曆 9 月初 9（國曆 10 月 14 日 星期四）

舉行辛丑年「媽祖飛昇禮斗法會」（俗稱秋斗），至 9 月 17 日（國曆 10 月

22 日 星期五）止一連九天，誦經祈福、消災解厄。

相傳媽祖二十八歲那年的九月初九，登上湄山最高峰飛昇成道。自從媽

祖飛昇成仙之後，傳說經常以託夢或顯靈的方式，拯救在危險急難中的黎民

百姓。再加上生前慈悲為懷、行善濟世的事蹟傳遍鄉里，深受萬民的敬拜與

愛戴，於是農曆九月初九當天，除了是傳統習俗的重陽節之外，同時也是紀

念「媽祖飛昇」的重要日子。

「禮斗」是道教最主要和常用的祈福消災法事。據道教經典《太上玄靈

北斗延壽妙經》所記，「北辰垂象而眾星拱之，為造物之樞機，作人神之主

宰……有迴生注死之功，有消災度厄之力。」說明了道教對北斗主宰人間生

死禍福的信仰。民間認為世間所有的生命，都有斗宮主宰，所以人類亦需仰

賴星光照護身體。若有善男信女誠心禮斗，發願行善，自然可以達到延生賜

秋季祈安禮斗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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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轉禍為福的目的。

「斗」，係指「星

斗」；斗內有燈（又稱「元

神燈」），係生命根源之

象徵，是十二元神來源與

歸宿。斗既是人的生命元

神，故民間信仰中又有

「南斗延壽，北斗解厄」

的說法。拜斗時所朝拜的是自己的生命本命元辰，使元神光彩趨吉祛凶。祭

禮須禮請德高望重的師父主持。斗燈為最主要的祈福消災之物，斗燈其含意

具有微妙之靈應神物，可驅凶避邪消災解厄，祈福延壽。信徒可向廟方以個

人名義或公司行號出資認捐，若擔任總斗首可以獲得神明較多的福德庇佑。

本次秋斗法會，農曆 8 月 27 日（國曆 10 月 3 日星期日）上午 10 點在

正殿舉行總斗首、副總斗首擲筊，總斗首一名 10 萬元，副總斗首二名各 5

萬元，歡迎十方善信一同參與，共享媽祖神光庇祐。法會期間，每天都舉行

莊嚴的誦經儀式。農曆 9 月 16 日（國曆 10 月 21 日 星期四）下午舉行延壽

斗科儀式。次日上午 10 點敬拜玉皇上帝，下午 2 點施放焰口，誠摯邀請善

信大德蒞臨參拜。

凡參加拜斗者，先將全家丁口向主辦登記，以便登錄疏文。拜斗期間一

心誠敬，虔備鮮花果品到禮斗會場參拜亦可。人人至誠祈之，得以賜福晉祿

全家平安。歡迎各地信眾大德踴躍參加，可親自至本宮或來電：（02）2858-

1281 登記，或利用所附郵政劃撥單或上本宮官網用網路點燈。（文：陳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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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簡介
5月份本土疫情升溫，雖然 7月 27日疫情降級，

入內參拜民眾在人流管控下，仍需依照指示，確實

登錄實聯制、量額溫、保持社交距離及全程佩戴口

罩，本宮清潔人員則隨時加強環境清潔，以確實守

護每位信眾的健康，並且讓民眾能安心參拜。

● 除瘟去煞植福法會

為消災解厄，除瘟去煞，媽祖保佑信眾平安

吉祥，本宮禮請靈巖師父於 8 月 5 日起二天半在金

龍廳舉辦「除瘟去煞植福法會」。靈巖師父遵循潮

州釋教舉行佛教科儀，恭誦玄門龍舟開光科、旻天

收瘟隆福寶懺、瘟祖八寶驅瘟法懺、玄門驅瘟送船

科等四大經文除煞祛瘟、消災解厄，並唱誦藥師琉

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祈福保

佑、平安福慧。儀式從 5、6 日發表、法船開光、收

瘟、驅瘟，

掃去千災，

到第三天的 8 月 7 日上午舉行送法船科儀，

勸請各方大小瘟疫使者一一上船，並一一

唱名感謝各類押船大使，並圓滿送聖儀式。

透過「除瘟去煞植福法會」殊勝功德，集

十方諸佛菩薩與大眾的願力迴向，祈願眾

生遠離新冠肺炎疾病、消災延壽以及平安

喜樂。

● 盂蘭盆法會

本宮在農曆 7 月 1~3 日三天舉辦進主

護靈盂蘭盆法會，在配合防疫措施，本次

法會不對外接受報名參與，而是由師父引

領主祀者（本宮董監事代表）為奉祀在廣

4 台北市關渡宮



渡寺的先人亡靈，進行誦經超渡的儀式。法會於農曆 6 月 29 日下午引魂，次日開

始三天誦經，以超薦累劫先祖冤親，以及十方法界一切亡靈往生善處。

● 中元普渡

農曆七月十五日的中元普渡，是台灣民間重要祭典，關渡宮舉辦中元普渡，

由五大角頭輪流當值贊普。關渡宮普度五角頭（或稱「五大角頭」、「五大角」）

則由關渡、嗄嘮別、北投庄、唭哩岸、石牌的大範圍的聯庄聚落組成，據說是在

日治初期關渡宮重建時才統合的。目前五大角頭範圍絕大部分在北投區，少部分

在新北市淡水區，以「里」為基本單位。

「普度五角頭」主要負責關渡宮的中元祭典，每年輪值一角頭在農曆七月

十五日中元節於關渡宮內，延請釋教法

師設壇�建一朝中元醮典。儀式由中元節

的子時起鼓、發表，上午請佛、拜懺、

獻供，下午拜三界、牽水車�藏以及放焰口。

值年角頭於下午登臺普施放焰口時，須

準備供品於廟埕參拜，廟方為鼓勵里民

踴躍參加普渡。大家為了拼場面，當值

的角頭值事們，都會盡力邀請里內民眾，

準備牲品至關渡宮廣場參贊，誰的場面

越大，代表該角頭越富裕。當天還舉行

賽豬公，豬公競重比賽增添活動的趣味

性。如能打破紀錄，更可留名〝廟史〞，

而活動結束後，並將豬肉分送親朋好友，

為農業社會「不獨享，分享福氣」的純

樸人情味的寫照。當年盛況空前，但因

時代變遷，及配合政府推行精緻祭拜，已

不盛行賽豬公。為了崇敬神祇之心，在社會共同的正向溝通及逐步轉型中，保留

傳統宗教民俗、人道精神及動物保護的調和兼容，鼓勵各里採米、麵條、罐頭或

其沙其馬做其素豬公參加普渡。

今年輪值唭哩岸角為東華里、立農里、立賢里、尊賢里、吉利里、吉慶里、

湖山里、湖田里、泉源里、永和里、永欣里、永明里等 12 個里主普。在依照中央

降級指引，則由輪值里里長提供素豬公，及里民代表準備祭品參與普渡。法會舉

行在慶讚中元、普渡眾生，並且將信眾捐贈白米分送孤兒院、教養院及清寒家戶。

（文：李麗華）

● 1998 年中元普渡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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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宮董監事在本土疫情持續升溫的情況下，仍努�力推動各項社會公益慈善事業

不遺餘力，不僅積極關懷地方機關學校，並且提供物資作為防疫人員後盾：

● 頒發 110年助學金

本宮 110 年度助學金，經助學金審查小組開會決議，大專錄取 1,036 名，每名

給予�金新台幣 5,000 元；高中職 620 名，每名給予�金新台幣 3,000 元；國中 850 名，

每名給予�金新台幣 2,000 元。花蓮縣富里鄉、卓溪鄉家境清寒學生專案助學金，錄取

46 名（大專 17 名、高中職 13 名、國中 16 名）。

● 捐贈防疫物資給警消人員

因應疫情升溫，警察人員需協助快篩站的秩序維護及各項疫調勤務，消防人員

除身兼第一線 COVID-19 患者之載送救護勤務，並配合疾病管制署執行專案任務，

出勤全程均需穿戴防護裝備，及承擔染疫的高風險。為了保護警消值勤人員的安全，

本宮捐贈 10,000 件隔離衣及 10,000 個 N95 口罩給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捐贈 1,000 件

隔離衣及 1,000 個 N95 口罩給臺北市政府萬華分局。

● 捐贈防護衣及 N95口罩給醫護人員

COVID-19 疫情嚴峻，站在最前線的醫護人員在高風險環境下，在防堵疫情做

出關鍵貢獻，為守護醫護人員的健康，本宮捐贈 1,000 件防護衣及 800 個 N95 口罩

給臺北榮民總醫院；捐贈 200 件隔離衣、200 個 N95 口罩給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及

贊助經費購置防疫物資。以保護醫護人員值勤上的安全。

● 捐贈臺北市立關渡醫院輪椅供行動不便病患使用

本宮長年提供多項資源，並成立「貧困病患醫藥補助循環基金」、與該院合作

推動「北投社區健康關懷服務合作計畫」，做獨居弱勢長者等送餐及醫療服務。為

維護門診病人看診安全，及以利行動不便病患就醫。本宮捐贈輪椅 50 台。

● 捐助台北市西門扶輪社購置防疫物資

台北市西門扶輪社地處於萬華地區，服務團員在疫情期間，仍堅守崗位服務萬

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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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地區的弱勢團體及獨居長者，為了保護服務人員，本宮捐助經費，提供第一線服

務人員防疫設備、防疫物資，以及協助萬華地區的弱勢族群防疫緊急救難基金。

● 補助桃源國小合奏教室設施及整治生態池

桃源國小於 109 年成立管樂社，為了讓師生練習有其優適的環境，設立合奏教

室。並請本宮補助裝設隔音設施，以提供管樂社學生優質的練習空間與環境，並減

少對周遭教室的影響。而該校設置梅園生態池，是一處適合發展生態教學，本宮補

助其改造該環境設施，讓水池達成生態教育、環境、保育及休閒育樂參贏效益。

● 補助新民國中購置教學設備

新民國中為發展學校特色，改進教學環境，提升教學品質，營造優質的校園氛

圍，請本宮提供學生學習烹飪及家政電器用品，以作為職能訓練使用，並打造學生

良好的學習環境。

● 補助文化國小發展特色活動及充實教學設施設備

文化國小為辦理國語文與英文補助教學，提升低成就學生學習成就，請本宮補

助以發展特色教育活動及充實教學設施設備，提升教育品質，以嘉惠學子。

● 補助立農國小推動體育班發展

立農國小為培養學生對體育活動的專長和興趣，並提供學生多元學習及展現自

信之機會，培育擊劍、壘球及棒球專業體育項目之運動人才，歷年來更培訓出多名

優秀國家隊選手。本宮補助該校充實各項訓練設備及場地維護，並聘請運動防護員

及專任運動教練，提升選手競技能力及提供良好的運動防護。

● 補助桃源國中設置智慧科技教室

桃源國中位於一帶狀社區，腹地狹小，缺乏社區成長機能，學區人口發展有限，

其就讀的學生家長大多為勞動階層或較偏向自然成長的教育環境，因此大部分家長

對學校教育較不關心及贊助，對學校事務也較不投入。為了提升學生學習的動機與

意願及因應科技環境，請本宮補助成立多功能智慧教室，以培養學生能在不同科目

的學習當中提升接觸到新穎資訊科技的能力。

● 補助台東縣惜福兒童教育協會辦理紅葉國小棒球隊暑假活動

紅葉國小棒球隊成立於 1968 年，為擊敗日本少棒明星隊，也為台灣棒球發展史

留下傳奇故事。但當年風光的紅葉少棒隊多壯年離世、晚景淒涼，其榮景已經不再，

加上近年來，因地處偏鄉又面臨少子化的衝擊，對球隊經營上無疑是雪上加霜，為

了讓棒球科學化、及對自己文化的認同，請本宮補助辦理暑期活動，讓小將們透過

棒球翻轉人生，能夠再次將紅葉招牌再度擦亮。（文：李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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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媽祖 
在北臺的角色與地位

● 北臺灣第一座媽祖廟

媽祖信仰起源於宋代，相傳姓林名默，出生於宋太祖建隆元年（960），是

福建省興化府莆田縣湄洲島人，生前救人無數，鄉人愛之、敬之，視之如母，死

後遂建祠祀之。相較於玄天上帝、關聖帝君這些一千七百年前已有的的老牌神明

來說，媽祖為資淺的後輩。明朝建國後在南京建立十大神廟，以玄天上帝為首，

關聖帝君也在榜上，但是媽祖還並未被朝廷列為十大祀神。

西元 1662 年鄭成功在臺灣設立承天府，臺北地區歸天興縣管轄，也曾派兵

在淡水駐防，但住民還是以原住民為主，只有少數負責收稅的通事是漢人。1684

年清朝在臺灣設臺灣府，臺北屬諸羅縣管轄；雍正年間設淡水廳後屬淡水堡關渡

庄，才真正有漢人聚落。

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塽在 1682 年投降清朝，但是許多部下卻不甘心被滿族統

治，常常起來反抗。臺北盆地地廣人稀，是一個很好的據點，偏偏清朝把臺灣

規劃為九邊重鎮，禁止移民，為了要掌握淡水河有無反清分子進出，康熙 51 年

（1712）就由漢人通事賴科找原住民在關渡山上以茅竹蓋了一間草屋，奉祀媽祖，

找來僧人綿遠（俗名林看）當住持，這間草屋就是臺灣北部的第一座媽祖廟關渡

宮。

● 戰略形勢控制臺北盆地

關渡宮的地理形勢控制臺北盆地進出淡水河，因為大屯山山脈延伸進入淡

8 台北市關渡宮



水河，與對岸觀音山餘脈對

峙，形成一峽口，古人以關

渡門稱之。而大屯山餘脈形

如象鼻、觀音山餘脈猶如獅

子，自古有「獅象守口」、

「獅象捍門」的說法。

因為關渡門水運交通便

利，乘船來臺北盆地的先民

需先進入關渡門，接著潮流

分為兩支：東北由士林、大

直，經四、五個彎曲河道至

汐止；西南由武�灣至板橋。

《福建通志》描述關渡門說：「如獅象以守，及其分流開派，則南通興直、海山，

北通八仙埔、芳舍翁、八芝蘭林、大隆同、奇武卒、劍潭、嗒嗒攸、禮族、貓裏

錫口、興雅撫徠、峰峙諸社環其間。」與今日台北、新北二市的重要地區都可相

通。所以官方說：「關渡，潮水直達艋舺以上，三、四百石商船僅可滿載而乘出入；

即大號商船，亦可半載隨潮進出。」

咸豐 8 年（1858）清朝與英、法二國訂定《天津條約》，開放淡水為對外通

商口岸，同治元年（1862）清朝政府於滬尾設立海關正口，第二年在關渡設立「關

渡卡」，洋行商船航行至此須停船驗證。解嚴前，關渡宮附近高地仍有軍隊哨兵

駐守，其戰略地位之重

要於此可見。

● 原住民與漢人的
   共同信仰

康熙 51 年關渡宮

建廟時，臺北，尤其是

關渡地區尚無漢人聚落

存在，原住民也無媽祖

信仰習慣，為何要在偏

● 戰後初期關渡宮前中港河漁港碼頭

● 1970 年代關渡宮三川
殿虎門廳前廟埕

歷
史
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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僻的淡水河畔建立天妃廟？其原因是海防安全考慮。《諸羅縣志》說：「（康熙）

五十年，因搜捕洋盜鄭盡心，調佳里興分防千總移駐淡水。」鄭盡心的勢力不小，

為防範其徒黨進入臺北地區，軍方調派一營軍隊駐防淡水，在關渡山頂建廟宇來

監視船舶進出。可是當時關渡地區尚無漢人聚落，工程就由管理原住民的大雞籠

社通事賴科調集原住民負責建立茅草屋廟宇。

廟宇落成後，各社原住民都熱烈參與慶祝。《諸羅縣志》說：「靈山廟，在

淡水干豆門，前臨巨港，合峰仔峙、擺接東、西二流與海潮匯，波瀾甚壯。康熙

五十一年建廟，以祀天妃。落成之日，諸番並集。忽有巨魚數千隨潮而至，如拜

禮然。須臾，乘潮復出於海，

人皆稱異。」

關渡宮原建於山頂，

東北季風甚強，以木、竹、

茅草建構的廟宇維持不了多

久。 康 熙 54 年（1715），

正式改建為木構瓦頂的建

築，知縣周鍾瑄還題廟名

● 1970 年代關渡宮三川殿虎
門廳

● 1960 年代前後從基隆河遠眺關渡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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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山』。所需的木、石建材多由福建廈門運來。落成時，縣令周鍾瑄跋涉數百

公里前來題名「靈山」，並將關渡宮所在的干豆門及臺北湖埔地授予住持僧綿遠

招佃耕種，讓關渡宮能永續經營。

● 北臺灣媽祖信仰中心

康熙 60 年（1721），閩人朱一貴在臺灣建立中興王國，年號永和。清朝從

福建調大軍來臺平定，為防餘黨逃入後山噶瑪蘭地區，特別優禮羅致關渡宮住持

陪官兵前往採探消息。經歷朱一貴事件，新上任的雍正皇帝已知道「臺灣是要緊

地方」，對移民入墾調整為弛禁，同意讓在臺官員、墾民接來家鄉的眷屬定居。

關渡地區漢人像陳懷兄弟都是在這時入墾，承作關渡宮的田園，年繳租谷給關

渡宮媽祖業戶綿遠僧。至乾

隆 28 年（1763）北投地區已

有四個漢人村落，關渡宮才

有穩定的信仰人口與經濟基

礎。

乾 隆 46 年（1781） 是

關渡宮的重要紀年，在這年

6 月，管理人鄧大鳳�以廟宇

方位不正，與庄民協議，由

廟方出財產二千元，庄民捐

二千四百元進行了大規模的

重建。因為關渡宮位在淡水

河邊易遭風雨侵襲，遂使用

大量石材，如廟中媽祖殿四

點金圓柱及後殿觀音殿龍柱，山川門花窗、龍虎堵石雕等都是由泉州石雕造運來

安裝，這些臺灣罕見珍貴文物都還保留在關渡宮，成為見證北臺灣開發史的重要

文物。

關渡宮矗立在淡水河旁守護著台北盆地的居民及進出的行商，成為北臺灣最

重要的廟宇，道光 3 年（1803）因為大颱風造成嚴重損害，管理人陳愿淡發起重

修。捐款者有泉郊金晉順、板橋林安邦、陳金聲，原住民金道生、新竹林紹賢、

士林楊仰峰與何錦堂、唭哩岸王錫棋、北投賴元華、新莊張廣福、關渡黃興遠及

瑞成號、營成號、政源號、榮泰號等商號或船戶，反映出關渡宮已是整個淡水廳

原住民、漢人及來臺經商閩、粵籍民共同信仰。（文：蔡相煇）

● 1960 年代前後關渡宮廟埕

歷
史
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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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造龍柱
    乾隆時期一覽

有關石造龍柱是寺廟建築的重要構件，舉凡三

川殿、大殿的中央步口，均會豎立一對氣勢宏偉、精

雕細琢的龍柱。綜覽關渡宮各殿所見的龍柱當中，典

藏三對乾隆 47 年（1782）起重建所雕製的龍柱，其典雅

秀逸的古典風格表現，與戰後各期改建的特色迥然不同，是故值

得做為文化資產研究的重要參考。根據《諸羅縣志》所載，關

渡宮是於康熙 51 年（1712）

開基建廟，三年之後重建時

「易茅以瓦」，從草創時的茅

屋改建成大木建築，直到乾隆 47 年第三次擴

建，並雕造這三對石造龍柱傳世至今。又根據

〈大正五年（1916）北投公學校校長報告〉，

曾就該次的改建記有乾隆 46 年（1781）6 月，

管理人鄧大�鳳以廟宇的方位不正，因此與庄民

協議後，由廟方出資二千元、庄民捐二千四百

元，然後從隔年動工重建。然而隨著後世不同

階段的重修與改建，被回收再利用的三對石造

龍柱也就分散，並分別豎立在三川殿和古佛

洞，下文即針對這三對龍柱做一導覽。

● 三川殿圓心柱龍柱

在三川殿與拜殿交接的簷柱群當中，計有

二對乾隆時期的石造龍柱，其中位在龍門廳的

龍爿方位，是一對圓心柱的龍柱；而從虎門廳

進入的虎爿位置，則是一對八角心柱龍柱。首

先來看龍門廳的圓心柱龍柱，原始的結構僅有

● 三川殿龍門廳圓心柱龍柱

● 三川殿虎門廳
     八角心柱龍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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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形柱身與八角形柱礎，同時在柱身的最上方，還

留有古代穿斗時的凹槽，但現已以水泥填滿封閉。

至於頂端草葉形紋飾的柱頭，因石材本身與雕刻技

法又與柱身、柱礎所見不同，可知是後來加刻之

後再套裝上去，推測是在日治時代大正年間重修

擴建時，因屋頂抬樑的高度加大，故而透過柱頭

的追加而增加高度。

論及這一對龍柱的形制，是屬於翻身下行的

「降龍」或「潛龍」，也就是龍尾在上，身軀向

下迴旋盤繞之後，再反身而起而龍首上昂，同時張

口吐氣、龍爪張揚，充分展現蜿蜒騰躍的靈活動態

感。另從雕刻的手法來看，是以簡潔而流暢的浮雕

形式，寫實地表

現龍首、龍角、軀

幹和四肢與龍爪，連同

背景中的雲氣紋和磯石，以及穿插在龍

身上的神仙人物等，也表現得相當具象

而寫實。整體搭配起來，更讓圓柱上的

神龍與神仙人物，展現出生動活現的氣

韻。雖然在圓心柱上未見任何銘文題記，

但不論是石造的材質、雕刻表現的技法，

以及造型符號的形制等，都和另外一對

八角心柱的龍柱相似，因此可以判定是

乾隆 47 年重修時的同時期作品。

● 三川殿八角心柱龍柱

位於虎門廳的一對是屬於八角心柱

龍柱，其結構和龍門廳的圓心柱龍柱相

同，原本僅有八角形的柱身與八角形的

柱礎，並在柱身的最上方留有水泥封補

● 三川殿龍門廳圓心柱龍柱

● 三川殿虎門廳八角心柱龍柱

文
物
典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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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矩形遺跡，這是在古代支撐屋宇抬樑時的穿斗凹槽。

直到在日治時代大正年間重修擴建時，配合屋頂的抬樑高度增加，而另外追

刻草葉形紋飾的柱頭，然後套裝到八角心柱的頂端。至於這一對龍柱的形制，

是屬於飛昇反顧的「昇龍」，也就是龍尾在下，身軀向上迴旋盤繞之後，再

反身向下而龍首俯視，同樣也表現張口吐氣、龍爪張揚的動態與氣勢。再來

觀賞其雕刻的手法，也是以簡潔而流暢的浮雕形式，寫實地表現龍首、龍角、

軀幹和四肢與龍爪，包括雲氣紋、磯石，以及龍身上的神仙人物等，都以具

象寫實的雕法來呈現龍柱的神聖與莊嚴。

關於這對龍柱的價值在於八角心柱的銘文題記：靠近中門步口的柱身鐫

刻「乾隆癸卯年瓜月吉旦」，即乾隆 48 年（1783）農曆 7 月吉日所立，可能

是當年關渡宮重修完工落成的正式日期；另外一柱則鐫刻「北投／社弟子劉

士損／潘元坤／金佳玉仝喜助」，換言之捐助者是來自「北投社」的弟子。

根據《諸羅縣志》所載是平埔族的番社，再加上其中一位的「潘」姓，因其

地籍並非來自大陸的原鄉祖籍，反而是清廷賜姓給歸順族人的大姓之一，由

此可知乾隆時期關渡宮的信仰文化圈，已經是族群融合、和諧共處的社會。

● 古佛洞圓心柱龍柱

第三對是出現在古佛洞的入口，除了是圓心柱龍柱之外，結構更是保留

最原始的柱身與柱礎，因此未見後是追刻的柱頭部分，但目前所見則已被後

世上漆彩繪，呈現黑底柱身、金漆雲龍的外觀。關於古佛洞的工程是從民國

62 年動工、至民國 66 年竣工，利用關渡宮後山深約三十餘尺的防空洞，當年

● 三川殿虎門廳八角心柱龍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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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在進行淡水河水利工程，在象鼻山

剷平、形成峭壁之際，於是規劃闢建「古

佛洞」之工程，由山洞打通至峭壁的山腰

位置，並在洞口興建仿造大木單開間的廡

殿，再豎立這一對上漆的古風龍柱。

關於龍柱的形制和龍門廳所見相似，

都是屬於翻身下行的「降龍」或「潛龍」，只是整體的尺寸再做等比例的縮小，

至於反身而起而龍首上昂，張口吐氣、龍爪張揚的肢體動態感，都與龍門廳

的圓心柱龍柱無異。此外，該對龍柱上的銘文題記也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位

於龍爿的柱身題有「弟子潘必達喜助」，而虎爿的柱身則題有「弟子余仕仁

姪朝□仝喜助」。其中的捐

助者潘必達與北投社平埔族

無關，而是雍正年間入墾北

投地區的名人，祖籍來自漳

州府漳浦縣，其後裔子孫又

接續移墾內湖、金山一帶。

由此推知乾隆 40 年間潘家

捐助關渡宮的改建，已經成

為臺北盆地北緣拓墾有成的

大家族。（文：陳奕愷）

● 古佛洞入口圓心柱龍柱

● 古佛洞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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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與關渡宮推動
耕耘現代繪畫藝術

關渡宮能夠推廣藝術教育工程，為

臺灣的文化藝術教育盡了一份心力，

其中大專西畫新秀獎、大師系列繪畫

營，持續了五、六年真的非常不容

易，這不僅給大專青年一個藝術比賽

平台，也提供愛畫畫的國中生提早學

習學校以外的繪畫經驗，我很榮幸也

非常的高興參與了新秀獎評審及大師系

列講師。

藝術是越早接觸越好，學習畫畫除了在家

裡和教室畫靜物，也要多多出去寫生，並在課餘時間培養藝術

素養，常看畫展、多看一些美術的書讓視野更加開闊。藝術應該要從小就培

養，臺灣早期經濟及資源匱乏，這個年代應該多給孩子機會多看，關渡宮能

辦藝術教育工程是宗教與藝術文化結合的大事，藝術的培養很希望各界都能

支持與鼓勵，使全臺灣各地都能普遍化，讓全臺各地年輕學子都有機會學習

並藉此開闊眼界。很高興能和國中學生們交流，看到他們想起自己到了高一

時才有機會學習接觸油畫，更覺得繪畫營活動真的能鼓勵現在喜歡藝術的學

生。

我曾多次擔任國際及臺灣西畫競賽評審，在評審關渡宮「大專西畫新秀

獎」的參賽作品時，讓我很驚訝臺灣青年畫家的「質」已有提升，主宰作品

● 陳正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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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壞不在「漂亮」，而是「創意」及「內涵」，這或許和總體藝術學習環

境愈來愈好與西風東漸都有直接、間接的關係，而政府和民間組織、企業努

力的推動文化藝術也是功不可沒，希望關渡宮「大專西畫新秀獎」可以持續

的舉辦，成為臺灣發掘西畫新秀人才，繼而邁向國際畫壇的閃亮舞台。

 關渡宮是一個宗教團體，但對文化藝術非常的重視，每年舉辦學生的藝

術活動、熱心藝術教育的努力與用心，已成為推動臺灣藝術美學扎根教育的

重要推手。並且提供最好的教學環境，讓所有學生吸收各種美學素養。歷年

來參加藝術教育工程的同學們都表現得非常優秀，每個人都能造就一件件動

人的作品，讓這些未

來的藝術家們心中盛

滿了學習的豐足感。

關渡宮「藝術教育工

程」的持續推動，希

望能拓展學生藝術視

野，增進藝術交流，

給下一代希望種子與

藝術啟蒙，為社會藝

術教育盡一份心力。

（文：陳正雄）

註：作者為國際抒情抽象畫的先趨，當世唯一獲得二屆「佛羅倫斯國際當代藝術雙年展」
最高榮譽「終身藝術成就獎」，以及「偉大的羅廉佐」國際藝術獎章之國際藝術家。

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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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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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進步，資訊發達的年代，人手一支手

機、平板電腦已是常態。許多人平常上班需要

長時間看電腦、打字，下班後又繼續低頭滑手

機，玩遊戲，因此越來越多人深受肩頸痠痛、手

麻手痛等“文明病＂的困擾，患者的年齡層也越來

越年輕化。這些症狀有時可能只是肩頸脊椎旁的肌肉

筋膜發炎，但是隨著時間久了加上長期姿勢不良，可能造

成頸椎骨刺增生、頸椎小關節退化、椎間盤突出，壓迫神經而造成難以恢復

的症狀，嚴重影響生活品質。

輕微的肌肉筋膜發炎或是輕微的神經壓迫症狀是可以藉由藥物治療、復

健治療、針灸、推拿、改變生活習慣等，而無需手術治療來改善。稍微嚴重

一點的神經壓迫，可以考慮超音波導引的藥物注射治療，或是高頻熱凝療法。

但是上述的治療方式都只能暫時緩解症狀，若是頸椎退化過於嚴重，就必須

考慮手術治療來解決根本的問題。

頸椎的神經壓迫分為兩種，一種是頸椎分支出來的周邊「神經根」壓迫，

另一種是脊髓主幹壓迫所造成的＂脊髓神經病變“。神經根壓迫會造成控制

的感覺區域麻痛不舒服，控制的肌肉痠痛無力。脊髓神經病變較為嚴重，通

常一開始是四肢手腳麻木不舒服，嚴重一點會有走路平衡感變差容易跌倒的

情況，最嚴重會造成四肢無力甚至四肢

癱瘓大小便失禁等，有上述症狀的患者

建議盡快至專業醫師的門診評估治療。

現代外科醫師的開刀技術不斷進

步，醫療科技也日新月異，頸椎手術已

不像以前民眾所想的那麼恐怖。在經過

專業醫師評估確實需要手術後，醫師會

詳細跟患者解釋手術方式、不同植入物

的優缺點和手術風險。

頸椎疾病的手術治療

● 黃文成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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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作者為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神經修復科主任。

頸椎前位手術是在脖子皮膚皺摺處劃一道四～五公分左右的傷口，醫師

會利用顯微鏡仔細地把骨刺和壓迫神經的椎間盤清除乾淨，再置入骨融合支

架，或是人工椎間盤，最後把傷口縫合即可完成。術後傷口不明顯且不太會

痛，易於照顧，通常病人在術後隔天或隔二天可下床，再過二 ~ 三天拔除引

流管後即可出院回家。手術後較常見的併發症有喉嚨腫脹、吞嚥不順、聲音

沙啞等，但發生機率不高，且絕大部分都會在幾天內復原。更多人擔心會手

腳無力、四肢癱瘓的併發症，發生機率不到百分之一，所以需要手術的民眾

不需太過於擔心。

植入物主要分為骨融合支架和人工椎間盤兩種，骨融合支架的優點是價

格較親民、健保可給付，缺點是術後該節椎間盤因為融合固定，會減低脖子

的活動度，日子久了可能會加速鄰近的椎間盤退化；人工椎間盤的好處是可

以保留頸椎活動度，不易產生鄰近節的病變，缺點是價格較高，適合使用於

較年輕或是日常活動量多的患者。醫師會根據不同患者的需求給予最適當的

選擇。

歡迎有上述症狀及有需要的人，至臺北榮總神經修復科門診接受專業醫

師評估～（文：黃文成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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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企業的三分之二都有家族色彩，要如何確保家族企業能順利完成交

棒並持續發展下去，經過多年的工作與觀察，以下列出可以思考的七個重要

方向 :

● 有明確的經營架構和家族信念

首先我們常發現家族企業的經營權、所有權及家族關係發生混淆，還需

要積極制定更先進的遊戲規則包含一份家族信念的核心價值，清楚說明家庭

或企業的價值觀和願景，讓公司經營可以按部就班正常運行。

● 需要強且有力的公司治理規範

公司治理規範若有清楚規定了家族與商業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可以作為

兩者之間溝通的橋樑。也建議家族增設股東協議，同時也可任命一個可取代

大家長角色的獨立諮詢顧問，可由會計師或律師等專業人士擔任，如此不僅

可以帶來新的經營視角，有效的管理監督，增加財務的透明度。

● 有效溝通是關鍵

我們時常發現，不順暢的對話，往往會導致重大的失誤或衝突。首先我

們分為內部溝通與外部溝通。內部就是指家族成員以及公司內部的對話。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是合理的。重點是要如何在眾多意見中，整合出對公司

及家族都有利的方案而不要將過程情緒化。對外的與客戶的溝通還是要尊重

專業，家族成員如果對業務不清楚時，應該由公司具有經驗的資深員工進行

家族企業的傳承
是可避免
以失敗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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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戶對話與談判，除了可提升員工的自信心外，更可讓員工凝聚對公司的

向心力。

● 強大的財務規劃至關重要

家族企業常見的另一項的缺陷是，公司與私人的帳目不清楚這是錯的，

特別是公司走入世代交替時，財務也需要更加正常及透明化，讓股東與家族

成員可以清楚了解公司財務狀況。

● 具備戰略性眼光和規劃

家族企業的策略規劃應與時俱進，並配合環境變化而適當的修正。要有

睿智的領導需要不斷觀察社會及經濟的改變方能持續在商業市場上面穩健獲

利，創造價值，並走出“舒適圈＂，嘗試各種改變及進化的可能。

● 不要忽視人才的重要性

Grant Thornton 認為傳承計

劃必須有好的監督及人才，如此

可以幫助其公司的經營者在未來

的領導統御中克服許多潛在的問

題，讓適合的人可被放在適合的

位置。

● 外部諮詢可以確保成功

家族企業往往會出現經營或

是股權爭議等等的問題，如此將

容易導致家族成員衝突和分歧。這時候來自獨立第三方的建議可以在這方面

提供幫助，促進更多關於財產規劃，股權分配，繼承或對業務方向的不同看

法與解決方案。

總之家族企的永續發展並不一定會比一般企業來的困難，及早規劃的重

要性是不容忽視的。要實現這一點，必須具體的行動而不能單單指望企業的

傳承可以簡單無痛的自然完成。相信透過努力及周詳的規劃，家族企業是可

以在世代交替後，再創企業發展的新高峰。（文：江睿垚）

註：作者為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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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大家耳熟能詳的人工智能，其涵蓋的範圍很

廣，包含電腦科學、電腦語言、邏輯建構、科學原理等。人工智能的使用面向

有語音辨識、人臉辨識、自動駕駛、智能家庭等。縱觀 21 世紀的今天，人工

智能已如影隨形，伴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想要讓電腦幫助我們達到特定目標，必須透過電腦語言，清楚地給出指

令，我們才可以跟電腦溝通。所以近年來，越來越多國家極其重視編程教育。

更有甚者，在幼兒階段即開展編程的基礎學習。

已故蘋果公司創辦人史蒂夫 . 賈伯斯曾說：「每個人都該學電腦程式，因

為它將教會你如何思考。」，這裡提及的 “思考＂就是「運算思維」。透過學

習運算思維，讓小創客從接受任務、拆解問題，建構解決問題的邏輯思維，結

合創意，動手實作，設計一套可行的方案，以完成任務。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曾說：「全球 IT 產業的未來是 IoT 與 AI，IoT 將對

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帶來徹底改變，AI 則將取代全球 50％工作。資料人才、運

算人才、創業能力與終生學習，不僅是臺灣 IT 產業的未來，也是避免被 AI 取

代工作的要件。」掌握 AI，已是刻不容緩的趨勢。

汯鉅科技為了要能因應 AI 時代的來臨，跨領域結合了科技、教育及出

版，打造了 MIT 臺灣在地的教育品牌體系，把 AI 教育融入各大市場區塊，讓

孩子都有機會接觸到，落實 AI 科

技教育的願景。所謂的快樂學習創

造想像力，是運用 STEAM 的跨科

目學習及實驗科學的實驗步驟，讓

AI 學習就是充滿樂趣的。目前 AI 

Education 教育品牌體系，已開發出

AI Play&Learn 的 <ePy 編程實驗室

>，AI School 的 <AI 小創客 > 以及

AI Club 的 <AI 科學玩創意 >。

掌握 AI，引領未來
AI Play&Learn 給孩子開啟 AI 的第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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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 AI Play&Learn 精心規劃及

設計的教材 ePy 編程實驗室，旨在

扮演啟蒙者的角色，推出系統化的

課程，為孩子們開啟AI的入門基礎。

本次課程會運用情境教學法，定義

生活中的任務。以『運算思維』為

藍本，研發了教學的五大步驟，包

含貼近生活場景的故事、自然科學

的原理、演算法的設計、程式教學到創意挑戰。除此之外，也希望透過教學，

建構孩子達成任務的合理過程、並強調團隊協作及動手實作，培養孩子跨領域

的學習能力。同時，每堂課均有一組讓小創客動手實做，發揮創意的學具，透

過動手實做，讓操作原理具象化，加深理解以達成學以致用，舉一反三的效果。

AI Play&Learn 的研發理念 :

1.	落實實驗科學的實驗步驟，

玩中學。

2.	跨科目的 STEAM 概念。

3.	思維建構具象化及演算法

設計。

4.	奠基程式基礎設計及編寫

執行項目。

5.	創意發想，挑戰及團隊精

神。

了解 AI，才可掌握未來的競

爭力，AI Play&Learn 本著這樣的初衷並得到台北市關渡宮董事會大力的支持

開辦 AI 小創客課程，我們希望一起能為孩子們建立 AI 的基礎概念，為未來鋪

路。本課程除了能夠培養孩子有條理且有效率地完成任務，還可以學科學原理，

創意玩實作，並讓孩子們透過對電腦下達指令，體驗實際操作科技設備的樂趣，

使孩子不再認為 AI 對他們來說遙不可及。關渡宮董事會及家長們非常鼓勵孩

子學習 AI，提升未來的競爭力 ; 掌握 AI，成為未來的領航者。歡迎各大領域來

共襄盛舉，希望透過開班激發孩子對學習 AI 的樂趣。（文：趙宏仁）

註：作者現職汯鉅科技總經理、AI Play&Learn 教育平台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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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鴨人家」拿著竹竿將鴨群從鴨寮紛紛趕出籠，鴨群嘎嘎嘎的聲響，

開始了牠們一天的日常。在 60 年代關渡絭養鴨隻有 3 萬餘，是北部首屈一

指的養鴨村庄，其「紅仁鴨蛋」遠近馳名，饕客奉為珍品。

● 關渡人的日常

關渡位居大屯、觀音二山餘脈相交之處，山崖夾峙，形成峽門隘口，又

面臨淡水、基隆兩河匯流，在海潮交會處具備濕地環境，鹹草、香蒲、紅樹

林水生植物密佈其間，豐富的魚蝦蟹貝的水生生物，吸引鳥群聚集。而這得

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不僅在昔日是重要的商業經濟樞鈕，也成為關渡人生活

的日常：農業、漁撈、養鴨。

台灣以農業立國，關渡平原早期被開墾為台北盆地的農業重地。因為地

處在淡水河，長年有豐沛的河水，引用而灌溉這片百甲的平原，這一層層金

黃飽滿的稻穗，每年都有滿滿的收穫，是為台北的稻鄉。

關渡因地處淡水河、基隆河，這樣潮間帶讓關渡擁有大量的漁獲。關渡

人藉著這優勢便興起了漁撈產業，漁夫們乘搭著舢舨船在河上捕魚，常常一

趟回來就是大豐收。

也因為蘊含豐富魚、蝦、貝類等水產，關渡人於是在河邊養鴨，而鴨群

在充足、營養的食物餵養下，母鴨生下紅仁鴨蛋，成為關渡的地方特產。

關渡記憶
－養鴨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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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渡鴨養成記

養鴨人家在天亮時，先餵食關渡鴨稻穀、雜糧、豆餅後，鴨農拿著竹竿

將鴨群趕往野地或河裡覓食，中午及黃昏依潮汐在河灘高地的草棚下再各餵

食一次，並也補給一些雜魚，在退潮時，還會放鴨群在淺灘覓食魚、蝦、貝

類等海味。在春、夏、秋是盛產花蛤的季節，河邊淺灘還有沙蝦、螃蟹、蠑螺，

皆成為鴨群食物的來源。

關渡平原農田在收割的時節，在地人習慣割水田，在初夏割稻時，田裡

● 1970 年代關渡宮前中港河漁港碼頭

的沙蝦則藏匿在水處，當割稻人一字排開，刷刷的割稻時，而放入田裡的鴨

子則緊跟在後大口大口的覓食，既可搶食落地的稻穗殼粒，又能啄食田間的

沙蝦、田螺、蝗蟲，這就是鴨間稻。而平常不是割稻的日子，關渡鴨也不愁�

吃，春夏時自淡水河口，魚群湧入關渡水域，讓鴨群啄食，退潮的河灘有蠑

螺、花跳、招潮蟹、拜佛蟹等，更是鴨子追逐的野味。雖然冬天沒�有花蛤，

但是是盛產蟹類的季節，所以，養鴨人家捕捉蟹類後，將其擣碎餵食；在冬

至過後，還有烏魚苗、鰻魚苗湧入，鴨子左啄右啄，又是飽餐一頓。

通常蛋鴨下蛋約在天亮前 5 點左右，而且會很有秩序的在鴨寮的窩內排

隊下蛋，但總是有少數幾隻蛋鴨會延遲下蛋，所以鴨農需要趕蛋鴨到河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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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然後再將熱騰騰的鴨蛋撿起。而蛋鴨在生產鴨蛋時，如果受驚嚇，下蛋

量就會急凍，所以每逢颱風暴雨來襲或臨時大遷徒，蛋鴨換了環境就不下蛋，

一方面是受到環境的改變，另外，颱風天被關在鴨寮不能到河裡活動及覓食

海味，間接影響到鴨蛋的生產量。

●「紅」仁鴨蛋經濟

● 1970 年代關渡宮前中港河漁港碼頭

● 早年以關渡鴨蛋的紅仁蛋黃做成鹹鴨蛋，因油酥香醇而盛名遠播

26 台北市關渡宮



因淡水水域有花蛤（花殼仔）、台灣蜆、浮崙、蠑螺（苦螺仔）。河邊

淺灘還有沙蝦、螃蟹。花蛤是淡水河流域最小的貝類，肉味鮮美，清甜無腥

味，營養豐富，因為花蛤殼內部帶紫，表殼呈淡褐色，殼上有放射狀的條紋，

漁家以此特徵稱為「花殼仔」。而花蛤產期在春、夏、秋季，但遇到颱風後

隨即消失。由於豐富花蛤、貝類餵養鴨子，鴨蛋特別香 Q，蛋黃呈紅色的。

所生產鴨蛋產量及品質十分優良，因此，「關渡鴨蛋」盛名遠播，而做成的

鹹鴨蛋，紅仁蛋黃油酥香醇。

●環境改變生活型態

然而在民國 52 年噶樂禮颱風，風災重創居民生命及財產。因此，隔年

政府拓�關渡河道隘口，改變關渡門地理水文，大量海水湧入關渡門，水域河

水鹽�份提高，造成花蛤滅種，河底的貝類及水生植物死亡。隨著淡水河淤積

及河流汙染等環境問題、鴨子食物來源斷絕，鴨農不時被開罰，鴨農順勢轉

型，養鴨盛況已不復見。

關渡有北台灣最大的平原，潮汐所形成的濕地地形，孕育了豐富的自然

生態；一畦畦綠油油的稻田，飽滿的稻穗讓農民溫飽，魚蝦貝類舉手可得，

漁民生活自足自滿，也因為鴨子食物充足，造就了享負盛名的關渡鴨蛋。然

而滄海桑田、物換星移、經濟巨輪的干擾，也改變關渡人的日常，關渡的紅

仁鴨蛋為關渡人及過往遊客的記憶。（文：李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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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 月至 6月信眾捐款芳名錄

28 台北市關渡宮

關渡宮點燈
位於台北市關渡宮服務台，均提供各式點燈登記服務，以因應信眾闔家

生活、事業經營、學業課業、升遷仕途與身體健康等之所需。至於點燈種類

如下：

●安太歲：凡當年生肖值遇「正沖」或「偏沖」者，必須點祿太歲燈「安太

歲」，祈求趨吉避凶、消災解厄。

●財神燈：點亮「財神燈」、祈求各路財神庇佑，求得吉星高照、財運亨通，

以及事業鴻圖大展。

●光明燈：祈求元辰光彩、遍照光明，增進無比正向的精神與力量，庇佑一

年的平安順遂與前程光明。

●文昌燈：點亮「文昌燈」、祈請文昌帝君的庇佑，以期智慧大開、學業突

飛猛進、考試金榜題名，或仕途平坦、升遷成功。

●藥師燈：點亮「藥師燈」，在藥師琉璃光佛的功德願力之下，增進身體的

健康、治癒疑難的痼疾，並為人生增福延壽。

●平安燈：農曆二月底前完成登記，於媽祖聖誕之農曆三月一日至月底，親

自領回燈籠回家懸掛，祈求媽祖慈恩廣被，庇佑闔家平安、安寧

康泰。

除了來到關渡宮臨櫃辦理點燈之外，亦可透過郵政劃撥，或是進入關渡

宮的官方網站，透過網際網路辦理點燈作業，線上即可完成點燈手續。

關渡宮網站： http://www.kuantu.org.tw  （進入官網後再點選「網路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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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 月至 6月信眾捐款芳名錄

500,000 元　陳Ｏ蘭　羅Ｏ靖　350,000 元　李Ｏ培　200,000 元　呂Ｏ美　

131,400 元　關渡宮誦經生 . 關渡里民　100,000 元　甘Ｏ祥　東光鋼鐵機

械股份有限公司　善心人士　宏鈦工程有限公司　黃Ｏ淳　70,000 元　蘇

Ｏ芬　59,940 元　辛殿飲食店　50,000 元　展昱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Ｏ銘　40,000 元　林Ｏ叡　36,000 元　捷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元　何Ｏ青　蘇Ｏ隆　黃Ｏ淳　黃Ｏ淳　24,000 元　林Ｏ玲　20,000 元　

永大國際運輸有限公司　誼展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國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Ｏ文　高Ｏ銘　蔡Ｏ然　楊Ｏ仁　楊Ｏ仁　楊Ｏ仁　張Ｏ文　曾Ｏ瑋　

黃Ｏ榕　永大國際運輸有限公司　誼展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施Ｏ諄　張Ｏ

文　呂許Ｏ梅　16,800 元　陳Ｏ凱　16,000 元　安康汽車貨運　謝Ｏ紅　

15,000 元　張Ｏ輝　13,800 元　陳Ｏ仁　陳Ｏ雲　黃Ｏ豪　陳Ｏ伶　

13,000 元　吳Ｏ貴　陳Ｏ涵　陳Ｏ洲　陳Ｏ泰　台北天振龍元會　徐Ｏ鳳　

王Ｏ君　陳Ｏ雄　林Ｏ德　12,000 元　郭Ｏ娟　王Ｏ和　張Ｏ琴　方Ｏ娟　

林Ｏ吉　新晁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11,500 元　陳Ｏ進　10,000 元　陳

Ｏ庭　黃Ｏ雄　李Ｏ致　廖Ｏ珠　塗Ｏ為　塗Ｏ芸　林Ｏ喜　花Ｏ　陳Ｏ

芸　吳Ｏ信　順天宮　鄭Ｏ偵　鄭Ｏ淵　傅Ｏ怡　張Ｏ周　游Ｏ泉　林Ｏ

瑋　千印企業有限公司　柯Ｏ元　劉Ｏ昱　洪Ｏ平　江Ｏ輝　林Ｏ榮　顏

Ｏ峰　王Ｏ英　廖Ｏ益　黃Ｏ國　王Ｏ仁　張Ｏ秋　周Ｏ池　秦Ｏ芳　廖

Ｏ禮　陳Ｏ宇　曾Ｏ春香　吳Ｏ來　洪Ｏ銘　梁Ｏ儒　吳Ｏ秀　莊Ｏ君　

李Ｏ發　曾Ｏ元　林Ｏ淵　林Ｏ妤　林Ｏ誠　楊Ｏ雄　陳Ｏ勳　顏Ｏ春　

陳Ｏ華　林Ｏ叡　陳Ｏ正　林Ｏ金鳳　顏Ｏ娟　邱Ｏ坤　9,000 元　許Ｏ

霞　8,000 元　吳Ｏ媛　施Ｏ竹　邱Ｏ蘭　林Ｏ妮　陳Ｏ欽　7,200 元　黃

Ｏ淳　7,000 元　李Ｏ蔚　6,600 元　旭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謝Ｏ翔　

6,500 元　黃Ｏ鳳　6,250 元　蕭Ｏ琴　6,000 元　簡Ｏ林　賴Ｏ莉　鄭Ｏ

賢　統一百華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李Ｏ章　李Ｏ雄　吳Ｏ菊霞　洪

Ｏ智　永大國際運輸有限公司　誼展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高Ｏ穗　楊Ｏ村　

游Ｏ輝　陳Ｏ璁　龐Ｏ華　許Ｏ葉　張Ｏ忠　三和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Ｏ治　紀Ｏ瑞　聚基企業有限公司　龍聖實業有限公司　陳Ｏ廷　林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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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李Ｏ田　邱Ｏ旭　呂Ｏ韋　宋Ｏ德　許Ｏ柔　英捷工程有限公司　

王Ｏ和　陳Ｏ山　統一百華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桃園保德祠　游

Ｏ�　台中南天中聖宮　呂Ｏ韋　陳Ｏ�　黃Ｏ昭　陳Ｏ鎮　八德三元宮　

瑞芳區新峰里辦公處黃茂峻　土城五穀先帝廟　蔡Ｏ美　張Ｏ菊　王Ｏ

玉　鄧Ｏ璇　北投合鎮宮　陳Ｏ山　陳Ｏ欽　陳Ｏ欽　游Ｏ宇　林Ｏ榮　

5,500 元　陳Ｏ欽　5,000 元　楊Ｏ清美　何Ｏ亮　何Ｏ秀　高Ｏ珍　

張Ｏ彬　蕾嘉工作室　陳Ｏ東昇　林Ｏ勤　黃Ｏ三　金元鈦國際有限公

司　吳Ｏ霖　劉Ｏ鷹　十方卍佛寺　葉Ｏ捷　KA Ｏ .CHARLES　KA

Ｏ，ELLIS　高Ｏ志　許Ｏ珍　楊Ｏ鈞　周Ｏ駿　馬士可國際設計有限

公司　呂Ｏ輝　黃Ｏ溢　陳Ｏ倩　盧Ｏ成　林Ｏ賢　李Ｏ竹　方Ｏ順　

林Ｏ璇　松Ｏ誼　朱Ｏ白　蔡Ｏ賓　陳Ｏ玉　中和海山宮管理委員會　

許Ｏ欣　洪Ｏ鈞　王母救世宮　土城三元宮　邵Ｏ秀玉　高Ｏ程　林Ｏ

喜　林Ｏ妮　黃Ｏ林　林Ｏ龍　趙Ｏ玲　陳Ｏ宇　仙山靈洞宮　謝Ｏ系　

黃Ｏ金　柯Ｏ淑貞　王Ｏ秀梅　王Ｏ凰　楊Ｏ鴻　張Ｏ焜　陳Ｏ沂　陳

Ｏ芬　林Ｏ伊　陳Ｏ霞　吳Ｏ基　4,600 元　蘇振南　吳永昌　黃浩哲　

陳俞安　4,500 元　許碧慧　4,200 元　陳楊含笑　4,000 元　簡Ｏ宏　

澤豐國際有限公司　凱成國際有限公司　威威國際有限公司　蕾嘉工作

室　陳Ｏ周　蕾嘉工作室　詹Ｏ穎　蕾嘉工作室　周Ｏ岳　蕾嘉工作室　

蕾嘉工作室　3,600 元　吳Ｏ淞　潘Ｏ樺　葉Ｏ誠　陳Ｏ君　陳Ｏ廷　

胡Ｏ淳　李Ｏ龍　馬Ｏ民　施Ｏ寧　陳Ｏ雄　吳Ｏ純育　南港聖靈宮　

楊Ｏ臻　姜Ｏ紳　基Ｏ宮　簡Ｏ夫　基隆紫雲宮　土城五穀先帝廟誦經

團　三重聚成宮　懷Ｏ宮　潘Ｏ樺　潘Ｏ樺　侯來福　度天宮　蘭陽天

后宮　胡Ｏ淳　3,500 元　陳Ｏ雯　范Ｏ雯　3,300 元　邱Ｏ安　3,200

元　郭Ｏ�　周Ｏ枝　郭Ｏ維　富順棉被實業有限公司　3,000 元　游Ｏ

芳　李Ｏ居　徐Ｏ軒　郭Ｏ廷　薛Ｏ梅　薛Ｏ梅　道慈宮　袁Ｏ駿　莊

Ｏ芝　葉Ｏ貝　陳Ｏ宜　陳Ｏ志　張Ｏ娥　台北市立關渡醫院　三元國

際開發有限公司　趙Ｏ廣　水美溫泉浴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Ｏ秀卿　

徐Ｏ忠　歐Ｏ良　莊Ｏ江　威賓園藝有限公司　鄭Ｏ芬　林Ｏ全　徐Ｏ

軒　周Ｏ德　達陞重機企業社　陳Ｏ杰　顏Ｏ強　陳Ｏ通　侯Ｏ政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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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顏Ｏ隆　顏Ｏ宸　詹Ｏ文　楊Ｏ婷　陳Ｏ文　楊Ｏ

杰　卓Ｏ如　李Ｏ堯　林Ｏ君　林Ｏ喜　韓Ｏ運　施Ｏ財　林Ｏ忠　黃Ｏ

安　保長坑橋頭福德宮　林Ｏ芳　揚名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溫Ｏ玲　高Ｏ

堅　智慧門　余Ｏ辰　游Ｏ宇　昇元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員山普照寺　文

山溪洲福德宮　明天宮　陳Ｏ緯　周Ｏ賢　陳Ｏ中　黃Ｏ�　顏Ｏ蘭　徐Ｏ

軒　于Ｏ麗　中和區莒東社區媽祖會　陳Ｏ宏　周記有限公司　林Ｏ君　

廖Ｏ�　徐Ｏ軒　楊Ｏ鳳　吳Ｏ澤　李Ｏ田　許Ｏ珊　大堀里進香團　林Ｏ

姮　頭城慶元宮　林Ｏ生　玉女宮　施Ｏ仁　李Ｏ霖　曾Ｏ貞　李Ｏ愉　

江Ｏ榮　曹Ｏ文　呂Ｏ妘　游Ｏ榮　瑞芳指雲宮　許Ｏ池　歐Ｏ碧蓮　龍

岡媽祖會　林Ｏ榮　施Ｏ雀　濂福宮　王Ｏ芸　陳Ｏ文　詹Ｏ文　林Ｏ妮　

文Ｏ佐　儀聖宮　上林紅壇媽祖管理委員會　春天食品行　2,800 元　張

Ｏ明　2,600 元　林Ｏ燕卿　殷Ｏ林　林內信天道院　2,500 元　李Ｏ昌　

陳Ｏ汴　陳Ｏ妹　顏Ｏ成　智慧門　王Ｏ民　許Ｏ穎　高Ｏ峰　楊Ｏ伊　

張Ｏ琳　馮Ｏ浩　2,400 元　壽山福德祠　黃Ｏ麗　2,300 元　崧昇水電工

程行　高Ｏ榮　林Ｏ揚　張Ｏ梅　張Ｏ梅　2,200 元　李Ｏ成　許Ｏ花　

2,000 元　生盈工程有限公司　莊Ｏ雄　蔡Ｏ廷　黃Ｏ芬　黃Ｏ莉　方Ｏ

雄　李Ｏ慧　普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Ｏ森　羅Ｏ選　邱Ｏ萲　陳Ｏ仁　

吳Ｏ萱　大寮碧雲宮　陳Ｏ中　大中華區五教聯合總會　黃Ｏ銘　張Ｏ達　

葉Ｏ銘　魏Ｏ翔　魏Ｏ容　魏Ｏ娟　凌Ｏ真　詹Ｏ良　陳Ｏ輝　林Ｏ謙　

藍Ｏ金葉　牛Ｏ　鍾Ｏ友　蔡Ｏ忠　郭Ｏ如　林Ｏ貴　張Ｏ軫　曾Ｏ祥　

溫Ｏ慶　江Ｏ禹　許Ｏ榮　黃Ｏ慧　李Ｏ華　曾Ｏ鐘　曹Ｏ暉　世新大學

啦啦隊　秦�企業有限公司　豪璨應用材料有限公司　名紘企業有限公司　

安良電氣有限公司　葉Ｏ鴻　羽佑有限公司　傅Ｏ棋　許Ｏ臻　林雨帆　

陳Ｏ燈　葉Ｏ坤　尤Ｏ國　吳Ｏ俊　楊Ｏ文　洪Ｏ成　王Ｏ人　鍾Ｏ穎　

廖Ｏ益　鍾Ｏ多　玉虛崇聖殿　吳Ｏ芸　高Ｏ利　陳Ｏ輔　陳Ｏ惠　林Ｏ

維　曹Ｏ豪　林Ｏ榮　蘇Ｏ　王坊實業有限公司　游Ｏ澤　林Ｏ蓉　范Ｏ

勝　王Ｏ秀蘭　吳Ｏ材　陳Ｏ安　周Ｏ如　戴Ｏ輝　薛Ｏ貞　黃Ｏ誠　吳

Ｏ菊霞　孫Ｏ燦　趙Ｏ誠　歐Ｏ海蜀　陳Ｏ祥　楊Ｏ萍　陳Ｏ忠　魏Ｏ翔　

魏Ｏ容　劉Ｏ英　簡Ｏ光　紀Ｏ婷　鄭Ｏ梅　鄭Ｏ祥　鄭Ｏ芳　黃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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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Ｏ儒　翁Ｏ福　張Ｏ蘭　王Ｏ炮　王Ｏ緯　郭Ｏ嘉　陳Ｏ全　林Ｏ立　

張Ｏ春梅　游Ｏ柔　李Ｏ揚　楊Ｏ發　鍾Ｏ慧　王Ｏ蘆　顏Ｏ福　周Ｏ　

張Ｏ蘭　王Ｏ慈　李Ｏ川　鄭Ｏ雲　郭Ｏ雄　蘇Ｏ成　王Ｏ村　銘祐工

程行 - 洪Ｏ銘　徐Ｏ隆　陳Ｏ淑美　林Ｏ梅　吳Ｏ山　許Ｏ省　陳Ｏ潮　

陳Ｏ傳　李Ｏ峰　許Ｏ軒　蘇Ｏ森　邱Ｏ昌　廖Ｏ萱　陳Ｏ琪　陳Ｏ吉　

郭Ｏ盛　莊Ｏ雪　林Ｏ馨　賴Ｏ霞　林Ｏ玉　蘇Ｏ金　簡Ｏ明　馮Ｏ夫　

黃Ｏ秋子　陳Ｏ雄　侯Ｏ塵　宋Ｏ發　王Ｏ崴　謝Ｏ發　李Ｏ長　朝進

宮　普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Ｏ蓉　黃Ｏ儀　民安慈惠堂　勝芳紙業

有限公司　簡Ｏ山　潘Ｏ志　亞倡照明實業有限公司　陳Ｏ德　詹Ｏ王　

呂Ｏ樓　鄒Ｏ明　尤Ｏ麟　吳Ｏ英　陳Ｏ燕　林Ｏ忠　賴Ｏ阿富　鄭Ｏ

治　詹Ｏ鈞　顏Ｏ娟　王Ｏ富　蔡Ｏ樺　張Ｏ良　鄭Ｏ夫　詹Ｏ賓　王

Ｏ如　南極鳳天宮　龔Ｏ琳　福達汽車材料行　建美五金　王Ｏ龍　安

Ｏ中　陳Ｏ如　張Ｏ源　謝Ｏ蓮　盧Ｏ慧　程Ｏ祥　盛Ｏ萍　程Ｏ貽　

蘇Ｏ湖　楊Ｏ文　顏Ｏ翰　曹Ｏ利　姚Ｏ平　張Ｏ玥　吳Ｏ新　李Ｏ　

陳Ｏ珍　蔡Ｏ純子　林Ｏ光　艸耳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張Ｏ文　

安Ｏ宮　李Ｏ璋　李Ｏ坤　呂Ｏ葶　方Ｏ盛　辜Ｏ儀　大溪大安廟　陳

Ｏ鈴　王Ｏ祈　蕭Ｏ香　王Ｏ又　王Ｏ伍　王Ｏ中　蘇Ｏ宸　許Ｏ雀　

高Ｏ綺　許Ｏ斌　呂Ｏ達　吳Ｏ靜緣　達Ｏ絃　林Ｏ東　台北福圓宮　

鄭Ｏ本　鄭Ｏ國　桃源里福德宮　許Ｏ昌　淨心宮　張都宮　李Ｏ信　

顏Ｏ婷　頭城福興廟　謝Ｏ池　魏Ｏ翔　魏Ｏ容　羅Ｏ興　蔡Ｏ全　李

Ｏ玉嬌　呂Ｏ將　謝Ｏ惠　高Ｏ誠　無極聖池宮　吳Ｏ韋　黃Ｏ雄　黃

Ｏ椿　梁Ｏ富　賴Ｏ森　范Ｏ淇　宏鈦工程有限公司　郭Ｏ華　吳Ｏ

志 . 吳Ｏ誠　張Ｏ強　何Ｏ堯　曾Ｏ月　曾Ｏ娥　洪Ｏ凱　濟德宮　蔡

Ｏ鴒　王Ｏ美雲　王Ｏ美雲　協德宮　楊Ｏ秋鳳　礁溪觀協壇　福長宮

管理委員會　趙Ｏ信　林Ｏ志　林Ｏ雄　川弘建設有限公司　游Ｏ澤　

王Ｏ人　朱Ｏ筠　金威廟　陳Ｏ霙　周Ｏ叡　顏Ｏ蘭　普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劉Ｏ男　林Ｏ寶猜　魏Ｏ翔　魏Ｏ容　陳Ｏ周　王Ｏ任　陳Ｏ

涵　台中太平慈聖宮　永Ｏ宮　盧Ｏ貴　周Ｏ霞　吳Ｏ新　簡Ｏ長　簡

Ｏ長　李Ｏ峰　宜蘭合義社媽祖會　李Ｏ麗卿　台北玉慈同修會　羅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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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巡拔安宮　板橋慈聖堂　育德媽祖同修會　潘Ｏ詠　無極五母瑤慈

宮　張Ｏ秋　李Ｏ全　黃Ｏ英　林Ｏ送　高雄三王宮　羅Ｏ文　張Ｏ

雨　黃Ｏ彬　李Ｏ生　皇黃玄都院　游Ｏ澤　侯Ｏ福　蔣Ｏ薇　北投

慈生宮　鄭Ｏ本　賴Ｏ貞　戴Ｏ蘭　王Ｏ儒　林Ｏ德　侯Ｏ塵　徐Ｏ

茹　黃Ｏ霞　林Ｏ來　劉Ｏ安　王Ｏ章　曾Ｏ蘭　永吉玉明宮　戚Ｏ　

陳Ｏ男　楊Ｏ在　蔡Ｏ桂　吳Ｏ強　吳Ｏ靜緣　蔡Ｏ全　葉Ｏ成　羅

Ｏ雯　吳Ｏ志 . 吳Ｏ誠　黃Ｏ銘　陳Ｏ竹　陳Ｏ云　謝Ｏ燁　盧Ｏ慧　

蔡Ｏ珍　廖Ｏ奇　黃Ｏ儀　周Ｏ勳　胡Ｏ暄　陳Ｏ楷　魏Ｏ翔　魏Ｏ

容　潘Ｏ國　邱Ｏ香　吳Ｏ新　廖Ｏ華　廖Ｏ元　林Ｏ榮　王Ｏ任　

李Ｏ華　馮Ｏ珊　梁Ｏ英　廖Ｏ元　1,900 元　王Ｏ增　1,800 元　王

Ｏ彰　1,700 元　陳Ｏ永　1,688 元　鄭Ｏ玲　1,600 元　金貴翔銀樓　

王Ｏ婷　陳Ｏ山　林Ｏ月　林Ｏ月　周Ｏ穎　承福宮　北投永興宮　

管Ｏ綾　福Ｏ宮　淡水九龍宮　台北正義殿　1,500 元　劉Ｏ宏　洪Ｏ

豐　陳Ｏ興　陳Ｏ昌　蔡Ｏ卿　王Ｏ美　光紅建聖股份有限公司　渡

Ｏ香織　葉Ｏ旺　鄧Ｏ涵　周Ｏ陽　周Ｏ祐　李Ｏ峻　連Ｏ涵　吳Ｏ

恩　吳Ｏ基　鄭Ｏ江　鍾Ｏ和　蔡Ｏ卿　郭Ｏ暉　龔Ｏ鳳　王Ｏ人　

簡Ｏ婷　光紅建聖股份有限公司　蔡Ｏ玉　呂Ｏ貞　許Ｏ平　光紅建

聖股份有限公司　蘇Ｏ雪　卓Ｏ鴻　蘇Ｏ菁　謝Ｏ民　謝Ｏ先　謝Ｏ

玲　許Ｏ棋　才Ｏ芸　吳Ｏ媛　周Ｏ忠　林Ｏ沺　光紅建聖股份有限

公司　洪Ｏ瑞　1,400 元　黃Ｏ月　杜Ｏ守　1,250 元　張Ｏ軍　簡Ｏ

雲　1,200 元　林Ｏ汝　陳Ｏ成　陳Ｏ文　穆Ｏ霖　陳Ｏ山　先天一�緣

惠宮　黃Ｏ貴　吳Ｏ碧　倪Ｏ婷　蘇Ｏ雯　光華堂　杜Ｏ穎　無極普

庵王宮　無極樂業宮　無極玉虛宮　林Ｏ汝　陳Ｏ彥　陳Ｏ明　林Ｏ

宇　周Ｏ錦　汪Ｏ儒　曾Ｏ立　宋Ｏ臣　陳Ｏ寰　莊Ｏ梅　王Ｏ麗華　

辜Ｏ吉　謝Ｏ堂　鵬驥實業有限公司　恒昌電子有限公司　魏Ｏ宇　

吳Ｏ秋月　于Ｏ山　全安宮　張公聖君廟　林Ｏ斳　蔡Ｏ緞　練Ｏ簟　

楊Ｏ棋　三重媽祖會　李Ｏ萍　郭Ｏ玲　李Ｏ成　林Ｏ均　潘Ｏ成　

呂Ｏ梅　吳Ｏ晟　文強交通有限公司　李Ｏ樑　九龍宮　周Ｏ錦　蔡

Ｏ娟　林Ｏ汝　鄭Ｏ櫻　周Ｏ枝　陳Ｏ宗　陳Ｏ翰　林Ｏ珍　花蓮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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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宮　林Ｏ智　林Ｏ萬　董Ｏ成　高雄懿旨慈玄宮　郭Ｏ如　劉Ｏ明　

李Ｏ翰　吳Ｏ萱　胡Ｏ洲　蔡Ｏ河　陳Ｏ陽　裕德宮　基隆市長林右昌　

楊Ｏ駿　蘇Ｏ捷　倪Ｏ洋　周Ｏ錦　孫Ｏ玉　莊Ｏ茹　陳Ｏ宗　劍潭媽

祖會　蔡Ｏ鉞　陳Ｏ仁　陳Ｏ欽　陳Ｏ山　林Ｏ汝　洪Ｏ晴　林Ｏ汝　

劉Ｏ麗卿　1,150 元　張Ｏ清　張Ｏ瀅　陳Ｏ娥　吳Ｏ文　洪Ｏ珠　朱

Ｏ搴　1,010 元　廣渡寺　1,000 元　黃Ｏ慶　盧Ｏ君　展欣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邱Ｏ盛　陳Ｏ坤　郭Ｏ芬　陳Ｏ山　徐Ｏ文淑　楊Ｏ雄　

戴Ｏ蘭　葉Ｏ鵬　張Ｏ昇　張Ｏ秋　黃Ｏ誠　黃Ｏ信　謝Ｏ鳴　許Ｏ玲　

王Ｏ堅　王Ｏ祥　王Ｏ裕　張Ｏ錕　江Ｏ麗　陳Ｏ青　郭Ｏ靜慧　吳Ｏ

鳳　陳Ｏ坤　游Ｏ祥　廖Ｏ卿　江Ｏ英　鄭Ｏ裕　蔡Ｏ麗　許Ｏ蓮　陳

Ｏ怡　張Ｏ水　鄭Ｏ軒　方Ｏ福　游Ｏ如　姚Ｏ平　王Ｏ坤　楊Ｏ棻　

洪Ｏ青　林Ｏ新　錢Ｏ玉　邱Ｏ勳　黃Ｏ興　何Ｏ惠　陳Ｏ浪　黃Ｏ賢　

張Ｏ鈞　王Ｏ鼎　徐Ｏ豐　周Ｏ彬　陳Ｏ義　湯Ｏ瓊　黃Ｏ珅　許Ｏ涵　

許Ｏ誠　陳Ｏ琪　王Ｏ瑛　胡Ｏ榮　胡Ｏ麗　胡Ｏ泰　羅Ｏ文　益成不

銹鋼調理機有限公司　吳Ｏ美　吳Ｏ香　詹Ｏ儒　林Ｏ雅　張Ｏ圖　陳

Ｏ詩　高Ｏ鎂　李Ｏ宏　高Ｏ鎂　陳Ｏ　高Ｏ鎂　高Ｏ惠　李Ｏ金　吳

Ｏ寶　謝Ｏ興　周Ｏ丞　周Ｏ伶　林Ｏ宏　彭Ｏ�　王Ｏ任　彭Ｏ玲　林

Ｏ冠　吳Ｏ豪　林Ｏ君　張Ｏ秀英　陳Ｏ蓁　吳Ｏ嶧　楊Ｏ山　簡Ｏ合　

劉Ｏ英　郭Ｏ花　郭Ｏ花　王Ｏ鈞　普利凱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　張Ｏ

娥　林Ｏ廷　李Ｏ琰　林Ｏ玉　王Ｏ雄　黃Ｏ梅子　陳Ｏ貞　王Ｏ裘　

王Ｏ裕　王Ｏ堅　王Ｏ祥　林Ｏ雲　黃Ｏ惠　蔡Ｏ謙　黃Ｏ旺　楊Ｏ卉　

邱Ｏ明　蔡Ｏ旭　谷Ｏ祥　鐘Ｏ育　洪Ｏ松　丁Ｏ臻　林Ｏ賢　高Ｏ霖　

陳Ｏ慶　育林有限公司　許Ｏ　柯Ｏ　張Ｏ為　王Ｏ宗　李Ｏ華　馮Ｏ

珊　王Ｏ坤　王Ｏ儀　許Ｏ　郭Ｏ　劉Ｏ英桃　詹Ｏ鳳　陳Ｏ民　李Ｏ

平　何Ｏ毅　謝Ｏ緯　羅Ｏ鎏　劉Ｏ蓮　展欣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周Ｏ海　陳Ｏ興　王Ｏ傅　許Ｏ琳　林Ｏ元　張Ｏ泳　郭Ｏ靜慧　宏鑫

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秦Ｏ娥　郭Ｏ阿蕉　劉Ｏ香　寶田科技有限公

司　李Ｏ芬　李Ｏ正　劉Ｏ宏　林Ｏ惠　王Ｏ蕙　黃Ｏ純　魏Ｏ忠　陳

Ｏ喬　劉Ｏ延　吳Ｏ慧　彭Ｏ輝　蔡Ｏ峰　陳Ｏ榮　王Ｏ任　顏Ｏ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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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Ｏ中　趙Ｏ　賴Ｏ明　簡Ｏ清　謝Ｏ鳴　陳Ｏ旭　王Ｏ玉　孫Ｏ濂　陳

Ｏ薇　潛修堂　張Ｏ方　陳Ｏ海　王Ｏ仁　王Ｏ荷　陳Ｏ文　楊Ｏ昌　陳

Ｏ美　�Ｏ婕　陳Ｏ鉗　郭Ｏ木　鄭Ｏ德　蕭Ｏ敏　蕭Ｏ敏　郭Ｏ龍　劉Ｏ　

魏Ｏ明理　郭Ｏ松　謝Ｏ廷　徐Ｏ木　徐Ｏ元　徐家歷代祖先　徐Ｏ蕾　

徐Ｏ財　趙Ｏ萍　陳Ｏ秀蘭　藥師山基金會　周Ｏ錦　葉Ｏ芳　郭Ｏ宏　

楊Ｏ基　謝Ｏ桐　曾Ｏ寧　盧Ｏ阿花　金鋒商行　玉如意殿　陳Ｏ欣　簡

Ｏ輝　曾Ｏ元　林Ｏ佑　炫豪企業有限公司　冠佑聯合有限公司　趙Ｏ和　

林Ｏ宜　陳Ｏ勻　陳Ｏ雅子　吳Ｏ麗　林Ｏ森　鄭Ｏ智　深圳市星睿奇光

電有限公司　星睿奇貿易有限公司　心成國際有限公司　阮Ｏ綺　阮Ｏ慈　

袁Ｏ玲　阮Ｏ綺　阮Ｏ慈　陳Ｏ祥　明Ｏ稼　蔡Ｏ榮　張Ｏ傑　高Ｏ庭　

張Ｏ惠　柯Ｏ興　周Ｏ義　劉Ｏ穗　傅Ｏ雯　楊Ｏ棻　張Ｏ珍　藍Ｏ瀅　

劉Ｏ宗　張Ｏ偉　林Ｏ媚　方Ｏ童　羅Ｏ　邱Ｏ榮　陳Ｏ華　楊Ｏ雄　馮

Ｏ敏　吳Ｏ福　孫Ｏ娟　林Ｏ榮　王Ｏ明　陳Ｏ　張Ｏ松　謝Ｏ琪　江Ｏ　

許Ｏ和　李Ｏ秀　楊Ｏ源　林Ｏ香　陳Ｏ　周Ｏ秀琴　蔡Ｏ賢　吳Ｏ熙　

高Ｏ捷　余Ｏ瑋　溫Ｏ茵　李Ｏ維　廖Ｏ誠　林Ｏ水　吳Ｏ浦　郭Ｏ智　

陳Ｏ呅　蔡Ｏ暘　蔡Ｏ男　許Ｏ切　葉Ｏ貴　黃Ｏ暉　簡Ｏ龍　王Ｏ蓉　

陳Ｏ源　張Ｏ治　張Ｏ昇　林Ｏ德　李Ｏ芳　黃Ｏ蓉　吳Ｏ仁　陳Ｏ苹　

李Ｏ祥　鍾Ｏ辰　黃Ｏ勳　施Ｏ淵　呂Ｏ文　張Ｏ鐘　簡Ｏ清　周Ｏ倩　

林Ｏ雲　黃Ｏ貞　邱Ｏ寧　陳Ｏ君　王Ｏ德　林Ｏ弘　蘇Ｏ貴雲　何Ｏ成　

鐘Ｏ耀　陳Ｏ森　陳Ｏ梅子　高Ｏ標　周Ｏ　蘇Ｏ賢　李Ｏ義　林Ｏ春江　

鄭Ｏ洲　吳Ｏ勇　謝Ｏ明　何Ｏ珍　吳Ｏ河　蔡Ｏ英　李Ｏ翊　陳Ｏ平　

聖雲宮　盧Ｏ緁　許Ｏ發　曾Ｏ國　阮Ｏ庭　路Ｏ瑾　鄭Ｏ丁　朱Ｏ帆　

翁Ｏ毅　廖Ｏ丹　金鋒商行　張Ｏ瑜　蔡Ｏ發　竣亭企業社　林Ｏ　崔Ｏ

雄　翔鼎機電有限公司　黃Ｏ慧　歐陽陳惠美　高Ｏ志　潘Ｏ雲　林Ｏ倩　

羅Ｏ程　朱Ｏ明　薛Ｏ弼　連Ｏ成　陳Ｏ國　翁Ｏ斌　私立再芳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 ( 養護型 )　賴Ｏ婕　吳Ｏ瑞　陳Ｏ珠　陳Ｏ蓁　楊Ｏ淵　朱Ｏ如　

陳Ｏ雄　黃Ｏ傳　陳Ｏ志　鄧Ｏ市　曾Ｏ銘　張Ｏ靈　李Ｏ生　張Ｏ雄　

張Ｏ驊　林Ｏ聰　林Ｏ博　黃Ｏ秀琴　戴Ｏ傳　郭Ｏ烈　�Ｏ甫　吳Ｏ寶珠　

陳Ｏ勳　林Ｏ川　王Ｏ對　高Ｏ炎　王Ｏ國　黃Ｏ秀珠　楊Ｏ勝　陳Ｏ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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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Ｏ賢　高Ｏ義　葉Ｏ坊　胡Ｏ木　黃Ｏ郎　林Ｏ娥　許Ｏ來　孫Ｏ珠　

洪Ｏ蘭　袁Ｏ欉　林Ｏ煌　陳Ｏ穎　楊Ｏ霖　孫Ｏ輝　張Ｏ瑞　呂Ｏ榮　

蘇Ｏ利　茆Ｏ榮　紀念村　曹Ｏ庭　余Ｏ夫　徐Ｏ松　王Ｏ都　李Ｏ途　

高Ｏ慈　楊Ｏ桃　李Ｏ揚　張Ｏ維　湯Ｏ源　楊Ｏ顯　吳Ｏ倫　吳Ｏ慧

紋　許Ｏ馨　石Ｏ萍　李Ｏ維　蘇Ｏ安　謝Ｏ汶　林Ｏ　吳Ｏ花　簡Ｏ

庭　簡Ｏ德　游Ｏ郎　魏Ｏ標　鄭Ｏ辰　林Ｏ弘　吳Ｏ英　林Ｏ吉　張

Ｏ和　李Ｏ欣　陳Ｏ榮　謝Ｏ美玉　高Ｏ慧　廖Ｏ群　廖Ｏ鳳　黃Ｏ珅　

尚永電子有限公司　林Ｏ廷　尚益鐵工廠　何Ｏ福　張Ｏ傑　好宅多不

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郭Ｏ田　游Ｏ藝　連Ｏ彬　游Ｏ東　陳Ｏ益　

宏信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陳Ｏ慧　張Ｏ輝　曾Ｏ宗　黃Ｏ教　陳Ｏ梅　

張Ｏ成　張Ｏ榕　張Ｏ元　盧Ｏ樺　許Ｏ強　陳Ｏ正　江Ｏ穗　何Ｏ玲　

蔡Ｏ忠　盧Ｏ美　蔡Ｏ華　林Ｏ如　黃Ｏ珍　更新福德廟　蔡Ｏ清　蔡

Ｏ華　吳Ｏ嶧　施Ｏ卿子　施Ｏ青　方Ｏ富　蔡Ｏ福　陳Ｏ枝　張Ｏ冬　

林Ｏ盟　陳Ｏ財　王Ｏ弘　詹Ｏ萱　蔡Ｏ成　范Ｏ金　美商升陽科技有

限公司　廖Ｏ美　高Ｏ雄　梁Ｏ涵　林Ｏ蘭　郭Ｏ錦　丁Ｏ龍　高Ｏ隆　

陳Ｏ信　比利奈爾有限公司　粟Ｏ丹　鄧Ｏ銅　何Ｏ霖　簡Ｏ葉　中鈴

股份有限公司　范Ｏ文　張Ｏ津　楊Ｏ傑　游Ｏ進　黃Ｏ忠　劉Ｏ顯　

葉Ｏ龍　曹Ｏ城　蕭Ｏ英　鄒Ｏ真　賴Ｏ琴　何Ｏ銘　陳Ｏ林　許Ｏ榮　

簡Ｏ子　美貳精品服飾　劉Ｏ國　蘇Ｏ蓉　王Ｏ蔚　侯Ｏ睿　張Ｏ雨　

黃Ｏ鈺　吳Ｏ玄　張Ｏ齡　陳Ｏ玉　徐Ｏ�　許Ｏ學　胡Ｏ麗　胡Ｏ泰　

胡Ｏ榮　陳Ｏ紀　陳Ｏ成　陳Ｏ成　張Ｏ德　邱Ｏ玉　曹Ｏ丁　歐Ｏ良　

盧Ｏ正　葉舜民　許Ｏ伶　張Ｏ儀　張Ｏ瑜　江Ｏ界　林Ｏ鴻　呂Ｏ芳　

蕭Ｏ瀅　鄭Ｏ國　林Ｏ明　簡Ｏ麒　陳Ｏ一　楊Ｏ德　劉Ｏ雄　游Ｏ泰　

林Ｏ權　陳Ｏ慶　桃園無極慈雲宮　黃Ｏ吉　周Ｏ彬　黃Ｏ慧　唐Ｏ玉

燕　陳Ｏ怡　施Ｏ璋　楊Ｏ楣　許Ｏ玉　睿星科技股份公司　黃Ｏ宏　

王Ｏ權　吳Ｏ鳳　鄭Ｏ月　陳Ｏ一　盧Ｏ阿花　游Ｏ嵐　汪Ｏ珠　柳Ｏ

真　金Ｏ宏　廖Ｏ美智　李Ｏ青　呂Ｏ泰　陳Ｏ玲　許Ｏ妙　陳Ｏ福　

林Ｏ琪　鄧Ｏ和　高Ｏ當　李Ｏ恩　蔡Ｏ倫　張Ｏ新　李Ｏ碧珠　賴Ｏ

月　李Ｏ成　印晟數位像輸出有限公司　吳Ｏ璋　楊Ｏ銘　馬Ｏ翠　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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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忠　彭Ｏ惠　周Ｏ希　林Ｏ阿妹　林Ｏ雅　范Ｏ清　周Ｏ如　羅Ｏ雲　

黃Ｏ旺　陳Ｏ裕　陳Ｏ墀　陳Ｏ宏　藍Ｏ吉　趙Ｏ明　李Ｏ華　許Ｏ昌　

柯Ｏ路　柯Ｏ順　李Ｏ弘　李Ｏ緣　陳Ｏ月卿　黃Ｏ媗　陳Ｏ忠　游Ｏ來　

陳Ｏ宏　簡Ｏ國　王Ｏ毅　陳Ｏ碧　郭Ｏ秀英　出Ｏ春　洪Ｏ儒　黃Ｏ益　

張Ｏ妹　�Ｏ�　協和業鴻有限公司　普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郭Ｏ偉　林Ｏ

源　呂Ｏ有　黃Ｏ雄　呂Ｏ俊　廖Ｏ勝　呂Ｏ琪　汪Ｏ蘭　吳Ｏ妹　吳Ｏ

長　江Ｏ興　宋Ｏ晴　金貴翔銀樓　方Ｏ色女　范Ｏ玉　昇洋環境科技

( 股 ) 公司　劉Ｏ豐　王Ｏ山　楊Ｏ偉　劉Ｏ源　劉Ｏ郎　康Ｏ明　陳Ｏ寰　

黃Ｏ陽　黃Ｏ陵　曾Ｏ雯　林Ｏ雪華　蔡Ｏ川　涂Ｏ榮　毅欣達企業有限

公司　李Ｏ瑜　張Ｏ敏　林Ｏ定　何Ｏ宗　蔡Ｏ滿　李Ｏ飛　鄭Ｏ寶　陳

Ｏ子　江Ｏ正　陳Ｏ珠　陳Ｏ志　鄭Ｏ鸞　周Ｏ彬　淡水文史志工　吳Ｏ

瑋　吳Ｏ君　吳Ｏ雯　謝Ｏ鳴　林Ｏ任　吳Ｏ女　劉Ｏ蓮　劉Ｏ束　張Ｏ

偉　謝Ｏ來富　盧Ｏ炘　鄭Ｏ蘭　王Ｏ政　黃Ｏ慧　吳Ｏ壽　許Ｏ婷　李

Ｏ萱　邱Ｏ名　陳Ｏ英　王Ｏ富　李Ｏ東　徐Ｏ明　徐Ｏ人　曹Ｏ承　楊

Ｏ棻　十五街庄福德宮　載福宮　江Ｏ錶　楊Ｏ鳳　陳Ｏ鉗　許Ｏ騰　葉

Ｏ和　許Ｏ子　陳Ｏ英　林Ｏ娟　許Ｏ宏　林Ｏ明　王Ｏ清　賴Ｏ雪清　

張Ｏ春　張Ｏ頌　張Ｏ燕　崧昇水電工程行　康Ｏ萱　何Ｏ憲　許Ｏ蘭妹　

許Ｏ鋒　彭Ｏ惠　洪Ｏ玲　馮Ｏ　張Ｏ明　吳Ｏ旭　台新電氣工程行　戴

Ｏ秋�　張Ｏ惠　黃Ｏ禎　銓灝有限公司　廖Ｏ卿　吳Ｏ太　蔡Ｏ湖　呂Ｏ

富　周Ｏ錦　林Ｏ菁　鄭Ｏ秀麗　宜蘭普濟寺　林Ｏ惠　陳Ｏ機　趙Ｏ珀

芬　九份聖明宮　蘇Ｏ秀盆　藍Ｏ信　莊Ｏ風　陳Ｏ慶　林Ｏ坤　楊Ｏ禎　

陳Ｏ根　許Ｏ金枝　黃Ｏ勛　張Ｏ萍　台南修緣靈修會　林Ｏ星　柯Ｏ陽　

徐Ｏ陽　董Ｏ如　郭Ｏ靜慧　高Ｏ德　曾Ｏ泉　吳Ｏ羽　郭Ｏ賢　鑫滿實

業有限公司　郭Ｏ瑄　林Ｏ子　王Ｏ華　林Ｏ興　陳Ｏ孝　吳Ｏ愛珠　李

Ｏ惠　莊Ｏ雯　田Ｏ德　郭Ｏ　黃Ｏ惠　張Ｏ彩　王Ｏ看　陳Ｏ鉗　展欣

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蘇Ｏ玉　吳Ｏ鳳　劉Ｏ月里　林Ｏ恩　新竹李家

天上聖母會　冠仲興業有限公司　許Ｏ碧蝦　林Ｏ龍　許Ｏ珠　葉Ｏ貴　

許Ｏ美　陳Ｏ扶　鄭Ｏ貞　簡Ｏ清　凰靈宮　朱Ｏ仁　林Ｏ怡　王Ｏ人　

黃Ｏ慶　鍾Ｏ多　詹Ｏ桂子　劉Ｏ軒　游Ｏ慶　簡Ｏ樺　蔡Ｏ旭　昆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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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　王Ｏ英　洪Ｏ德　江Ｏ利　翁Ｏ發　謝Ｏ鳴　彭Ｏ妹　莊

Ｏ群　林Ｏ花　謝Ｏ恬　崁頂朝陽宮　呂Ｏ合　楊Ｏ海　楊Ｏ海　曹Ｏ

岡　彭Ｏ惠　陳Ｏ寶　楊Ｏ棻　陳Ｏ孝　黃Ｏ美珠　李Ｏ諺　李Ｏ翰　

王Ｏ雄　陳Ｏ坤　蔡Ｏ麗　陳Ｏ廷　曹Ｏ雄　李Ｏ溪　汪Ｏ鴻　陳Ｏ生　

李Ｏ郎　葉Ｏ宏　李Ｏ全　曹Ｏ湘　盧Ｏ阿花　楊Ｏ凱　楊Ｏ子　劉Ｏ

英桃　金貴翔銀樓　詹Ｏ屘　胡Ｏ仁　許Ｏ涵　徐家歷代祖先　徐Ｏ元　

徐Ｏ蕾　徐Ｏ木　徐Ｏ財　陳Ｏ秀蘭　詹Ｏ忠　羅Ｏ美　蔡Ｏ森　蔡Ｏ

凱　蔡Ｏ廷　林Ｏ芳　姚Ｏ宏　陳Ｏ銥　�Ｏ婕　潘Ｏ新　王Ｏ任　李Ｏ

昇　劉Ｏ蓮　林Ｏ諭　鄭Ｏ德　吳Ｏ潔　魏Ｏ益　盧Ｏ慧　陳Ｏ林　鴻

發通運有限公司　陳Ｏ吉　楊Ｏ卉　李Ｏ林　謝Ｏ芸　邱Ｏ華　李Ｏ焜　

梁Ｏ崧　楊Ｏ發　吳Ｏ鳳　蔡Ｏ祐　陳Ｏ墻　林Ｏ明　鄭Ｏ鸞　陳Ｏ樂　

王Ｏ蓁　鄧Ｏ昀　鍾Ｏ晴　林Ｏ智　曹Ｏ梨　吳Ｏ昭　潘Ｏ漢　廖Ｏ琴　

王Ｏ趁秀　邱Ｏ秀英　黃Ｏ江　黃Ｏ祖　陳Ｏ勤　林Ｏ年　何Ｏ祐　張

Ｏ熊　林Ｏ利　陳Ｏ慶　陳Ｏ霞　連Ｏ曄　趙Ｏ鼎　陳Ｏ蓁　馬Ｏ忠　

謝Ｏ德　蔡Ｏ河　施Ｏ玉　謝Ｏ慧　彭Ｏ惠　吳Ｏ旺　林Ｏ鴻　何Ｏ玉　

呂Ｏ春　童Ｏ燕　馬Ｏ華　郭Ｏ昭　台光魚丸食品　富Ｏ興貿易有限公

司　李Ｏ勝　李Ｏ真　李Ｏ玉　林Ｏ任　陳Ｏ誼　林Ｏ添　郭Ｏ興　李

Ｏ春美　李Ｏ男　楊Ｏ儒　許Ｏ銘　許Ｏ銘　謝Ｏ田　許Ｏ誠　陳Ｏ祥　

林Ｏ東　溫Ｏ畬　俞Ｏ雪　劉Ｏ堅　陳Ｏ喬　元聖宮　蔡Ｏ昂　許Ｏ雄　

林Ｏ好　宋Ｏ福　黃Ｏ順　鍾Ｏ恩　鍾Ｏ高　易Ｏ滔　李Ｏ芳　林Ｏ傑　

林Ｏ恆　林Ｏ芯　李Ｏ恩　林Ｏ華　楊Ｏ婷　洪Ｏ蘭　陳Ｏ琪　蕭Ｏ榮　

蔡Ｏ然　許Ｏ惠　廖Ｏ芳　劉Ｏ良　劉Ｏ穗　楊Ｏ棻　蔡Ｏ蘭　邱Ｏ銘　

陳Ｏ安　邱Ｏ來　高Ｏ惠　郭Ｏ斐　吳Ｏ勳　王Ｏ造　陳Ｏ榮　王Ｏ人　

林Ｏ新　簡Ｏ輝　吳Ｏ樑　陳Ｏ阿里　孔Ｏ滿　彭Ｏ惠　鵬群營造工程

有限公司　陳Ｏ福　吳Ｏ翎　張Ｏ綸　王Ｏ坤　王Ｏ富　嚴Ｏ瑜　蔡Ｏ

容　駱Ｏ玉　林Ｏ忠　王Ｏ康　王Ｏ蒙　王Ｏ曦　張Ｏ寶　張Ｏ瀅　張

Ｏ軫　陳Ｏ祥　林Ｏ儀　羅Ｏ誠　蔡Ｏ維　黃Ｏ奎　私立再芳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 ( 養護型 )　韓Ｏ義　陳Ｏ彰　吳Ｏ承　艾廷實業有限公司　施

Ｏ靜　吳Ｏ裕　王Ｏ　許Ｏ龍　郭Ｏ豪　傅Ｏ芳　蔣Ｏ岱　邱Ｏ方　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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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靜慧　楊Ｏ桃　唐Ｏ貴　蔡Ｏ淵　許Ｏ玉　彭Ｏ溪　陳Ｏ翰　黃Ｏ潔　

蔡Ｏ娟　林Ｏ妍　李Ｏ青　郭Ｏ阿蕉　黃Ｏ君　呂Ｏ玉綿　呂Ｏ玲　陳Ｏ

香　林Ｏ菊　陳Ｏ伶　謝Ｏ美蜂　林Ｏ惠　連Ｏ成　周Ｏ毅　郭Ｏ豪　張

Ｏ梅　周Ｏ錦　李Ｏ良　楊Ｏ儒　陳Ｏ榮　游Ｏ鈴　侯Ｏ河　張Ｏ松　陳

Ｏ禾　康Ｏ賢　魏Ｏ達　李Ｏ彥　萬Ｏ宏　鑫滿實業有限公司　江Ｏ錶　

邵Ｏ飛　蕭Ｏ春蓮　蕭Ｏ文　林Ｏ興　淡水福靈宮　育林有限公司　林Ｏ

秋絨　鄭Ｏ瑋　大元空調工程行　陳Ｏ鉗　金貴翔銀樓　李Ｏ勳　劉Ｏ宏　

廖Ｏ卿　毛Ｏ綱　溫Ｏ如　曾Ｏ蘭　顏Ｏ宗　吳Ｏ霞　李Ｏ竹　王Ｏ培　

蔡Ｏ宗　莊Ｏ雄　廖Ｏ堂　李Ｏ勝　王Ｏ珠　林Ｏ邦　張Ｏ秀　張Ｏ富　

謝Ｏ鳴　邱Ｏ雲　林Ｏ香　張Ｏ偉　92 水鳥　劉Ｏ黎　林Ｏ桂　魏Ｏ貞　

葉Ｏ銘　黃Ｏ林　江Ｏ英　陳Ｏ寰　呂Ｏ紘　余Ｏ進　劉Ｏ琴　魏Ｏ華　

李Ｏ穎　鑫滿實業有限公司　900 元　許Ｏ庭　許Ｏ庭　許Ｏ庭　許Ｏ庭　

陳Ｏ義　許Ｏ庭　許Ｏ庭　888 元　林Ｏ豪　葉Ｏ青　800 元　黃Ｏ佩　葉

Ｏ阿議　黃Ｏ慈　陳Ｏ廷　洪Ｏ蕙　銓穎水電有限公司　楊Ｏ昇　吳Ｏ木　

王Ｏ文　周Ｏ勳　鄒Ｏ真　鄒Ｏ秀代　楊Ｏ庭　黃Ｏ婷　郭Ｏ清　王Ｏ助　

粘Ｏ峻　江Ｏ文　張Ｏ誌　吳Ｏ雪　孫Ｏ真　陳Ｏ海　劉Ｏ來　洪Ｏ勝　

林Ｏ發　李Ｏ宗　林Ｏ有　曾Ｏ勳　蔡Ｏ益　陳Ｏ淳　700 元　蔡Ｏ達　

楊Ｏ仁　650 元　陳Ｏ雄　600 元　黃Ｏ�　丁Ｏ欉　江Ｏ魁　林Ｏ汝　郭Ｏ

寶猜　郭Ｏ鍾　羅Ｏ峰　蕭Ｏ鴻　李Ｏ勳　翁Ｏ鳳　謝Ｏ歷　何Ｏ峰　賴

Ｏ枝　葉Ｏ月英　劉Ｏ祥　蘇Ｏ榮　張Ｏ倫　陳Ｏ寶賢　林Ｏ祥　張Ｏ純　

林Ｏ閎　張Ｏ貴　�Ｏ堯　游Ｏ齡　李Ｏ福　維鴻工程行　�Ｏ實業有限公司　

黃Ｏ娜　姜Ｏ瑜　陳Ｏ慧　蔡Ｏ明　陳Ｏ娟　蔡Ｏ翰　曾Ｏ達　彭Ｏ銍　

鄭Ｏ心　吳Ｏ益　張Ｏ和　李Ｏ勳　李Ｏ強　嚴Ｏ霞　王Ｏ生　林Ｏ汝　

段Ｏ霖　李Ｏ榆　胡Ｏ朗　張Ｏ宇仔　葉Ｏ麗珠　潘Ｏ福　林Ｏ壽　莊Ｏ

雄　呂Ｏ金英　陳Ｏ惠　陳Ｏ棋　謝Ｏ芸　高Ｏ雄　簡Ｏ哲　葉Ｏ榮　陳

Ｏ田　登特司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謝Ｏ珍　邱Ｏ容　陳Ｏ廷　陳Ｏ棋　�Ｏ

婕　劉Ｏ民　蘇Ｏ華　方Ｏ雄　歐Ｏ仁　李Ｏ益　簡Ｏ光　廖Ｏ評　江Ｏ

月楚　黃Ｏ在　呂Ｏ承　蘇Ｏ騏　李Ｏ銓　鄭Ｏ薰　潘Ｏ鳳　蘇Ｏ榮　李

Ｏ秀蓮　陳Ｏ隆　蕭Ｏ嫻　郭Ｏ德　林Ｏ立　林Ｏ福　陳Ｏ炎　陳Ｏ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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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Ｏ林　許Ｏ香　葉Ｏ佳　葉Ｏ傑　趙Ｏ信　郭Ｏ惠　陳Ｏ琪　邱Ｏ益　

池Ｏ雄　桑Ｏ涵　王Ｏ貞　朱Ｏ瑾　趙Ｏ平　郭Ｏ玉　周Ｏ男　陳Ｏ賢　

陳Ｏ隆　張Ｏ然　台羚有限公司　台貿海陸工程有限公司　李Ｏ昊　喬

Ｏ琳　劉Ｏ宏　劉Ｏ龍　毛Ｏ龍　蘇Ｏ福　鄧Ｏ羲　高Ｏ斌　林Ｏ曼　

曾Ｏ清　簡Ｏ如　林Ｏ容　顏Ｏ珠　游Ｏ儒　林Ｏ叡　劉Ｏ源　林Ｏ桂　

余Ｏ萱　劉Ｏ瑀　郭Ｏ騰　蔡Ｏ興　江Ｏ鎰　順天宮　李Ｏ將　趙Ｏ良　

林Ｏ傑　吳Ｏ芬　林Ｏ彤　林Ｏ汝　松懋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賴Ｏ莉　

余Ｏ樹　廖Ｏ山　辜Ｏ昌　李Ｏ蓁　游Ｏ溱　陳Ｏ音　霖源工程有限公

司　譁益工程有限公司　邱Ｏ儀　基隆東興廟　王Ｏ枝　成峰汽車維修

保養廠　張Ｏ龍　徐Ｏ隆　林Ｏ金意　林Ｏ義　陳Ｏ翰　陳Ｏ如　郭Ｏ

郡　郭Ｏ宏　游Ｏ雪　游Ｏ鈴　游Ｏ鈴　游Ｏ雪　王Ｏ生　曾Ｏ誠　黃

Ｏ瑋　葉Ｏ宏　林Ｏ螢　王Ｏ雅　胡Ｏ長　陳Ｏ宗　張Ｏ苗　溫Ｏ美　

黃Ｏ鏹　周Ｏ采　張Ｏ奉　黃Ｏ娜　蔡Ｏ旺　經護樺有限公司　劉Ｏ坤　

劉Ｏ秋敏　曾Ｏ忠　周Ｏ富　王Ｏ君　林Ｏ元　蔡Ｏ梅　柯Ｏ正　陳Ｏ

希　涂Ｏ榮　涂Ｏ雲娥　賴Ｏ州　郭Ｏ隨　游Ｏ傑　呂Ｏ鄙　鄭Ｏ煌　

吳Ｏ錦　張Ｏ嬌　張Ｏ捷　曾Ｏ翎　李Ｏ菁　鄭Ｏ玟　楊Ｏ婷　吳Ｏ仕　

黃Ｏ麗華　李Ｏ美　謝Ｏ誼　周Ｏ彬　李Ｏ勳　吳Ｏ萍　歐Ｏ紋　林Ｏ

惠　陳Ｏ興　陳Ｏ順　陳Ｏ義　維鴻工程行　蔡Ｏ爐　�洋實業有限公司　

陳Ｏ維　林Ｏ達　育霖景觀設計有限公司　永澤園藝社　高Ｏ足　楊Ｏ

順　王Ｏ筆　李Ｏ宗　謝Ｏ永　張Ｏ達　林Ｏ子　王Ｏ全　孫Ｏ倫　陳

Ｏ君　莊Ｏ羽　林Ｏ春　德和宮　徐Ｏ豐　熊Ｏ勇　胡Ｏ蒂　熊Ｏ琦　

黃Ｏ娜　杜Ｏ順　沈Ｏ沅　陳Ｏ軒　呂Ｏ永　葉Ｏ佳　蔡Ｏ池　蔡Ｏ璇　

賴Ｏ桂　李Ｏ女　林Ｏ達　林Ｏ旋　許Ｏ良　合誠宮　林Ｏ田　林Ｏ花　

吳Ｏ舟　陳Ｏ涵　范Ｏ慎　陳Ｏ鑫　陳Ｏ益　蔡Ｏ錦雪　華榮汽車有限

公司　顏Ｏ葉　陳Ｏ如　許Ｏ群　盧Ｏ云　謝Ｏ蓁　林Ｏ�　謝Ｏ臻　張

Ｏ菁　張Ｏ苗　�洋實業有限公司　維鴻工程行　茆Ｏ榮　江Ｏ蓮　陳Ｏ

裕　台北市私立陳蒂國文文理短期補習班　李Ｏ宸　蘆洲太子宮　詹Ｏ

融　林Ｏ汝　謝Ｏ卉　鄭Ｏ華　施Ｏ楓　林Ｏ安　李Ｏ勳　王Ｏ仁　李

Ｏ春　陳Ｏ義　林Ｏ桂　楊Ｏ庭　楊Ｏ修　林Ｏ月　廖Ｏ真　李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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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Ｏ金枝　艾Ｏ松　郭Ｏ卿　林Ｏ貴　台北代天府　蔡Ｏ霞　陳Ｏ有　劉

Ｏ懿　友祥工程有限公司　莊Ｏ益　林Ｏ立　何Ｏ松　江Ｏ文　鄭Ｏ泉　

羅Ｏ仰　吳Ｏ惠　吳Ｏ蓁　顏Ｏ忠　許Ｏ猜　尤Ｏ君　鄭Ｏ庭　邱Ｏ凱　

吳Ｏ　張Ｏ子　謝Ｏ芸　鳳山寺玄澤堂　周Ｏ華　陳Ｏ銘　張Ｏ菁　林Ｏ

嫙　游Ｏ齡　曾Ｏ清　何Ｏ�蟬　洪Ｏ源　林Ｏ昀　許Ｏ良　蕭Ｏ財　游Ｏ　

游Ｏ玲　張Ｏ山　曾Ｏ紅　王Ｏ薇　王Ｏ芬　呂Ｏ源　王Ｏ專　王Ｏ繼　

王Ｏ毅　王Ｏ安　王Ｏ華　周Ｏ守勤　許Ｏ水盆　成峰汽車維修保養廠　�

洋實業有限公司　維鴻工程行　薛Ｏ達　何Ｏ里　劉Ｏ欽　白Ｏ�　邱Ｏ惠　

陳Ｏ盛　林Ｏ宏　鄭Ｏ嘉　蕭Ｏ成　林Ｏ育芸　吳Ｏ立　吳Ｏ立　吳Ｏ貴　

蔡Ｏ慧　蔡Ｏ池　鄭Ｏ泉　李Ｏ勳　謝Ｏ芹　張Ｏ昌　傅Ｏ賓　劉Ｏ莉　

黃Ｏ涵　陳Ｏ成　林Ｏ瑩　陳Ｏ菁　何Ｏ毅　陳Ｏ如　林Ｏ勳　林Ｏ汝　

黃Ｏ娜　戴Ｏ娟　陳Ｏ如　陳Ｏ霖　陳Ｏ霖　林Ｏ汝　陳Ｏ如　黃Ｏ娜　

賴Ｏ雅　575 元　林Ｏ貞　夏Ｏ　李Ｏ藩　李Ｏ虎　500 元　廖Ｏ海　戴Ｏ

妃　陳Ｏ棟　周Ｏ喬　陳Ｏ文　張Ｏ佩　陳Ｏ樺　李Ｏ孟珠　黃Ｏ慈　中

凌企業有限公司　劉Ｏ宗　王Ｏ元　林Ｏ勝　陳Ｏ慧　蘇Ｏ麟　梁Ｏ順　

劉Ｏ瑋　吳Ｏ林　莊Ｏ敏英　江Ｏ華　玄德宮　�Ｏ彥　陳Ｏ云　王Ｏ琴　

周Ｏ呈　張Ｏ淑娥　吳Ｏ祺　余Ｏ青　蔡Ｏ春　蔡Ｏ安　林Ｏ江　朱Ｏ乾　

周Ｏ元　黃Ｏ斟　葛Ｏ陽　陳Ｏ智　薛Ｏ云　林Ｏ誼　莊Ｏ緞　陳Ｏ蓉　

張Ｏ桎　周Ｏ傑　莊Ｏ媚　蔡Ｏ緒　周Ｏ薇　張Ｏ咪　曾Ｏ德　陳Ｏ雪　

翁Ｏ袁　許Ｏ輝　詹Ｏ傳　詹Ｏ良　詹Ｏ清　陳Ｏ幼　嚴Ｏ薇　劉Ｏ榮　

藍Ｏ買　陳Ｏ安　陳Ｏ源　伍Ｏ志　板橋埔墘王爺府　尤Ｏ淵　蘇Ｏ珍　

謝Ｏ婷　王Ｏ任　林Ｏ峰　盧Ｏ璋　陳Ｏ　唐Ｏ豪　李Ｏ毅　徐Ｏ蓮　范

Ｏ雯　范Ｏ媛　黃Ｏ霞　馮Ｏ萍　李Ｏ琳　高Ｏ宗　陳Ｏ武　廖Ｏ汝　李

Ｏ珊　葉Ｏ塘　楊Ｏ霖　楊Ｏ諭　周Ｏ涵　連Ｏ虹　朱Ｏ成　周Ｏ耀　高

Ｏ　黃Ｏ瑢　陳Ｏ松子　莊Ｏ佳　馮Ｏ美　魏Ｏ達　林Ｏ絲　杜Ｏ平　陳

Ｏ枝葉　陳Ｏ剛　翁Ｏ君　邱Ｏ基　周Ｏ美　周Ｏ嘉　黃Ｏ庭　黃Ｏ琦　

馬Ｏ華　藺Ｏ凱　藺Ｏ健　陳Ｏ美　郭Ｏ賢　楊Ｏ泉　蔡Ｏ義　陳Ｏ薇　

黃Ｏ通　黃Ｏ宗　龍聖堂　徐Ｏ杰　許Ｏ恩　黃Ｏ虹　鍾Ｏ慧　邱Ｏ鶯　

賴Ｏ真　賴Ｏ　曾Ｏ絮　許Ｏ雄　林Ｏ偉　李Ｏ子　余Ｏ彬　周Ｏ梅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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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辰　余Ｏ震　廖Ｏ瑋　張Ｏ貴　張Ｏ智　周Ｏ祁　周Ｏ德　陳Ｏ山　

黃Ｏ美　黎Ｏ誠　黃Ｏ新　林Ｏ秀　鄭Ｏ榮　許Ｏ三　謝Ｏ月　許Ｏ揚　

許Ｏ瑜　許Ｏ群　許Ｏ　王Ｏ任　王Ｏ宗　林Ｏ婷　林Ｏ傑　楊Ｏ女　

李Ｏ英　莊Ｏ惠　吳Ｏ倖　陳Ｏ英　張Ｏ亭　周Ｏ　程Ｏ鐘　陳Ｏ湘　

陳Ｏ艷　葉Ｏ捷　吳Ｏ誼　康Ｏ英　陳Ｏ禾　潘Ｏ蓮　高Ｏ敏　園Ｏ紗

理　�Ｏ靖幸　黃Ｏ庭　邱Ｏ新　鍾Ｏ雄　吳Ｏ詔　蘇杭小館　蘇Ｏ娥　

李Ｏ　蕭Ｏ麗　李Ｏ櫻　胡Ｏ華　陳Ｏ坤　陳Ｏ宗　陳Ｏ宙　洪Ｏ珍　

李Ｏ男　Alan Tsai　陳Ｏ祥　林Ｏ香　楊Ｏ雯　陳Ｏ煜　陳Ｏ元　孫Ｏ

麟　李Ｏ祥　許Ｏ陽　曾Ｏ喨　駱Ｏ貞　李Ｏ夫　林Ｏ子　李Ｏ珊　楊

Ｏ仁　莊Ｏ元　周Ｏ錦市　林Ｏ　黃Ｏ舜　宋Ｏ展　游Ｏ山　于Ｏ茹　

徐Ｏ駿　徐Ｏ凱　黃Ｏ秀　涂Ｏ明　邱Ｏ仁　劉Ｏ　李Ｏ智　王Ｏ悅　

何Ｏ美　何Ｏ喧　劉Ｏ美惠　李Ｏ圳　鍾Ｏ恩　顏Ｏ庭　陳Ｏ泰　吳Ｏ

逸　胡Ｏ斌　劉Ｏ韋　劉Ｏ翊　羅Ｏ昆　鄭Ｏ政　李Ｏ傑　李Ｏ陽　洪

Ｏ涵　蕭Ｏ敏　蕭Ｏ敏　蕭Ｏ敏　魏Ｏ卿　徐Ｏ琴　林Ｏ錫　林Ｏ庭　

藍Ｏ明　張Ｏ岑　張Ｏ勇　盧Ｏ鋒　林Ｏ鏞　張Ｏ梅江　陳Ｏ元　林Ｏ

賢　吳Ｏ奭　蔡Ｏ智　陳Ｏ隆　蔡Ｏ清　陳Ｏ安　何Ｏ春　黃Ｏ蓮　黃

Ｏ傑　曾Ｏ華　林Ｏ謙　吳Ｏ隆　熊Ｏ月菊　吳Ｏ雲　謝Ｏ芸　郭Ｏ和　

郭Ｏ典　郭Ｏ宏　林Ｏ秀鑾　黃Ｏ全　王Ｏ國　陳Ｏ松子　楊Ｏ輝　黃

Ｏ獅　王Ｏ民　賴Ｏ伶　林Ｏ嫙　林Ｏ坤　蕭Ｏ琴　蕭Ｏ敏　宋Ｏ城　

林Ｏ德　朱Ｏ國　馮Ｏ燕　呂Ｏ忠　阮Ｏ　許Ｏ益　陳Ｏ國　洪Ｏ原　

陳Ｏ森　林Ｏ璇　黃Ｏ隆　余Ｏ雲　廣立登 ( 股 ) 公司　蔡Ｏ玲　魏Ｏ

慶　魏Ｏ琦　何Ｏ穎　何Ｏ靜　何Ｏ珊　何Ｏ辰　黃Ｏ錫　林Ｏ筠　邱

Ｏ勳　莊Ｏ傑　陳Ｏ文　吳Ｏ英　李Ｏ玉燕　李Ｏ明　家神三媽　台中

汨音寺南無地藏王菩薩　李Ｏ頤　林Ｏ詣　黃Ｏ怡　張Ｏ珠　王Ｏ進　

楊Ｏ欽　蘇Ｏ平　劉Ｏ騰　安Ｏ菁　陳Ｏ玲　許Ｏ瀧　戴Ｏ秀英　裴Ｏ

傑　陳Ｏ森　陳Ｏ惠　陳Ｏ雅　張Ｏ雄　白Ｏ彬　郭Ｏ一　唐Ｏ豪　陳

Ｏ裡　林Ｏ波　蔡Ｏ祥　葉Ｏ妃　劉Ｏ氣　彭Ｏ禎　應Ｏ真　曾Ｏ橙　

林Ｏ鳳　張Ｏ美　陳Ｏ南　許Ｏ亮　劉Ｏ士　施Ｏ昕　施Ｏ仁　林Ｏ�　

林Ｏ良　許Ｏ佳　周Ｏ柏　何Ｏ麗　楊Ｏ明　陳Ｏ鳳　李Ｏ憲　張Ｏ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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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Ｏ弘　張Ｏ宛　張Ｏ夫　陳Ｏ莉　蔡Ｏ漢　劉Ｏ程　曾Ｏ翔　朱Ｏ瑜　

王Ｏ龍　吳Ｏ鐘　邱Ｏ來　郭Ｏ辰　許Ｏ萍　施Ｏ秋月　周Ｏ民　周Ｏ寧　

黃Ｏ　張Ｏ海　陳Ｏ榮　陳Ｏ炘　邱Ｏ惠　葉Ｏ春子　石Ｏ珍　陳Ｏ涵　

石Ｏ玉　石Ｏ均　魏Ｏ玲　張Ｏ賢　張Ｏ章　楊Ｏ雪　許Ｏ林　陳Ｏ德　

高Ｏ雅　朱Ｏ華　朱Ｏ翰　朱Ｏ瑄　林Ｏ標　林Ｏ泰　陳Ｏ鋒　張Ｏ銀　

黃Ｏ香　黃Ｏ沂　林Ｏ民　徐Ｏ金蕊　張Ｏ宗　黃Ｏ利　陳Ｏ英　劉Ｏ炎　

吳Ｏ峰　陳Ｏ傑　楊Ｏ誾　許Ｏ容　簡Ｏ丁　張Ｏ寶　李Ｏ華　李Ｏ中　

曾Ｏ蘭　吳Ｏ謙　李Ｏ紋　杜Ｏ福　吳Ｏ謙　郭Ｏ華　邱Ｏ明　陳Ｏ益　

杜Ｏ君　李Ｏ章　陳Ｏ廷　楊Ｏ鍊　陳Ｏ仲　張Ｏ偉　林Ｏ華　鄒Ｏ成　

向Ｏ賢　尤Ｏ志　戴Ｏ橫　戴Ｏ帆　楊Ｏ婷　林Ｏ旺　林Ｏ有　林Ｏ宇　

陳Ｏ伊　林Ｏ玉　王Ｏ勳　王Ｏ驊　王Ｏ銘　王Ｏ靜　潘Ｏ桂　周Ｏ平　

吳Ｏ豐　劉Ｏ儒　王Ｏ景　郭Ｏ秀　鄭Ｏ文　張Ｏ井　許Ｏ山　鍾Ｏ龍　

黃Ｏ玉　陳Ｏ隆　陳Ｏ夙　胡Ｏ斌　莊Ｏ傑　李Ｏ熙　林Ｏ　彭Ｏ�　吳Ｏ

輝　顏Ｏ宜　李Ｏ熙　彭Ｏ香　曹Ｏ華　林Ｏ春　曹Ｏ丹　曹Ｏ榕　許Ｏ

秋蓮　林Ｏ宏　鄭Ｏ博　谷Ｏ嫻　鄭Ｏ廷　蘇Ｏ萬　張Ｏ國　施Ｏ珠　邵

Ｏ雯　石Ｏ美雲　賴Ｏ民　吳Ｏ秀桃　許Ｏ源　劉Ｏ玲　吳Ｏ誠　顏Ｏ代　

賴Ｏ盛　林Ｏ　陳Ｏ達　羅Ｏ杏　張Ｏ昌　李Ｏ潤　陳Ｏ晴　黃Ｏ東　黃

Ｏ元　韓Ｏ霖　林Ｏ純　林Ｏ祝　林Ｏ峻　黃Ｏ妤　許Ｏ勛　蕭Ｏ池　林

Ｏ成　林Ｏ頂　王Ｏ成　洪Ｏ青　王Ｏ成　吳Ｏ怡　許Ｏ　宋Ｏ雨　鍾Ｏ

凱　戴Ｏ均　陳Ｏ伶　王Ｏ穎　盧Ｏ貞　盧Ｏ貞　黃Ｏ安　何Ｏ農　楊Ｏ

柏蓮　吳Ｏ水　成昌食堂　簡Ｏ義　陳Ｏ吟　王Ｏ春　耿Ｏ明　陳Ｏ宗　

李Ｏ瓊　陳Ｏ婷　陳Ｏ�　林Ｏ生　林Ｏ遠　蔣Ｏ祥　劉Ｏ成　蔣Ｏ臻　蔣

Ｏ宏　楊Ｏ婷　劉Ｏ均　蔡Ｏ來　劉Ｏ雯　邱Ｏ一　陳Ｏ興　陳Ｏ湘　蕭

Ｏ濤　楊Ｏ樺　林Ｏ　賀Ｏ中　杜Ｏ禎　賀Ｏ鈞　賀Ｏ晴　周Ｏ妲　陳Ｏ

和　呂Ｏ雄　呂Ｏ瑋　呂Ｏ明　黃Ｏ浩　羅Ｏ興　王Ｏ琪　蔡Ｏ明　徐Ｏ

俊　張Ｏ燕　張Ｏ秀蘭　黃Ｏ鳳　張Ｏ清　賴Ｏ琪　黃Ｏ甄　吳Ｏ萍　周

Ｏ財　陳Ｏ安　陳Ｏ衛　鄭Ｏ福　陳Ｏ吟　韓Ｏ蘭　莊Ｏ恆　吳Ｏ蘭　陳

Ｏ昌　郭Ｏ玲　謝Ｏ珍　張Ｏ春　張Ｏ頌　張Ｏ燕　張Ｏ榮　林Ｏ德　陳

Ｏ霆　陳Ｏ芬　張Ｏ嚴　陳Ｏ亮　陳Ｏ嵐　許Ｏ銘　吳Ｏ倖　陳Ｏ英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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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葦　林Ｏ瑤　劉Ｏ瑜　鐘Ｏ瑋　吳Ｏ宏　王Ｏ　鄒Ｏ和　王Ｏ發　李

Ｏ仁　邱Ｏ路　吳Ｏ楹　楊Ｏ忠　瞿Ｏ　張Ｏ婷　黃Ｏ僑　周Ｏ涵　張

Ｏ庭　王Ｏ睿　林Ｏ良　陳Ｏ連　劉Ｏ湧　淞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

Ｏ安　王Ｏ寶　謝Ｏ濱　謝Ｏ如　郭Ｏ玫　謝Ｏ松　王Ｏ汝　潘Ｏ麗　

顏Ｏ益　賴Ｏ綾　沈Ｏ宗　謝Ｏ文　黃Ｏ城　蔡Ｏ秋香　呂Ｏ寶　劉Ｏ

發　劉Ｏ賓　洪Ｏ佳　陳Ｏ伝　陳Ｏ欽　王Ｏ　許Ｏ和　游Ｏ嬌　李Ｏ

賢　潘Ｏ玲　潘Ｏ義　潘Ｏ雪鳳　劉Ｏ亞　連Ｏ智　白Ｏ月　陳Ｏ義　

郭Ｏ寶　菩提心　吳Ｏ美珠　蔣Ｏ清　陳Ｏ　陳Ｏ安　范Ｏ傳　陳Ｏ美　

李Ｏ彰　林Ｏ進　洪Ｏ華　劉Ｏ宇　楊Ｏ藻　江Ｏ華　莊Ｏ風　廖Ｏ君　

蕭Ｏ敏　鄭Ｏ中　鄭Ｏ穎　江Ｏ雪　蔡Ｏ丹　潘Ｏ同　徐Ｏ村　詹Ｏ雄　

陳Ｏ德　林Ｏ豊　羅Ｏ森　鄭Ｏ成　鄭Ｏ駿　江Ｏ珠　蘇Ｏ容　李Ｏ媚　

王Ｏ雯　朱Ｏ萱　朱Ｏ偉　黃Ｏ今　紀Ｏ郎　王Ｏ光　葉Ｏ明　謝Ｏ村　

楊Ｏ銘　李Ｏ　阮Ｏ鈴　陳Ｏ英　丁Ｏ絹　丁Ｏ巽　丁Ｏ臺　何Ｏ庭　

張Ｏ仁　蕭Ｏ華　何Ｏ展　何Ｏ緯　李Ｏ蕙　陳Ｏ惠　邵Ｏ良　余Ｏ玉　

楊Ｏ金棗　騏瑋實業有限公司　宏睿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宏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一五一十數碼行銷有限公司　東宥行銷有限公司　郭Ｏ睿　

郭Ｏ綸　翁Ｏ緁　郭Ｏ讚　郭Ｏ澤　郭Ｏ榆　林Ｏ玲　陳Ｏ君　陳Ｏ伶　

馬Ｏ惠　郭Ｏ千　李Ｏ堅　顏Ｏ鑽　張Ｏ涵　謝Ｏ蓁　夏Ｏ青　楊Ｏ陵　

陳Ｏ融　陳Ｏ倫　廖Ｏ廷　徐Ｏ榮　陳Ｏ康　周Ｏ根　陳Ｏ輝　陳Ｏ男　

李Ｏ蘭　邱盛馨堂老香舖　汪Ｏ傑　蘇Ｏ仁　許Ｏ妙　王Ｏ民　朱Ｏ彥　

張Ｏ婷　謝Ｏ庭　黃Ｏ桂　許Ｏ　蕭Ｏ彥　簡Ｏ桂　謝Ｏ如　王Ｏ漳　

謝Ｏ聰　林Ｏ錡　高Ｏ珠　周Ｏ義　張Ｏ有　李Ｏ育　拓展國際貿易股

份有限公司　謝Ｏ豪　黃Ｏ玉　陳Ｏ興　蕭Ｏ雀　謝Ｏ婷　李Ｏ德　凌

德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鄭Ｏ昇　胡Ｏ芬　陳Ｏ全　陳Ｏ卿　花Ｏ怡　林

Ｏ琳　田Ｏ尹　李Ｏ燕　陳Ｏ雄　紀Ｏ慶　陳Ｏ宗　周Ｏ佳　蘇Ｏ珠　

游Ｏ宇　陳Ｏ文　許Ｏ寶　鍾Ｏ吉　鍾Ｏ惠　楊Ｏ泰　王Ｏ俊　簡Ｏ輝　

朱Ｏ隆　楊Ｏ潔　林Ｏ吟　邱Ｏ賜　莊Ｏ媚　王Ｏ俊　呂Ｏ騰　吳Ｏ嘉　

陳Ｏ招治　廖Ｏ娥　許Ｏ卿　呂Ｏ瑾　呂Ｏ臻　許Ｏ穆　潘Ｏ敏　蔡Ｏ

慧　郭Ｏ均　黎Ｏ誠　張Ｏ泉　廖Ｏ怡　李Ｏ暄　黃Ｏ祥　張Ｏ文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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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莉　陳Ｏ如　翁Ｏ美雪　高Ｏ敏　郭Ｏ芠　吳Ｏ宏　吳Ｏ強　吳Ｏ明　

吳Ｏ駿　吳Ｏ秋葉　蔡Ｏ林　許Ｏ花　詹Ｏ和　鄭Ｏ蝦　陳Ｏ村　林Ｏ造　

蔡Ｏ媛　李Ｏ蘭　劉Ｏ義　陳Ｏ美　林Ｏ明　陳Ｏ偉　陳Ｏ池　林Ｏ芬　

呂Ｏ英　高Ｏ萱　陳Ｏ濠　王Ｏ元　劉Ｏ中　Tim Ｏ thy Peter Ryan　宋Ｏ

柔　黃Ｏ明　林Ｏ羽　王Ｏ坤　鄭Ｏ雯　陳Ｏ良　吳Ｏ林　黃Ｏ欽　柯Ｏ

德　連Ｏ怡　汪Ｏ寶蓮　簡Ｏ燦　張Ｏ月嬌　許Ｏ珠　蕭Ｏ雯　裴Ｏ傑　

沈Ｏ明　蕭Ｏ煌　張Ｏ珊　陳Ｏ昂　鄭Ｏ路　張Ｏ輝　簡Ｏ澔　簡Ｏ達　

歐Ｏ樺　黃Ｏ銓　何Ｏ成　管Ｏ綾　張Ｏ元　謝Ｏ生　林Ｏ任　魏Ｏ女　

高Ｏ順　高Ｏ美麗　黃Ｏ南　許Ｏ玲　黃Ｏ清　王Ｏ吉　何Ｏ田　林Ｏ枝　

林Ｏ誼　李Ｏ齊　蔡Ｏ江　宋Ｏ恩妹　永松鋼模有限公司　魏Ｏ銘　黃Ｏ

娜　蔣Ｏ洲　李Ｏ吉　李Ｏ玉英　吳Ｏ輝　張Ｏ誠　張Ｏ碩　古Ｏ婷　黃

Ｏ貽　楊Ｏ威　高Ｏ琪　謝Ｏ蘭　劉Ｏ宏　劉Ｏ烜　諶Ｏ俊　蔡Ｏ瑩　何

Ｏ儒　林Ｏ榮　劉Ｏ珍　廖Ｏ壬　吳Ｏ詔　陳Ｏ伶　張Ｏ有　北投清天宮　

王Ｏ仁　李Ｏ菁　許Ｏ　莊Ｏ昌　益壽協進會李歹銅　李Ｏ美　蔡Ｏ昌　

蔡Ｏ道　蔡Ｏ純　蔡Ｏ碩　莊Ｏ媚　洪Ｏ宏　洪Ｏ杉　鍾Ｏ叡　林Ｏ芬　

謝Ｏ翰　胡Ｏ月雲　胡Ｏ蕾　簡Ｏ吉　謝Ｏ芸　謝Ｏ澤　張Ｏ芬　吳Ｏ鳳

妹　吳Ｏ吉　洪Ｏ龍　林Ｏ彬　黃Ｏ維　歐Ｏ樺　劉Ｏ金　林Ｏ得　簡Ｏ

娥　陳Ｏ煌　許Ｏ倉　陳Ｏ發　黃Ｏ羚　李Ｏ軒　林Ｏ均　楊Ｏ雄　呂Ｏ

學　呂Ｏ勳　孫Ｏ雄　陳Ｏ松子　黃Ｏ鑾　楊Ｏ通　王Ｏ蘭　陳Ｏ良　陳

Ｏ俞　游Ｏ才　朱Ｏ慈　許Ｏ婉　吳Ｏ娟　江Ｏ雄　張Ｏ媛　郭Ｏ杰　林

Ｏ枝　詹Ｏ豪　林Ｏ添　朱Ｏ萱　林Ｏ淇　黃Ｏ士　李Ｏ福　李Ｏ龍　翁

Ｏ桐　曾Ｏ舜　蔡Ｏ臨　周Ｏ錦市　陳Ｏ穎　陳Ｏ諭　陳Ｏ蓁　陳Ｏ慈　

陳Ｏ聖　王Ｏ國　張Ｏ麗　鍾Ｏ貞　盧Ｏ婷　盧Ｏ傑　盧Ｏ興　謝Ｏ秀綢　

朱Ｏ綺　黃Ｏ葳　曾Ｏ燦　顏Ｏ慧　黃Ｏ珍　楊Ｏ琴　李Ｏ珊　呂Ｏ富　

劉Ｏ　李Ｏ月女　鍾Ｏ恩　鍾Ｏ高　張Ｏ梁　鄭Ｏ潤妹　楊Ｏ惠　許Ｏ陽　

賴Ｏ楨　曾Ｏ平　劉Ｏ如　吳Ｏ昌　王Ｏ菁　吳Ｏ潔　張Ｏ聖　蘇Ｏ美　

蘇Ｏ華　許Ｏ池　許Ｏ愷　游Ｏ阿單　王Ｏ江　吳Ｏ蓓　洪Ｏ明　曹Ｏ和　

許Ｏ雄　黃Ｏ賢　陳Ｏ賢　高Ｏ萱　陳Ｏ濠　蘇Ｏ馨　廖Ｏ祥　陳Ｏ美　

楊Ｏ如　張Ｏ村　楊Ｏ璧　林Ｏ惠　巫Ｏ媛　黃Ｏ福　謝Ｏ銀　江Ｏ�　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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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雯　吳Ｏ典　周Ｏ宗　周Ｏ慧　林Ｏ宇　葉Ｏ水　賴Ｏ滿　蕭Ｏ豪　

林Ｏ玲　楊Ｏ惠　簡Ｏ旭　李Ｏ珊　詹Ｏ豪　游Ｏ翔　林Ｏ淇　蕭Ｏ來　

涂Ｏ璇　黃Ｏ玲　許Ｏ維　劉Ｏ洲　黃Ｏ楨　譚Ｏ偉　曹Ｏ文　翔賀保

全股份有限公司　黃Ｏ美　李Ｏ傑　蘇Ｏ珠　陳Ｏ卉　范Ｏ慎　張Ｏ有　

王Ｏ松　廖Ｏ金花　簡Ｏ濱　陳Ｏ伶　王Ｏ粧　林Ｏ儀　林Ｏ妹　張Ｏ

惠　陳Ｏ偉　王Ｏ泉　鄭Ｏ桂　張Ｏ貴　張Ｏ等　陳Ｏ發　蔡Ｏ柔　蔡

Ｏ婕　張Ｏ虎　林Ｏ燕　賴Ｏ嫺　邱Ｏ祐　鄭Ｏ束　廖Ｏ溱　林Ｏ美　

王Ｏ任　李Ｏ軒　莊Ｏ欽　陸Ｏ安　張Ｏ琳　王Ｏ富　謝Ｏ樑　林Ｏ英　

安Ｏ燕　蔡Ｏ蓁　陳Ｏ美　李Ｏ�　許Ｏ流　蘇Ｏ益　李Ｏ隆　劉Ｏ妙　

議晟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Ｏ樺　林Ｏ清　何Ｏ錡　何Ｏ懋　蔣Ｏ

洲　汪Ｏ文　張Ｏ莉　汪Ｏ翔　汪Ｏ翔　馮Ｏ瑄　林Ｏ穎　林Ｏ霆　高

Ｏ真　顏Ｏ鑽　邱Ｏ　徐Ｏ長　陳Ｏ松　陳Ｏ誠　葉Ｏ捷　羅Ｏ豪　黃

Ｏ芬　江Ｏ緯　林Ｏ丞　李Ｏ嘉　潘Ｏ暉　黃Ｏ雄　黃Ｏ慈　吳Ｏ睿　

張Ｏ根枝　張Ｏ睿　吳Ｏ真　李Ｏ咸　范Ｏ慎　王Ｏ珍　林Ｏ修　林Ｏ

宏　林Ｏ辰　王Ｏ娟　黃Ｏ欣　林Ｏ秬　吳Ｏ楹　張Ｏ結　張Ｏ素雲　

吳Ｏ蓉　周Ｏ彬　陳Ｏ元　高Ｏ溎湄　高Ｏ龍　賴Ｏ政　蕭Ｏ龍　蕭Ｏ

聰　陳Ｏ珠　蔡Ｏ從　蔡Ｏ純　蔡Ｏ庭　郭Ｏ慧　劉Ｏ硯　涂Ｏ佑　陳

Ｏ坤　李Ｏ芬　周Ｏ香　黃Ｏ鳳　張Ｏ財　林Ｏ評　張Ｏ珊　張Ｏ云　

周Ｏ羚　蔡Ｏ平　潘Ｏ泰　王Ｏ助　林Ｏ昌　許Ｏ財　陳Ｏ萱　許Ｏ維　

幸Ｏ君　江Ｏ雪　莊Ｏ娥　邵Ｏ良　何Ｏ月　許Ｏ珠　蕭Ｏ雯　蕭Ｏ君　

蕭Ｏ秀　洪Ｏ福　陳Ｏ宗　李Ｏ瓊　陳Ｏ婷　陳Ｏ�　謝Ｏ妤　張Ｏ卿　

柳Ｏ惠　李Ｏ芳　江Ｏ　李Ｏ芬　李Ｏ蓉　李Ｏ鴻　鍾Ｏ文　陳Ｏ蓁　

陳Ｏ慈　陳Ｏ穎　陳Ｏ諭　林Ｏ芸　彭Ｏ孟　黃Ｏ子　裴Ｏ傑　陳Ｏ嬿　

許Ｏ呈　劉Ｏ蓉　林Ｏ怡　吳Ｏ柳　陳Ｏ宏　陳Ｏ琦　簡Ｏ哲　康Ｏ毅　

王Ｏ緯　陳Ｏ伶　賴Ｏ霖　賴Ｏ霖　方Ｏ香　洪Ｏ然　陳Ｏ佑　陳Ｏ伶　

高Ｏ麗　蘇Ｏ惠　蔡Ｏ諭　呂Ｏ富　陳Ｏ婕　許Ｏ發　黃Ｏ益　王Ｏ花　

顏Ｏ新　黃Ｏ雲　吳Ｏ侯　黃Ｏ僑　邱Ｏ英　廖Ｏ賦　廖Ｏ呈　謝Ｏ儒　

莊Ｏ傑　黃Ｏ恬　黃Ｏ國　孫Ｏ雄　李Ｏ珊　上Ｏ洋行　羅Ｏ瑛　趙Ｏ

進　林Ｏ貞　杜Ｏ芬　鍾Ｏ貞　盧Ｏ傑　吳Ｏ宏　陳Ｏ潔　吳Ｏ螢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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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珠　黎Ｏ誠　潘Ｏ桂　紀Ｏ獻　楊Ｏ吉　張Ｏ旂　王Ｏ琪　吳Ｏ政　徐

Ｏ祥　洪Ｏ　林Ｏ婷　鄭Ｏ譯　鄭Ｏ凱　洪Ｏ婷　郭Ｏ明　邱Ｏ助　林Ｏ

燦　曾Ｏ蘭　范Ｏ文　�Ｏ卿　王Ｏ豪　吳Ｏ逸　陳Ｏ美　陳Ｏ寧　鄭Ｏ清　

陳Ｏ振　張Ｏ誠　陳Ｏ志　張Ｏ財　林Ｏ婷　林Ｏ勇　江Ｏ為　乃Ｏ慎　

祥薏牛肉麵餃子館　林Ｏ玲　石Ｏ宏　石Ｏ玄　黃Ｏ霖　羅Ｏ慧　詹氏祖

先　劉氏祖先　陳氏祖先　黃氏祖先　鄭Ｏ鴻　陳Ｏ來　莊Ｏ媚　王Ｏ宇　

賴Ｏ嫺　陳Ｏ阿蘭　鄒Ｏ婷　張Ｏ　林Ｏ任　李Ｏ涵　林Ｏ芃　朱Ｏ慧　

陳Ｏ發　張Ｏ錦華　林Ｏ宇　張Ｏ州　陳Ｏ發　460 元　邱Ｏ冠　450 元　

陳Ｏ雄　400 元　吳Ｏ波　吳Ｏ妃　施Ｏ平　巫Ｏ雄　謝Ｏ佑　蕭Ｏ君　

鍾Ｏ文淑　黃Ｏ虹　洪Ｏ立　林Ｏ峰　洪Ｏ玲　鍾Ｏ荃　紀Ｏ如　三民福

德宮　陳Ｏ涵　王Ｏ裕　無極順聖宮　315 元　廣渡寺　300 元　程Ｏ熙　

鍾Ｏ花　程Ｏ賢　程Ｏ豐　程Ｏ嘉　何Ｏ樺　宋Ｏ益　宋Ｏ棋　陳Ｏ燁　

潘Ｏ男　李Ｏ根　盧Ｏ碧鳳　楊Ｏ元　張Ｏ雄　陳Ｏ瑄　胡Ｏ育　曾Ｏ鏗　

戴Ｏ禹　張Ｏ宜　張Ｏ麟　莊Ｏ凱　楊Ｏ蓁　廖Ｏ溱　高Ｏ卿　謝Ｏ璇　

陳Ｏ昀　葉Ｏ賢　林Ｏ勳　曾Ｏ玲　廖Ｏ敏　余Ｏ樹　謝Ｏ芸　李Ｏ　李

Ｏ濬　廖Ｏ標　柳Ｏ霜　簡Ｏ蓉　陳Ｏ蓉　陳Ｏ亦　陳Ｏ素　李Ｏ玉雲　

柯Ｏ惠　林Ｏ芳　楊Ｏ素蓮　陳Ｏ卿　張Ｏ釵　許Ｏ華　周Ｏ　盧Ｏ來好　

林Ｏ勳　李Ｏ玉　許Ｏ艷春　許Ｏ倉　林Ｏ杰　茆Ｏ蓁　倪Ｏ立　鄭Ｏ文　

盧Ｏ寶雲　張Ｏ均　李Ｏ輝　無極福祿壽　林Ｏ美　賴Ｏ楨　胡Ｏ珍　胡

Ｏ育　蕭Ｏ君　何Ｏ樺　宋Ｏ益　宋Ｏ棋　李Ｏ璋　呂Ｏ瑞　紀Ｏ元　林

Ｏ穎　林Ｏ霆　官Ｏ聿　劉Ｏ妘　王Ｏ予　余Ｏ金鳳　蔡Ｏ軒　劉Ｏ貴　

高Ｏ玲　蘇Ｏ英　李Ｏ來　李Ｏ美　李Ｏ萱　李Ｏ穎　田Ｏ宗　田Ｏ源　

林Ｏ婷　林Ｏ勳　林Ｏ儀　陳Ｏ夫　潘Ｏ根　陳Ｏ慧　盧Ｏ炫　賴Ｏ國　

林Ｏ隆　江Ｏ秀　黃Ｏ雄　林Ｏ玲　張Ｏ勝　李Ｏ親　陳Ｏ琦　黃Ｏ惠　

林Ｏ輝　陳Ｏ苡　廖Ｏ維　翟Ｏ普　葉Ｏ進　曾Ｏ銘　鄭Ｏ溢煌　何Ｏ山　

蔡Ｏ玲　楊Ｏ蓁　楊Ｏ義　朱Ｏ捷　呂Ｏ芳　呂Ｏ宏　趙Ｏ智　陳Ｏ珍　

李Ｏ達　郭Ｏ玲　吳Ｏ彬　王Ｏ登　王Ｏ利　王Ｏ清　劉Ｏ蓮　李Ｏ榕　

趙Ｏ進　黃Ｏ華　趙Ｏ瑜　趙Ｏ鈞　趙Ｏ沂　黃Ｏ強　黃Ｏ瑀　高Ｏ彥　

吳Ｏ雄　林Ｏ美　林Ｏ珍　王Ｏ富美　丘Ｏ治　李Ｏ華　巫Ｏ樹　巫Ｏ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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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Ｏ惠　葉Ｏ孟　林Ｏ�蘭　�Ｏ雄　蘇Ｏ玉　呂Ｏ瑞　賴Ｏ華　賴Ｏ逸　

郭Ｏ菊　蔡Ｏ仁　顏Ｏ忠　劉Ｏ美　鄭Ｏ全　江Ｏ逸　D Ｏ .LE

Ｏ LUandKINLAYFAMILY　邱Ｏ傑　楊Ｏ安　謝Ｏ旭　王Ｏ宏　方Ｏ

文　李Ｏ修　李Ｏ標　蔡Ｏ文　鄭Ｏ月　蔡Ｏ翰　蔡Ｏ衡　王Ｏ玉　劉

Ｏ昌　林Ｏ儀　沈Ｏ如　葉Ｏ山　劉Ｏ淑　詹Ｏ慶　黃Ｏ萊　林Ｏ誼　

黃Ｏ�　彭Ｏ龍　余Ｏ蘴　涂Ｏ琴　姜Ｏ凱　尤Ｏ合　林Ｏ環　沈Ｏ鍾　

沈Ｏ翔　洪Ｏ琴　林Ｏ嫻　王Ｏ宜　王Ｏ華　沈Ｏ銘　邱Ｏ瑜　翁Ｏ邁　

林Ｏ辰　趙Ｏ倫　何Ｏ樺　宋Ｏ益　宋Ｏ棋　林Ｏ美　許Ｏ銘　彭Ｏ欣　

彭Ｏ玉汝　彭Ｏ機　葉Ｏ棟　王Ｏ平　陳Ｏ安　陳Ｏ秀子　陳Ｏ燕　廖

Ｏ標　陳Ｏ亮　羅Ｏ龍　鄭Ｏ美　呂Ｏ智　謝Ｏ文　劉Ｏ　宋Ｏ然　賴

Ｏ鑫　高Ｏ琳　呂Ｏ靜　楊Ｏ蓁　游Ｏ瑋　林Ｏ青　林Ｏ忠　宋Ｏ貞　

宋Ｏ麗玲　呂Ｏ明珠　許Ｏ芬　蘇Ｏ玉　呂Ｏ瑞　無極福祿壽　余Ｏ樹　

黃Ｏ國　張Ｏ娟　伊Ｏ良太　張Ｏ文　陳Ｏ珍　陳Ｏ良　謝Ｏ蓁　黃Ｏ

男　王Ｏ盛　廖Ｏ標　張Ｏ雯　張Ｏ毅　俞Ｏ傑　黃Ｏ柔　陳Ｏ瑄　陳

Ｏ甄　蕭Ｏ益　李Ｏ慈　陳Ｏ錦　柳Ｏ美女　柳Ｏ寬　林Ｏ瑜　盧Ｏ合　

何Ｏ樺　宋Ｏ益　宋Ｏ棋　呂Ｏ瑞　邱Ｏ豪　曾Ｏ清　張Ｏ鈞　李Ｏ岑　

楊Ｏ蓁　施Ｏ修　李Ｏ溪　林Ｏ毅　黃Ｏ豪　林Ｏ�　王Ｏ瑋　李Ｏ輝　

李Ｏ盈　張Ｏ熙　楊Ｏ龍　詹Ｏ雄　陳Ｏ德　江Ｏ翠　張Ｏ權　林Ｏ樑　

曹Ｏ如　曹Ｏ婷　陳Ｏ基　呂Ｏ斌　王Ｏ盛　許Ｏ林　邱Ｏ豪　郭Ｏ亮　

許Ｏ吉　李Ｏ娥　徐Ｏ豐　李Ｏ佩　蕭Ｏ福　陳Ｏ玉　李Ｏ萬　簡Ｏ桂　

李Ｏ道　游Ｏ瑄　李Ｏ樂　王Ｏ忠　李Ｏ蓁　張Ｏ蔭　簡Ｏ傳　蔡Ｏ耀　

許Ｏ來　許Ｏ櫻　蔣Ｏ成　張Ｏ綺　林Ｏ勳　林Ｏ儀　王Ｏ真　葉Ｏ宏　

林Ｏ強　廖Ｏ標　郭Ｏ敏　陳Ｏ雄　陳Ｏ素珠　李Ｏ璋　胡Ｏ育　楊Ｏ

藩　吳Ｏ員　宋Ｏ益　宋Ｏ棋　陳Ｏ燁　周Ｏ穎　楊Ｏ燁　連Ｏ緯　江

Ｏ暢　王Ｏ瑋　阮Ｏ錦　謝Ｏ成　賴Ｏ圭　蘇Ｏ玉　饒Ｏ惠娟　余Ｏ樹　

朱Ｏ綺　彭Ｏ欣　彭Ｏ玉汝　彭Ｏ機　玉旨玉龍殿　劉Ｏ麗卿　羅Ｏ蕙　

羅Ｏ蕙　羅Ｏ蕙　羅Ｏ蕙　黃Ｏ靜　288 元　蔡Ｏ美　250 元　吳Ｏ明　

吳Ｏ強　吳Ｏ宏　吳Ｏ駿　黃Ｏ華　鄭Ｏ榮　鄭Ｏ馨　詹Ｏ城　簡Ｏ霞　

楊Ｏ三　陳Ｏ淑　楊Ｏ鵬　楊Ｏ上　陳Ｏ順　陳Ｏ辰　陳Ｏ廷　郭Ｏ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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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Ｏ華　謝Ｏ翰　謝Ｏ澤　魏Ｏ芝　謝Ｏ峰　林Ｏ珍　郭Ｏ吟　王Ｏ成　

詹Ｏ省　許Ｏ足　許Ｏ明夏　張Ｏ隆　施Ｏ曦　黃Ｏ婷　賴Ｏ志　潘Ｏ男　

張Ｏ芯　陳Ｏ智　方Ｏ琪　陳Ｏ廷　陳Ｏ榕　黃Ｏ華　陳Ｏ瑋　郭Ｏ璘　

黃Ｏ華　黃Ｏ慶　張Ｏ菁　洪Ｏ宏　洪Ｏ杉　黃Ｏ華　黃Ｏ華　200 元　

張Ｏ玉　李Ｏ芬　李Ｏ美　李Ｏ興　李Ｏ賢　李Ｏ紋　蔡Ｏ銘　劉Ｏ春　

蔡Ｏ宗　戴Ｏ清　陳Ｏ宜　鄭Ｏ如　張Ｏ淑娥　劉Ｏ完　陳Ｏ吉　馮Ｏ賢　

郭Ｏ文　馮Ｏ意　馮Ｏ瑄　張Ｏ乾　陳Ｏ君　陳Ｏ家　黃Ｏ華　王Ｏ瑛　

陳Ｏ聖　林Ｏ榮　詹Ｏ濱　何Ｏ慧　黃Ｏ穎　呂Ｏ華　連Ｏ穎　林Ｏ儀　

李Ｏ隆　陳Ｏ蓁　葉Ｏ順　大鈞國際有限公司　劉Ｏ雯　劉Ｏ美玉　蘇Ｏ

霞　李Ｏ為　天聖宮　張Ｏ乾　宋Ｏ潔　李Ｏ舜　李Ｏ庭　李Ｏ銀　李Ｏ

翰　陳Ｏ廷　江Ｏ如　陳Ｏ明　陳Ｏ梅子　詹Ｏ源　徐Ｏ豐　呂Ｏ義　蔡

Ｏ玉珠　孫Ｏ良　曾Ｏ賢　蔡Ｏ雯　黃Ｏ保　李Ｏ盈　黃Ｏ慧　陳Ｏ聖　

黃Ｏ維　熊Ｏ安　鄭Ｏ洋　曾Ｏ惠　黃Ｏ旺　蔡Ｏ純　陳Ｏ家　張Ｏ乾　

林Ｏ玲　陳Ｏ賢　杜Ｏ惠　王Ｏ珍　俞Ｏ珍　許Ｏ美　施Ｏ吉　劉Ｏ玉燕　

錢Ｏ麒　葉Ｏ惠　黃Ｏ筑　沈Ｏ維　文Ｏ芝　陳Ｏ里　何Ｏ男　詹Ｏ霆　

李Ｏ松　張Ｏ滿　陳Ｏ瑋　許Ｏ盛　吳Ｏ儒　陳Ｏ屏　吳Ｏ逸　王Ｏ芸　

廖Ｏ海　邱Ｏ豐　黃Ｏ宸　黃Ｏ文　黃Ｏ嵐　林Ｏ銓　呂Ｏ　林Ｏ安　林

Ｏ妹　陳Ｏ貴　何Ｏ朔　高Ｏ志　潘Ｏ文　吳Ｏ來　阮Ｏ澈　鄭Ｏ婷　謝

Ｏ盛　賴Ｏ益　張Ｏ壬　賴Ｏ彤　佺進企業有限公司　際新室內裝修工程

有限公司　�鼎室內裝修設計企業有限公司　許Ｏ揚　鄧Ｏ原　巫Ｏ玉英　

曹Ｏ雄　巫Ｏ敏　蘇Ｏ波　曾Ｏ葳　羅Ｏ村　曾Ｏ武西　甯Ｏ華　程Ｏ雲　

施Ｏ平　陳Ｏ世　吳Ｏ儀　許Ｏ銘　許Ｏ中　林Ｏ嫻　柯Ｏ岱　李Ｏ原　

翁Ｏ賀　大鈞國際有限公司　林Ｏ雪梅　王Ｏ昇　龍Ｏ書　廖Ｏ莉　方Ｏ

蘋　朱Ｏ祥　譚Ｏ文　呂Ｏ仁　陳Ｏ辰　陳Ｏ芬　吳Ｏ珍　方Ｏ惠　劉Ｏ

淑　吳Ｏ鋒　王Ｏ景　陳Ｏ明　黃Ｏ權　彭Ｏ玉　吳Ｏ鳴　胡Ｏ茵　周Ｏ

晟　周Ｏ紘　周Ｏ新　李Ｏ憲　張Ｏ雲　張Ｏ玲　張Ｏ玲　許Ｏ梅桂　許

Ｏ玉　黃Ｏ偉　黃Ｏ菱　黃Ｏ平　黃Ｏ凱　林Ｏ慈　林Ｏ綺　黃Ｏ男　黃

Ｏ秋霞　游Ｏ玲　游Ｏ美　林Ｏ輝　楊Ｏ婷　林Ｏ安　林Ｏ生　湯Ｏ貴　

李Ｏ儀　張Ｏ菁　葉Ｏ蘭　余Ｏ玲　周Ｏ承　張Ｏ乾　李Ｏ萱　邱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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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Ｏ瑩　馬Ｏ甯　呂Ｏ義　賴Ｏ華　蔡Ｏ純　黃Ｏ賢　謝Ｏ文　賴Ｏ珍　

李Ｏ芳　羅Ｏ茜　王Ｏ棻　雅羅藝軒　張Ｏ珠　吳Ｏ誠　吳Ｏ渝　吳Ｏ

哲　吳Ｏ錡　橘園貓渡假樂園　李Ｏ岑　張Ｏ儀　何Ｏ錚　張Ｏ生　姜

Ｏ蘭　林Ｏ榮　許Ｏ昌　林Ｏ蓉　游Ｏ臻　李Ｏ鳳　鄧Ｏ芳　鄧Ｏ文　

張Ｏ睿　陳Ｏ寧　廖Ｏ成　蘇Ｏ婷　黃Ｏ保　洪Ｏ瑜　陳Ｏ秀綢　古Ｏ

英　簡Ｏ隆　林Ｏ如　高Ｏ涵　蘇Ｏ益　張Ｏ泰　�Ｏ鐿　林Ｏ群　邱Ｏ

紅緣　呂Ｏ自妹　蔡Ｏ融　趙Ｏ誠　張Ｏ瑋　張Ｏ乾　連Ｏ鈞　劉Ｏ昭　

張Ｏ堂　李Ｏ帆　張Ｏ正　謝Ｏ秀　張Ｏ婕　劉Ｏ完　陳Ｏ家　陳Ｏ紅　

王Ｏ鈞　趙Ｏ淳　蘇Ｏ娥　馮Ｏ民　胡Ｏ育　蔡Ｏ祥　李Ｏ華　馮Ｏ珊　

鄭Ｏ昇　高Ｏ維　游Ｏ曲　陳Ｏ聖　陳Ｏ廷　陳Ｏ怡　郭Ｏ君　蘇Ｏ珠　

王Ｏ壽　蔡Ｏ娥　龍Ｏ書　蔡Ｏ純　陳Ｏ明　陳Ｏ廷　江Ｏ如　陳Ｏ梅

子　薛Ｏ達　張Ｏ乾　頂湖泉源里　于Ｏ玲　紀Ｏ宸　陳Ｏ穎　施Ｏ修　

古Ｏ文　古Ｏ恩　古Ｏ齊　李Ｏ甫　徐Ｏ賢　周Ｏ皜　李Ｏ華　馮Ｏ珊　

呂Ｏ義　賴Ｏ玲　李Ｏ瓊　紀Ｏ如　張Ｏ芹　張Ｏ銘　張Ｏ銘　蔡Ｏ�紡　

林Ｏ紅　劉Ｏ韻　蔡Ｏ彥　徐Ｏ豐　張Ｏ乾　李Ｏ岑　劉Ｏ淑　陳Ｏ琴　

簡Ｏ彬　胡Ｏ育　蔣Ｏ維　蔡Ｏ涵　許Ｏ穎　許Ｏ程　吳Ｏ芳　張Ｏ涵　

高Ｏ妤　林Ｏ玲　張Ｏ玉　賴Ｏ滋　大鈞國際有限公司　李Ｏ華　馮Ｏ

珊　陳Ｏ聖　張Ｏ清　游Ｏ文　黃Ｏ維　楊Ｏ傑　陳Ｏ廷　劉Ｏ完　李

Ｏ隆　洪Ｏ倫　張Ｏ乾　邵Ｏ如　陳Ｏ珠　謝Ｏ歷　林Ｏ紅　陳Ｏ鵬　

張Ｏ芠　張Ｏ芹　張Ｏ銘　呂Ｏ義　江Ｏ華　白Ｏ泉　謝Ｏ英　白Ｏ瑋　

白Ｏ睿　陳Ｏ云　郭Ｏ君　鄭Ｏ欣　張Ｏ漢　林Ｏ娟　陳Ｏ英　陳Ｏ穎　

陳Ｏ廷　江Ｏ如　陳Ｏ明　陳Ｏ梅子　黃Ｏ鳳　林Ｏ誠　黃Ｏ寧　陳Ｏ

香　李Ｏ舜　李Ｏ銀　李Ｏ庭　李Ｏ旺　張Ｏ乾　張Ｏ榮　李Ｏ隆　謝

Ｏ臻　黃Ｏ瑱　黃Ｏ寬　黃Ｏ菲　姚Ｏ芬　黃Ｏ保　黃Ｏ美　蔡Ｏ錦雪　

指玄宮　全福興貿易有限公司　劉Ｏ慧　郭Ｏ文　周Ｏ根　陳Ｏ廷　林

Ｏ良　陳Ｏ崑　許Ｏ榕　李Ｏ榮　陳Ｏ超　許Ｏ梅桂　黃Ｏ偉　黃Ｏ菱　

黃Ｏ平　黃Ｏ凱　林Ｏ慈　林Ｏ綺　葉Ｏ晴　李Ｏ裕　李Ｏ華　馮Ｏ珊　

林Ｏ翠　葉Ｏ玲　林Ｏ澐　陳Ｏ聖　徐Ｏ貴　菜Ｏ韋美　蔡Ｏ純　顏Ｏ

音　顏Ｏ明　張Ｏ嶺　張Ｏ政　鄭Ｏ順　吳Ｏ原　郭Ｏ岑　郭Ｏ彥　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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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辰　賴Ｏ錚　倪Ｏ凌　蘇Ｏ　李Ｏ雅　李Ｏ融　李Ｏ彬　張Ｏ傑　劉Ｏ

完　譚Ｏ文　林Ｏ亭　呂Ｏ平　張Ｏ德　謝Ｏ歷　卓Ｏ鐘　吳Ｏ娥　林Ｏ

文　張Ｏ乾　江Ｏ玲　王Ｏ妮　王Ｏ茗　葉Ｏ彤　陳Ｏ昌　田Ｏ美蘭　李

Ｏ華　馮Ｏ珊　黃Ｏ訓　呂Ｏ義　李Ｏ華　馮Ｏ珊　吳Ｏ智　姬Ｏ梅　吳

Ｏ智　徐Ｏ坤　徐Ｏ堯　徐Ｏ晶　羅Ｏ蕙　楊Ｏ�　張Ｏ翔　黃Ｏ欽　呂Ｏ

義　羅Ｏ蕙　180 元　林Ｏ誼　150 元　鄭Ｏ璵　鄭Ｏ璵　鄭Ｏ玫琛　邱Ｏ

毅　張Ｏ麗　張Ｏ明　張Ｏ鈞　120 元　黃Ｏ蓮　108 元　黃Ｏ蓮　黃Ｏ蓮　

100 元　陳Ｏ耀　林Ｏ汝　鄭Ｏ彩湄　郭Ｏ樹　李Ｏ諺　陳Ｏ昌　陳Ｏ聿　

羅Ｏ瑩　鄧Ｏ嶸　曾Ｏ霖　劉Ｏ滿　鍾Ｏ衡　張Ｏ玲　劉Ｏ娣　張Ｏ真　

林Ｏ堯　羅Ｏ暄　羅Ｏ甘妹　陳Ｏ聖　蕭Ｏ菊　張Ｏ淑娥　黃Ｏ琦　黃Ｏ

珽　張Ｏ妤　黃Ｏ庭　唐Ｏ明　唐Ｏ璟　許Ｏ惠　張Ｏ珊　康Ｏ彰　張Ｏ

成　莊Ｏ蘭　張Ｏ新　張Ｏ云　林Ｏ翬　高Ｏ秀美　洪Ｏ瑜　劉Ｏ晟　李

Ｏ珠　張Ｏ成　林Ｏ辰　張Ｏ玲　黃Ｏ媛　周Ｏ皜　盧Ｏ云　鍾Ｏ衡　盧

Ｏ萍　盧Ｏ燕　羅Ｏ瑩　王Ｏ美霞　楊Ｏ安　李Ｏ諺　陳Ｏ昌　陳Ｏ聿　

陳Ｏ君　張Ｏ幃　張Ｏ瀚　張Ｏ翔　張Ｏ喬　陳Ｏ俊　黃Ｏ珍　陳Ｏ翰　

鍾Ｏ衡　莊Ｏ翔　林Ｏ依　莊Ｏ秝　莊Ｏ甯　莊Ｏ騰　吳Ｏ花　蕭Ｏ菊　

陳Ｏ偉　吳Ｏ翰　許Ｏ民　曹Ｏ淳　席Ｏ瀅　詹Ｏ英　林Ｏ雄　黃Ｏ芸　

黃Ｏ閔　黃Ｏ崴　李Ｏ蘭　陳Ｏ光　蕭Ｏ菊　林Ｏ基　林Ｏ緯　劉Ｏ蓉　

周Ｏ星　蔡Ｏ穎　余Ｏ林　胡Ｏ緩　王Ｏ增　陳Ｏ虹　陳Ｏ豪　曾Ｏ達　

李Ｏ楓　張Ｏ玲　劉Ｏ娣　張Ｏ成　鍾Ｏ卿　張Ｏ真　黃Ｏ文　黃Ｏ緹　

廖Ｏ榆　徐Ｏ宸　王Ｏ窈　羅Ｏ暄　羅Ｏ甘妹　林Ｏ均　張Ｏ珊　紀Ｏ家　

紀Ｏ淑凌　紀Ｏ暢　紀Ｏ如　紀Ｏ卿　紀Ｏ玉梯　陳Ｏ秀英　周Ｏ發　張

Ｏ胎　周Ｏ寧　周Ｏ安　周Ｏ國　周Ｏ華　邱Ｏ雯　黃Ｏ倩　閻Ｏ君　陳

Ｏ嘉　陳Ｏ志　吳Ｏ涵　李Ｏ恩　林Ｏ桂美　林Ｏ義　謝Ｏ全　李Ｏ隆　

陳Ｏ昱潔　陳Ｏ湘　陳Ｏ暉　盧Ｏ安　呂Ｏ蕙　盧Ｏ鈞　盧Ｏ睿　羅Ｏ暄　

羅Ｏ甘妹　劉Ｏ廷　顏Ｏ惠　蔡Ｏ輝　蔡Ｏ諺　林Ｏ同　林Ｏ美娥　林Ｏ

偉　許Ｏ富　施Ｏ鴽　湯Ｏ涵　湯Ｏ茵　蔡Ｏ龍　吳Ｏ儒　陳Ｏ屏　吳Ｏ

逸　許Ｏ霏　高Ｏ晴　高Ｏ淳　李Ｏ珠　蔡Ｏ霖　魏Ｏ堂　蔡Ｏ麗　魏Ｏ

恩　杜Ｏ賢　杜Ｏ霏　李Ｏ玲　楊Ｏ瑩　楊Ｏ雯　林Ｏ　李Ｏ岑　蕭Ｏ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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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Ｏ文　洪Ｏ岑　傅Ｏ榮　傅Ｏ祐　邱Ｏ�　鄧Ｏ嶸　陳Ｏ如　韓Ｏ宇　

韓Ｏ穎　韓Ｏ瑀　韓Ｏ濬　陳Ｏ君　張Ｏ幃　張Ｏ瀚　張Ｏ翔　張Ｏ喬　

陳Ｏ俊　黃Ｏ珍　陳Ｏ翰　劉Ｏ滿　張Ｏ玲　劉Ｏ娣　邱Ｏ照子　邱Ｏ

蓮　何Ｏ潔　何Ｏ嫻　簡Ｏ璉　羅Ｏ暄　羅Ｏ甘妹　林Ｏ均　張Ｏ珊　

魏Ｏ堂　蔡Ｏ麗　杜Ｏ霏　歐Ｏ弘益　李Ｏ諺　陳Ｏ昌　陳Ｏ聿　何Ｏ

毅　何Ｏ萱　鄧Ｏ嶸　洪Ｏ芳　簡Ｏ密　郭Ｏ明珠　黃Ｏ凱　沈Ｏ子　

羅Ｏ瑩　張Ｏ德　張Ｏ鎮　張Ｏ燈　鍾Ｏ衡　呂Ｏ俊　黃Ｏ馨　劉Ｏ宏　

陳Ｏ君　陳Ｏ萱　蕭Ｏ義　張Ｏ玲　周Ｏ皜　蔣Ｏ宇　謝Ｏ�　李Ｏ綾　

盧Ｏ安　呂Ｏ蕙　盧Ｏ鈞　盧Ｏ睿　陳Ｏ君　張Ｏ幃　張Ｏ瀚　張Ｏ翔　

張Ｏ喬　陳Ｏ俊　黃Ｏ珍　陳Ｏ翰　李Ｏ諺　陳Ｏ昌　陳Ｏ聿　李Ｏ富　

李Ｏ富貴　廖Ｏ琪　廖Ｏ鈞　楊Ｏ澔　楊Ｏ逸　楊Ｏ哲　郭Ｏ惠　黃Ｏ

鳴　王Ｏ美　劉Ｏ滿　林Ｏ均　張Ｏ珊　申Ｏ薇　鄧Ｏ嶸　黃Ｏ松　黃

Ｏ淩　江Ｏ輝　陳Ｏ家　王Ｏ雄　邱Ｏ詩　鍾Ｏ衡　張Ｏ英　黃Ｏ媛　

張Ｏ德　張Ｏ婷　劉Ｏ德　謝Ｏ連　吳Ｏ洋　張Ｏ玲　劉Ｏ娣　鍾Ｏ卿　

童Ｏ寬　周Ｏ皜　蕭Ｏ菊　陳Ｏ君　張Ｏ幃　張Ｏ瀚　張Ｏ翔　張Ｏ喬　

陳Ｏ俊　黃Ｏ珍　陳Ｏ翰　蔡Ｏ明　劉Ｏ滿　朱Ｏ艷　楊Ｏ芹　朱Ｏ銀　

周Ｏ皜　邱Ｏ毅　張Ｏ麗　林Ｏ均　張Ｏ珊　鍾Ｏ文淑　林Ｏ基　李Ｏ

諺　李Ｏ諺　陳Ｏ聿　陳Ｏ君　張Ｏ幃　張Ｏ瀚　張Ｏ翔　張Ｏ喬　陳

Ｏ俊　黃Ｏ珍　陳Ｏ翰　林Ｏ均　張Ｏ珊　羅Ｏ暄　羅Ｏ甘妹　陳Ｏ君　

張Ｏ幃　張Ｏ瀚　張Ｏ翔　張Ｏ喬　50 元　楊Ｏ貞　楊Ｏ仁　謝Ｏ歷　

謝Ｏ容　謝Ｏ賓　何Ｏ雯　謝Ｏ味　周Ｏ�　周Ｏ金玉　周Ｏ淑　周Ｏ堂　

蔡Ｏ霓　蔡Ｏ宸　李Ｏ恩　10 元　善Ｏ人士　5 元　善Ｏ人士　善Ｏ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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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概念及特色：

一眼望去，除了廟宇的傳統

藝術，也望見了隔了水的對岸城

市，就是這樣的距離，傳統文化

的多變色彩，與現代建築的灰色

統一；只是一條河的距離，便隔

出了兩者的差異，這便是取景的

重要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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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節期間：供眾點祿平安燈、光明燈、財神燈、文昌燈、藥師燈及

安奉太歲燈。農曆正月初九上午十時開燈。

二、慶祝觀光節（元宵節）：舉辦花燈特展，每年農曆正月揭幕開燈。

三、恭祝　天上聖母聖誕佳節：農曆三月十七日起至三月二十五日止為

期九天，舉行護國佑民禮斗大法會（春斗）。

四、梁皇寶懺法會：農曆五月二十一日起至五月二十七日止為期七天，

恭請大法師主持（視疫情而定）。

五、本宮廣渡寺護靈超渡盂蘭盆法會：農曆七月初一起至七月初三止為

期三天，恭請大法師主持。

六、中元普渡：農曆七月十五日一天。

七、紀念　天上聖母飛昇：農曆九月初九起至九月十七日止為期九天，

舉行護國佑民禮斗大法會（秋斗）。

八、年終謝太歲、光明燈圓滿法會：農曆十二月十五日。

九、本宮應信眾需求，特約聘專職道士全年駐宮，辦理祭解、收驚，以

及每月舉辦兩次補財庫服務。

（最新活動訊息，惠請詳閱關渡宮網站公告）

www.kuantu.org.tw @kuantubobi @jzr1784cguandutem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