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姓名

志工馬001 古素青

志工馬002 宋珮瑜

志工馬003 李佳徽

志工馬004 李靜茹

志工馬005 卓芳亙

志工馬006 東姵妤

志工馬007 林良靜

志工馬008 林建君

志工馬009 林峰蘭

志工馬010 林麗雪
志工馬011 張媖珍
志工馬012 曹惠媚
志工馬013 莊雅馨
志工馬014 陳宛萱
志工馬015 陳芬芬
志工馬016 陳品伶
志工馬017 陳姵羽
志工馬018 陳昱伶
志工馬019 陳盈安
志工馬020 陳盈穎
志工馬021 陳銘學
志工馬022 陸慧捷
志工馬023 曾千芳
志工馬024 曾文伶
志工馬025 曾麗容
志工馬026 葉曉萍
志工馬027 詹美金
志工馬028 劉芸方
志工馬029 劉縈錡
志工馬030 劉馨鎂
志工馬031 蔡佩真
志工馬032 戴雪惠
志工馬033 廖淑滿
志工馬034 楊凱婷
志工馬035 張麗華
志工馬036 劉美蘭

志工馬037 許琇涵

志工馬038 江夏慧



序號 姓名

志工馬039 彭彩蓮

志工馬040 林美玉
志工馬100 方錫棋
志工馬101 王世勳
志工馬102 王振國
志工馬103 白東立
志工馬104 吳泳霈
志工馬105 吳濠守
志工馬106 李文愈
志工馬107 李威德
志工馬108 李政柱
志工馬109 沈家緯
志工馬110 卓立民
志工馬111 周正人
志工馬112 周慶芳
志工馬113 易湘虎
志工馬114 林正仁
志工馬115 林威辰

志工馬116 俞錫能
志工馬117 查貴文
志工馬118 洪翊展
志工馬119 洪輝宏
志工馬120 范均偉
志工馬121 范榮墀
志工馬122 唐湘東
志工馬123 孫文中
志工馬124 孫瑋辰
志工馬125 徐瑞鴻
志工馬126 翁培祐
志工馬127 高天暉
志工馬128 高聖峰
志工馬129 張世宗
志工馬130 張奇鉢
志工馬131 張嘉佑
志工馬132 張福永
志工馬133 許金錫
志工馬134 許家豪

志工馬135 許源佳
志工馬136 郭居恒
志工馬137 郭芳村



序號 姓名
志工馬138 陳立偉
志工馬139 陳俊龍
志工馬140 陳建洲
志工馬141 陳界誠
志工馬142 陳韋宇
志工馬143 陳清雲
志工馬144 陳瑞陞
志工馬145 陳耀煌
志工馬146 彭泰力
志工馬147 曾令明
志工馬148 曾彥璁

志工馬149 游正通
志工馬150 游象錄
志工馬151 黃炎松
志工馬152 黃崇哲
志工馬153 黃榮俊
志工馬154 楊宗諭
志工馬155 楊炳炫
志工馬156 楊景帆
志工馬157 葉俊佑
志工馬158 葉德君
志工馬159 葛誠
志工馬160 廖正林
志工馬161 趙建傑
志工馬162 劉守仁
志工馬163 劉守禮
志工馬164 蔡名晃
志工馬165 蔡振曉
志工馬166 鄧坤祥
志工馬167 鄭世奇
志工馬168 鄭正甫
志工馬169 鄭立德
志工馬170 鄭進順
志工馬171 賴明付
志工馬172 鮑英銘
志工馬173 戴昆霖
志工馬174 簡嘉基
志工馬175 顏鎮國
志工馬176 羅少煒

志工馬177 蘇自強



序號 姓名

志工馬178 林栢青
志工馬179 葉力緯
志工馬180 陳信良

志工馬181 陳洋卿
志工馬182 張世勳

志工馬183 黃世旺

志工馬184 江鴻龍

志工馬185 翁梓桓

志工馬186 陳正夫

志工馬187 呂嘉錫

志工馬188 鄭進順

志工馬189 陳榮裕

志工馬190 林朝禎

志工馬191 施宏錡

志工馬192 李浩永

志工馬193 詹清泉

志工馬194 陳炳煌

志工馬195 鄒雙喜

志工馬196 林舜賢

志工馬197 莊明貴

志工馬198 鄔阿富

志工馬199 梁正行

志工馬200 溫家成

志工馬201 林長壽

志工馬202 張志成

志工馬203 畢啟琛

志工馬204 李陳通

志工馬205 莊啟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