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珉 陳智堯 王玉燕 張珠雪 蔡素貞 蘇陳桂香

吳投 陳智渝 鍾睿桐 楊真祥 陳文玉 蔡李寶金

喻禧 陳中周 黃銀妹 蔡美珠 蔡麗雅 林鄭梅珠

王罔 黃秋菊 卜櫂畯 洪駟帆 吳新烈 林簡阿敏

劉霏 陳緯倫 卜翰榕 張庭維 吳翠琴 張蔡素貞

李換 陳佳君 鍾政道 張筱昀 廖威祥 吳啓彰闔家

薛霞 林秦秦 吳春里 柯淑媛 高明寺 楊政晧闔家

簡錦 陳信煌 宋曉玲 李金花 釋印寰 簡啓明闔家

施董 釋通羅 林招吟 柯雁芸 李貞儀 李榮華闔家

楊政晧 劉海波 林千弘 柯雁茹 釋證善 李來侑闔家

林啓發 吳瑞玉 屈郁翔 蔡⾧益 程小玲 鄭江西闔家

陳綉鳳 李逢印 屈佩萱 蔡宗耀 蔡順和 賴仁堯闔家

鍾木水 吳月琴 蕭英敏 蔡宗穎 高甲寅 賴仁傑闔家

吳語蓁 賴雅文 吳旻哲 胡佳翔 蔡月華 和裕出版社

吳博毅 洪翰威 吳旻翰 陳森山 陳麗玉 天心印經處

闕湄莉 洪月紅 黃泊仁 陳佳琪 林麗綢 大乘基金會

李來侑 張雪霞 黃翔岳 林庭毅 陳學茂 河東蔘藥行

周孟嫻 林宗漢 黃翔宇 蔡定男 黃依如 恒德蔘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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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智堅 詹寶琴 李素滿 蔡承志 張玉秀 食堂素食館

何淑芬 李嘉浤 張峪齊 王麗惠 李淑媛 晶緣素食店

吳宗澤 喻國基 張芷寧 郭芳麟 陳詩婷 黃秋麗闔家

吳虹萱 張芳菁 紀宗言 郭亭妤 粘翠琴 黃平章闔家

張馨尹 喻健維 紀宗佑 郭育銘 陳柯富 王瑞潭闔家

林貴蜂 謝麗卿 蒲志勇 林鉦億 陳憲雄 劉海波闔家

玻璃城 陳宗民 莊裕廷 林儷貞 陳詠霖 李正方闔家

寶素齋 陳裕棠 游婷羽 陳俊吉 陳世芳 楊逸儒闔家

李進發 薛美惠 游紹宏 陳美蓮 范少瑜 曾豐龍闔家

吳玉梅 簡美華 莊翠蓉 李麗玲 林雪芳 李文彬闔家

李易修 藍柏翔 游進燈 林義堡 楊翰林 蘇筠凱闔家

李宛諭 藍佩妤 游賴員 林妍君 王中遜 陳由明闔家

李婉禎 洪堯永 莊素美 林聖閔 吳啟彰 陳美惠闔家

李育璋 洪聖凱 劉逸凡 林松利 吳宇樑 陳世斌闔家

李和諺 洪振豪 劉雅琪 邱芙紗 吳育純 張信忠闔家

李苡樂 方仁盛 劉彥甫 李麗秋 陳怡伶 張信義闔家

黃柏叡 李秋蘭 陳春美 李文雄 陳有量 蔡素貞闔家

謝明益 蘇芳儀 王予彤 李林引 陳榮忠 白㇠秀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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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韋迪 陳聖文 王于安 李竑澤 吳俊穎 陳梅雀闔家

王冠傑 潘水金 黃秀如 李怡君 林秋英 屈清河闔家

張藍月 陳文豪 王建民 王亭勻 吳東霖 王金鑾闔家

嚴大貴 李婉甄 王秉善 王晨于 劉慎婷 王金雀闔家

林招那 賴辰函 黃美純 王予欣 釋證度 吳育為闔家

李春居 賴辰瑄 林㇐峰 王若彤 釋印諦 黃柏堯闔家

李盈儒 彭寶嬋 蔡月美 曹世林 陳浩宇 欣屋建材行

李盈頵 李國彰 林冠融 曹清怡 鍾孟君 陳美蓮闔家

黃政峰 楊文馨 林渝鈞 黃信宗 陳美華 簡啟明闔家

黃金水 屈瑞芳 廖得照 黃慶智 吳聿甄 林雪芳闔家

黃湘綺 林素媚 廖威宇 林貞治 張齡方 陳詠霖闔家

黃冠瑜 吳武鴻 廖威翔 蔡碧櫻 李麗芬 袁榮宗闔家

黃麒瑋 楊宜臻 林亦敏 呂文從 梁育甄 陳中陽闔家

卓霈純 王麗紅 蔡伸元 呂玉貞 陳中陽 李君黎闔家

廖福壕 陳彥綺 蔡溫恨 張雅華 李麗粉 陳文玉闔家

廖得容 陳鈺勝 陳淵源 蔣偉達 施英珠 魏仁榮闔家

廖福仁 吳幸桂 陳顏懇 蔣逸安 李坤璋 黃志新闔家

陳羿佑 許美春 王振宇 蔣賢卉 張信義 楊翰林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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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財盛 鄭素貞 陳怡君 蔣奕群 陳香如 陳嫦娥闔家

廖秀香 陳福明 王啟嵩 王鈺淳 賴秀純 蘇慧雅闔家

徐尉廷 張秀蘭 王禾蓁 王堉綺 林明泉 蘇乃茜闔家

戴平如 程汶珊 賴詠俞 王俊民 施榮宗 黃震宇闔家

林秋璊 李麗琴 賴育瑋 王立婷 張得利 王中遜闔家

程雅鈴 陳麗如 賴任德 詹于妮 陳桂春 楊文馨闔家

程毓盛 廖淯粧 呂素珠 楊碧芬 李懿倢 林彩鳳闔家

程慶章 廖宥蒼 李坤儒 黃貞華 黃心蘭 蔡瓜布(貓)

陳榮錫 周罔市 陳嫦華 陳月鳳 許怡君 柯宏寶(狗)

林秀美 廖倚釩 孫翰霖 項錦玲 許微翊 涂福賜闔家

王敬皓 廖夆錞 孫宇呈 項家麒 許慧勝 陳宗仁闔家

丁英男 申泱芷 林晉巧 陳奕如 黃建風 陳福明闔家

呂瑞菊 申芯沛 楊晟瑞 陳芃如 黃泊儒 嚴于雯闔家

丁橋瀚 申欣玫 楊凱安 楊月嫦 林芳如 徐慶維闔家

丁僑萱 賴崑行 楊秀美 顏利宭 陳奕樺 劉育廷闔家

丁僑麟 賴珈樺 張信忠 吳慶忠 吳淨沂 劉育澤闔家

陳國忠 賴珈妤 蔡莉莉 蔡仁琦 李思慧 林思佳闔家

王金雀 陳幸綸 張亞晨 黃建維 釋印可 呂瑞菊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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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鑾 潘芳儀 楊懷岫 黃詩婷 李春安 徐雪蓮闔家

王子維 林宥孜 許淑茹 宋增濤 李宗翰 林鉦鍠闔家

王子嘉 陳采榛 吳天賜 楊淑文 何錦城 劉新崙闔家

黃淑華 陳沛涵 李玲嬌 林耀明 李善慈 李進發闔家

王隆潔 陳沛濬 陳介文 林志駿 林心宥 李易修闔家

廖英凱 陳世均 張瓊如 林亭慧 林施綉甄 吳庭耀闔家

王亭琄 陳宇軒 張亞琇 林宛慧 二月童話 吳肇陽闔家

王湲雅 陳茂寅 蘇乃茜 余素華 和輝素食 徐文鎮闔家

王明章 許心慈 陳世易 張素芳 南華素食 林讚輝闔家

陳乃瑛 顏楷溙 陳昀夆 吳美蓁 薪帝髮廊 洪琦瑯闔家

古思敏 顏正新 陳璟嫺 楊美華 德明素食 蔡永欽闔家

古思賢 黃錦溪 陳昱瑄 謝蕙宇 林陳玉霞 陳榮忠闔家

胡金玉 藍聰榮 李瑛媚 黃雅音 李劉寶琴 Julaeha佳佳

古平光 洪金鵲 楊曉佩 謝承芳 李陳秋滿 博愛國小510

許家勝 郭福軒 林金山 黃種龍 黃謝寶鑾 李劉鳳月闔家

許雅菁 唐湘惠 蔡玉英 林茂盛 林廖甘草 妙園齋素食館

洪淑芬 唐湘婷 林洪樟 林坤和 程沈秀琴 好家園素食店

許益銘 唐湘晴 林洪宇 釋果選 劉廖紛英 若荷蔬食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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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福佃 唐明和 楊少銘 黏翠琴 蔣江阿信 凡耘日式蔬食

許丁油 陳麗婚 楊曉宜 游素卿 三寶弟子 蔡王寶珠闔家

廖晨硯 林品希 楊沈嫌 陳為清 李林貴蜂 蘇陳桂香闔家

廖偲妤 林佑達 楊志成 黃于宸 蔡賴秀蓉 郡竹璟企業社

廖冠穎 黃秀雯 黃月美 蔡淑玲 吳林寶桂 劉廖紛英闔家

陳智茜

錦立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中華佛教板橋佛教文物流通處樹林菜市場素食麵店

龜山區素食麵線

上青蔬菜大賣場

東西整合醫學中心

均毅興業有限公司

國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佛陀教育基金會

智者文教基金會

台銀73192三寶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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