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年度『你的舊電腦，他的新希望』勸募活動

100 年度受贈愛心再生電腦名單
學童：310 台
申請人
編號

申請人
年級 申請人

申請人地址

編號

學校

年級 申請人

申請人地址

學校

1

巴陵國小 三年級 吳○○ 桃園縣復興鄉

28

楊梅國小 五年級 劉○○ 桃園縣楊梅市

2

巴陵國小 三年級 楊○○ 桃園縣復興鄉

29

楊梅國小 六年級 李○○ 桃園縣楊梅市

3

巴陵國小 三年級 楊○○ 桃園縣復興鄉

30

楊梅國小 五年級 邱○○ 桃園縣楊梅市

4

巴陵國小 三年級 楊○○ 桃園縣復興鄉

31

楊明國小 六年級 梁○○ 桃園縣楊梅市

5

巴陵國小 二年級 陳○○ 桃園縣復興鄉

32

楊梅國小 三年級 湯○○ 桃園縣楊梅市

6

霞雲國小 四年級 宗○○ 桃園縣復興鄉

33

潛龍國小 六年級 黃○○ 桃園縣平鎮市

7

霞雲國小 五年級 田○○ 桃園縣復興鄉

34

潛龍國小 二年級 高○○ 桃園縣龍潭鄉

8

霞雲國小 六年級 宗○○ 桃園縣復興鄉

35

南庄國中 一年級 日○○ 苗栗縣南庄鄉

9

霞雲國小 三年級 田○○ 桃園縣復興鄉

36

潛龍國小 五年級 曾○○ 桃園縣龍潭鄉

10

霞雲國小 六年級 蘇○○ 桃園縣復興鄉

37

潛龍國小 五年級 陳○○ 桃園縣龍潭鄉

11

霞雲國小 四年級 洪○○ 桃園縣復興鄉

38

潛龍國小 五年級 丁○○ 桃園縣龍潭鄉

12

霞雲國小 五年級 洪○○ 桃園縣復興鄉

39

潛龍國小 二年級 江○○ 桃園縣龍潭鄉

13

霞雲國小 六年級 林○○ 桃園縣復興鄉

40

潛龍國小 五年級 朱○○ 桃園縣龍潭鄉

14

文華國小 五年級 詹○○ 桃園縣龜山鄉

41

潛龍國小 五年級 莊○○ 桃園縣龍潭鄉

15

溪海國小 一年級 闕○○ 桃園縣大園鄉

42

潛龍國小 二年級 范○○ 桃園縣龍潭鄉

16

溪海國小 二年級 湯○○ 桃園縣大園鄉

43

草漯國中 二年級 郭○○ 桃園縣觀音鄉

17

大溪國小 一年級 劉○○ 桃園縣大溪鎮

44

草漯國中 二年級 蔡○○ 桃園縣觀音鄉

18

忠貞國小 六年級 陳○○ 桃園縣平鎮市

45

草漯國中 一年級 劉○○ 桃園縣觀音鄉

19

會稽國中 八年級 楊○○ 桃園市大興路

46

觀音國中 九年級 陳○○ 桃園縣觀音鄉

20

新湖國小 五年級 江○○ 新竹縣湖口鄉

47

草漯國中 二年級 胡○○ 桃園縣觀音鄉

21

永安國中 三年級 葉○○ 桃園縣新屋鄉

48

桃山國小 二年級 陳○○ 新竹縣五峰鄉

22

啟文國小 六年級 范○○ 桃園縣新屋鄉

49

桃山國小 三年級 陳○○ 新竹縣五峰鄉

23

啟文國小 五年級 黃○○ 桃園縣新屋鄉

50

桃山國小 二年級 詹○○ 新竹縣五峰鄉

24

新湖國小 三年級 謝○○ 桃園縣楊梅市

51

竹北國小 一年級 張○○ 新竹縣竹北市

25

陽明國小 六年級 張○○ 桃園縣楊梅市

52

十興國小 六年級 高○○ 新竹縣竹北市

26

陽明國小 二年級 林○○ 桃園縣楊梅市

53

竹北國小 四年級 邱○○ 新竹縣竹北市

27

瑞埔國小 四年級 張○○ 桃園縣楊梅市

54

竹中國小 三年級 羅○○ 新竹縣竹東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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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關西國中 三年級 林○○ 新竹縣關西鎮

84

新美國小 二年級 方○○ 嘉義縣阿里山

56

三峰國小 五年級 黃○○ 新竹縣寶山鄉

85

新美國小 四年級 安○○ 嘉義縣阿里山

57

豐里國小 三年級 陽○○ 台東市豐谷里

86

新美國小 二年級 溫○○ 嘉義縣阿里山

58

豐里國小 四年級 洪○○ 台東市中華路

87

新美國小 三年級 莊○○ 嘉義縣阿里山

59

三民國小 二年級 潘○○ 台東縣成功鎮

88

新美國小 五年級 石○○ 嘉義縣阿里山

60

三民國小 六年級 林○○ 台東縣成功鎮

89

新美國小 一年級 溫○○ 嘉義縣阿里山

61

三民國小 二年級 黃○○ 台東縣成功鎮

90

新美國小 三年級 方○○ 嘉義縣阿里山

62

三民國小 二年級 林○○ 台東縣成功鎮

91

新美國小 六年級 洋○○ 嘉義縣阿里山

63

三民國小 二年級 蘇○○ 台東縣成功鎮

92

64

鳳西國中 三年級 李○○ 台東縣東河鄉

阿里山國
七年級 毛○○ 嘉義縣阿里山
中小學

65

大林國中 特教班 方○○ 嘉義縣大林鎮

93

阿里山國
五年級 石○○ 嘉義縣阿里山
中小學

66

大林國中 二年級 陳○○ 嘉義縣大林鎮
94

阿里山國
五年級 汪○○ 嘉義縣阿里山
中小學

95

阿里山國
六年級 石○○ 嘉義縣阿里山
中小學

96

阿里山國
一年級 陽○○ 嘉義縣阿里山
中小學

97

阿里山國
三年級 楊○○ 嘉義縣阿里山
中小學

98

阿里山國
七年級 詹○○ 嘉義縣阿里山
中小學

99

阿里山國
六年級 羅○○ 嘉義縣阿里山
中小學

100

阿里山國
五年級 黃○○ 嘉義縣阿里山
中小學

101

阿里山國
七年級 李○○ 嘉義縣梅山鄉
中小學

67

大林國中 一年級 邱○○ 嘉義縣大林鎮

68

大林國中 二年級 陳○○ 嘉義縣大林鎮

69

大埔國小 二年級 朱○○ 嘉義縣大埔鄉

70

尖山國小 五年級 邱○○ 苗栗縣頭份鎮

71

大埔國小 二年級 黃○○ 嘉義縣大埔鄉

72

同仁國小 六年級 張○○ 嘉義縣中埔鄉

73

同仁國小 六年級 方○○ 嘉義縣中埔鄉

74

南靖國小 五年級 李○○ 台中市西屯區

75

東榮國小 五年級 劉○○ 嘉義縣民雄鄉

76

東榮國小 六年級 孔○○ 嘉義縣民雄鄉

77

新美國小 四年級 楊○○ 嘉義縣阿里山

78

阿里山國
七年級 洋○○ 嘉義縣阿里山
小

79

新美國小 一年級 汪○○ 嘉義縣阿里山

80

新美國小 六年級 莊○○ 嘉義縣阿里山

81

新美國小 五年級 羅○○ 嘉義縣阿里山

82

新美國小 六年級 杜○○ 嘉義縣阿里山

83

新美國小 二年級 杜○○ 嘉義縣阿里山

102 大湖國小 四年級 姚○○ 嘉義縣番路鄉
103 大湖國小 四年級 蕭○○ 嘉義縣番路鄉
104 南山國小 二年級 黃○○ 宜蘭縣大同鄉
105 南山國小 三年級 林○○ 宜蘭縣大同鄉
106 寒溪國小 四年級 王○○ 宜蘭縣大同鄉
107 寒溪國小 一年級 江○○ 宜蘭縣大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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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寒溪國小 三年級 韋○○ 宜蘭縣大同鄉

138 金洋國小 六年級 游○○ 宜蘭縣南澳鄉

109 寒溪國小 六年級 宗○○ 宜蘭縣大同鄉

139 員山國中 二年級 林○○ 宜蘭縣員山鄉

110 寒溪國小 一年級 豊○○ 宜蘭縣大同鄉

140 員山國中 三年級 曾○○ 宜蘭縣員山鄉

111 寒溪國小 六年級 賴○○ 宜蘭縣大同鄉

141 頭城國中 一年級 鄭○○ 宜蘭縣頭城鎮

112 寒溪國小 四年級 陳○○ 宜蘭縣大同鄉

142 礁溪國中 三年級 吳○○ 宜蘭縣礁溪鄉

113 寒溪國小 五年級 廖○○ 宜蘭縣大同鄉

143 礁溪國中 二年級 王○○ 宜蘭縣礁溪鄉

114 寒溪國小 六年級 胡○○ 宜蘭縣大同鄉

144 吳沙國中 二年級 林○○ 宜蘭縣礁溪鄉

115 寒溪國小 四年級 莊○○ 宜蘭縣大同鄉

145 吳沙國中 三年級 莊○○ 宜蘭縣礁溪鄉

116 寒溪國小 一年級 陸○○ 宜蘭縣大同鄉

146 吳沙國中 三年級 陳○○ 宜蘭縣礁溪鄉

117 寒溪國小 一年級 李○○ 宜蘭縣大同鄉

147 吳沙國中 三年級 陳○○ 宜蘭縣礁溪鄉

118 寒溪國小 四年級 李○○ 宜蘭縣大同鄉

148 礁溪國中 二年級 邊○○ 宜蘭縣礁溪鄉

119 寒溪國小 二年級 鄭○○ 宜蘭縣大同鄉

149 吳沙國中 三年級 陳○○ 宜蘭縣礁溪鄉

120 寒溪國小 一年級 關○○ 宜蘭縣大同鄉

150 東光國中 三年級 李○○ 宜蘭縣羅東鎮

121 寒溪國小 三年級 高○○ 宜蘭縣羅東鎮

151 蘇澳國小 五年級 胡○○ 宜蘭縣蘇澳鎮

122 寒溪國小 六年級 趙○○ 宜蘭縣大同鄉

152 崇德國小 五年級 高○○ 花蓮縣秀林鄉

123 寒溪國小 二年級 溫○○ 宜蘭縣大同鄉

153 崇德國小 五年級 溫○○ 花蓮縣秀林鄉

124 寒溪國小 六年級 顏○○ 宜蘭縣大同鄉

154 崇德國小 五年級 王○○ 花蓮縣秀林鄉

125 寒溪國小 四年級 董○○ 宜蘭縣大同鄉

155 瑞美國小 五年級 林○○ 花蓮縣瑞穗鄉

126 寒溪國小 三年級 林○○ 宜蘭縣大同鄉

156 瑞美國小 五年級 林○○ 花蓮縣瑞穗鄉

127 寒溪國小 四年級 廖○○ 宜蘭縣大同鄉

157 瑞美國小 五年級 莊○○ 花蓮縣瑞穗鄉

128 寒溪國小 五年級 陳○○ 宜蘭縣大同鄉

158 馬遠國小 五年級 馬○○ 花蓮縣萬榮鄉

129 寒溪國小 六年級 梁○○ 宜蘭縣大同鄉

159 馬遠國小 六年級 王○○ 花蓮縣萬榮鄉

130 孝威國小 一年級 陳○○ 宜蘭縣五結鄉

160 和平國小 四年級 潘○○

台中市南區

131 廣興國小 二年級 謝○○ 宜蘭縣冬山鄉

161 和平國小 五年級 黃○○

台中市南區

132 南莊國中 二年級 蘇○○ 苗栗縣頭份鎮

162 和平國小 四年級 莊○○

台中市南區

133 金洋國小 四年級 游○○ 宜蘭縣南澳鄉

163 和平國小 六年級 林○○

台中市南區

134 金洋國小 三年級 徐○○ 宜蘭縣南澳鄉

164 和平國小 三年級 林○○

台中市南區

135 金洋國小 四年級 張○○ 宜蘭縣南澳鄉

165 和平國小 三年級 游○○

台中市南區

136 金洋國小 六年級 羅○○ 宜蘭縣南澳鄉

166 和平國小 六年級 陳○○

台中市南區

137 金洋國小 五年級 陳○○ 宜蘭縣南澳鄉

167 和平國小 三年級 潘○○

台中市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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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和平國小 三年級 金○○

台中市南區

197 康壽國小 四年級 吳○○ 南投市三民里

169 和平國小 四年級 高○○

台中市南區

198 康壽國小 四年級 楊○○ 南投市平山里

170 坪頂國小 三年級 顏○○ 苗栗縣通霄鎮

199 前進國小 三年級 黃○○ 屏東縣屏東市

171 和平國小 三年級 張○○

台中市南區

200 三多國小 三年級 李○○ 屏東縣九如鄉

172 和平國小 六年級 黃○○

台中市南區

201 三多國小 三年級 林○○ 屏東縣九如鄉

173

四張犁國
一年級 張○○ 台中市譚子區
中

202 西勢國小 一年級 洪○○ 屏東縣內埔鄉
203 西勢國小 五年級 林○○ 屏東縣竹田鄉

174 北門國中 二年級 林○○ 台南市北門區

204 新庄國小 五年級 施○○ 屏東縣竹田鄉

175 北門國中 一年級 郭○○ 台南市北門區

205 大新國小 四年級 鄭○○ 屏東縣佳冬鄉

長榮中學
二年級 鍾○○ 台南市北門區
176
(國中部)

206 塭子國小 四年級 許○○ 屏東縣佳冬鄉
207 塭子國小 二年級 王○○ 屏東縣佳冬鄉

177 新市國小 六年級 黃○○ 台南市永康區

208 塭子國小 三年級 陳○○ 屏東縣佳冬鄉

178 大湖國中 二年級 林○○ 苗栗縣泰安鄉

209 塭子國小 四年級 潘○○ 屏東縣佳冬鄉

179 青草國小 五年級 郭○○ 台南市安南區

210 塭子國小 二年級 謝○○ 屏東縣佳冬鄉

180 青草國小 二年級 韓○○ 台南市安南區

211 塭子國小 三年級 陳○○ 屏東縣佳冬鄉

181 開元國小 一年級 黃○○ 台南市東區裕

212 塭子國小 四年級 陳○○ 屏東縣佳冬鄉

182 士林國小 三年級 楊○○ 苗栗縣泰安鄉

213 塭子國小 二年級 李○○ 屏東縣佳冬鄉

183 新市國小 三年級 陳○○ 台南市新市區

214 塭子國小 五年級 潘○○ 屏東縣佳冬鄉

184 楠西國小 四年級 江○○ 台南市楠西區

215 塭子國小 一年級 林○○ 屏東縣佳冬鄉

185 楠西國小 四年級 邱○○ 台南市楠西區

216 塭子國小 二年級 周○○ 屏東縣佳冬鄉

186 楠西國小 四年級 蔡○○ 台南市楠西區

217 塭子國小 二年級 陳○○ 屏東縣佳冬鄉

187 文和國小 三年級 林○○ 台南市關廟區

218 文樂國小 四年級 彭○○ 屏東縣來義鄉

188 文和國小 三年級 洪○○ 台南市關廟區

219 文樂國小 一年級 彭○○ 屏東縣來義鄉

189 僑建國小 五年級 陳○○ 南投市永豐里

220 文樂國小 四年級 黃○○ 屏東縣來義鄉

190 中寮國小 四年級 張○○ 南投縣中寮鄉

221 文樂國小 四年級 方○○ 屏東縣來義鄉

191 中寮國小 三年級 黃○○ 南投縣中寮鄉

222 文樂國小 五年級 溫○○ 屏東縣來義鄉

192 竹山國小 三年級 郭○○ 南投縣竹山鎮

223 文樂國小 四年級 駱○○ 屏東縣來義鄉

193 竹山國小 三年級 羅○○ 南投縣竹山鎮

224 文樂國小 四年級 薛○○ 屏東縣來義鄉

194 前山國小 五年級 黃○○ 南投縣竹山鎮

225 文樂國小 五年級 劉○○ 屏東縣來義鄉

195 前山國小 二年級 葉○○ 南投縣竹山鎮

226 文樂國小 四年級 洪○○ 屏東縣來義鄉

196 前山國小 六年級 莊○○ 南投縣竹山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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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編號

申請人
年級 申請人

申請人地址

編號

學校

年級 申請人

申請人地址

學校

227 文樂國小 四年級 吳○○ 屏東縣來義鄉

257 武潭國小 六年級 張○○ 屏東縣泰武鄉

228 文樂國小 四年級 蕭○○ 屏東縣來義鄉

258 林邊國中 九年級 王○○ 屏東縣新埤鄉

229 文樂國小 四年級 柯○○ 屏東縣來義鄉

259 新庄國小 六年級 李○○ 屏東縣新園鄉

230 楓港國小 一年級 詹○○ 屏東縣枋寮鄉

260 新庄國小 三年級 簡○○ 屏東縣萬丹鄉

231 太源國小 五年級 黃○○ 屏東縣枋寮鄉

261 新庄國小 四年級 張○○ 屏東縣萬丹鄉

232 太源國小 二年級 潘○○ 屏東縣枋寮鄉

262 振興國小 四年級 高○○ 屏東縣鹽埔鄉

233 春日國小 四年級 古○○ 屏東縣枋寮鄉

263 振興國小 五年級 王○○ 屏東縣鹽埔鄉

234 大潭國小 四年級 陳○○ 屏東縣東港鎮

264 文山國小 六年級 涂○○ 苗栗市新川里

235 大潭國小 五年級 李○○ 屏東縣東港鎮

265 文山國小 四年級 張○○ 苗栗市福麗里

236 海濱國小 四年級 伍○○ 屏東縣東港鎮

266 大湖國中 一年級 李○○ 苗栗縣大湖鄉

237 林邊國中 一年級 阮○○ 屏東縣林邊鄉

267 南庄國中 一年級 田○○ 苗栗縣南庄鄉

238 長治國中 二年級 林○○ 屏東縣長治鄉

268 南庄國中 二年級 風○○ 苗栗縣南庄鄉

239 公正國中 七年級 潘○○ 屏東縣屏東市

269 南莊國中 二年級 楊○○ 苗栗縣南庄鄉

240 大同國小 四年級 尤○○ 屏東縣屏東市

270 南莊國中 二年級 根○○ 苗栗縣南庄鄉

241 仁愛國小 二年級 陳○○ 屏東縣屏東市

271 南庄國中 二年級 酆○○ 苗栗縣南庄鄉

242 仁愛國小 三年級 陳○○ 屏東縣屏東市

272 尖山國小 六年級 劉○○ 苗栗縣頭份鎮

243 大同國小 四年級 王○○ 屏東縣屏東市

273 南庄國中 二年級 高○○ 苗栗縣南庄鄉

244 中正國中 二年級 方○○ 屏東縣屏東市

274 南莊國中 二年級 黃○○ 苗栗縣南庄鄉

245 仁愛國小 三年級 杜○○ 屏東縣屏東市

275 南莊國中 二年級 游○○ 苗栗縣南庄鄉

246 春日國小 五年級 許○○ 屏東縣春日鄉

276 南庄國中 一年級 潘○○ 苗栗縣南庄鄉

247 春日國小 五年級 柳○○ 屏東縣春日鄉

277 南庄國中 一年級 章○○ 苗栗縣南庄鄉

248 春日國小 五年級 陳○○ 屏東縣春日鄉

278 南庄國中 一年級 卓○○ 苗栗縣南庄鄉

249 春日國小 四年級 洪○○ 屏東縣春日鄉

279 南庄國中 一年級 潘○○ 苗栗縣南庄鄉

250 春日國小 五年級 葉○○ 屏東縣春日鄉

280 插角國小 四年級 陳○○ 新北市三峽區

251 春日國小 五年級 盧○○ 屏東縣春日鄉

281 插角國小 三年級 張○○ 新北市三峽區

252 春日國小 五年級 吳○○ 屏東縣春日鄉

282 菁桐國小 三年級 吳○○ 新北市平溪區

253 春日國小 五年級 戴○○ 屏東縣春日鄉

283 菁桐國小 三年級 張○○ 新北市平溪區

254 武潭國小 四年級 田○○ 屏東縣泰武鄉

284 菁桐國小 二年級 陳○○ 新北市平溪區

255 武潭國小 五年級 華○○ 屏東縣泰武鄉

285 東山國小 六年級 蔡○○ 基隆市七堵區

256 武潭國小 三年級 白○○ 屏東縣泰武鄉

286 汐止國小 一年級 劉○○ 新北市汐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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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中角國小 三年級 李○○ 新北市金山區

299 溪崑國中 八年級 溫○○ 新北市樹林區

288 大坪國小 六年級 鄧○○ 新北市萬里區

300 文德國小 五年級 徐○○ 新北市樹林區

289 大同國小 三年級 王○○ 新北市樹林區

301 育林國中 七年級 李○○ 新北市樹林區

290 大同國小 三年級 曾○○ 新北市樹林區

302 鳳鳴國小 三年級 黃○○ 新北市鶯歌區

291 武林國小 二年級 賴○○ 新北市新莊區

303 鳳鳴國小 二年級 郭○○ 新北市三峽區

292 武林國小 六年級 賴○○ 新北市樹林區

304 鳳鳴國小 四年級 葉○○ 桃園縣八德市

293 三多國中 七年級 呂○○ 新北市樹林區

305 尖山國中 八年級 莊○○ 新北市鶯歌區

294 柑園國小 一年級 廖○○ 新北市樹林區

306 永吉國小 三年級 王○○ 新北市鶯歌區

295 武林國小 五年級 曾○○ 新北市樹林區

307 尖山國中 八年級 鄭○○ 新北市鶯歌區

296 板橋國中 七年級 施○○ 新北市樹林區

308 尖山國中 八年級 黃○○ 新北市鶯歌區

297 武林國小 五年級 謝○○ 新北市樹林區

309 鳳鳴國小 五年級 陳○○ 新北市鶯歌區

298 柑園國小 二年級 余○○ 新北市樹林區

310 永吉國小 一年級 柯○○ 新北市鶯歌區

新移民家庭：20 台
編
號

申請人

申請人

15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潘○○ 宜蘭縣冬山鄉

申請人地址

16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楊○○ 宜蘭縣羅東鎮

1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黎○○ 台東市豐田里

17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阮○○ 宜蘭縣羅東鎮

2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陳○○ 台東市知本里

18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王○○ 花蓮縣吉安鄉

3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蘇○○ 台東市中華路

19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顏○○ 花蓮縣吉安鄉

4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黎○○ 台東市福建路

20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林○○ 花蓮縣花蓮市

5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陳○○ 台東市更生路
6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黃○○ 台 東 市 成 都 南
路
7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廖○○ 台東市精誠路
8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陳○○ 台東市傳廣路
9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張○○ 台東市知本路
10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鄭○○ 台 東 縣 太 麻 里
鄉
11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王○○ 台東縣成功鎮
12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潘○○ 台東縣卑南鄉
13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黃○○ 台東縣關山鎮
14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石○○ 宜蘭縣大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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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團體：120 台
編號

申請單位

地址

台數

1

嘉義縣香林國民小學

嘉義縣阿里山鄉 46 號

30

2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香園紀念教養院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 3 段 116 號

20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導學系

20

4

中華民國卓越台灣協進會

嘉義市東區公明路 217 號

20

5

社團法人台灣世界愛滋快樂聯盟

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學人路 257 號
屏東縣屏東市古松西巷 716 號(會址)

5

6

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仁友愛心家園

桃園縣大溪鎮仁善里 30 鄰仁善街 268 號

3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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