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礁溪文聲復健院」登錄歷史建築 連署名單
序 連署時間 TST 姓名 服務 留言

12017/10/31 8:02 下午 倪予夫 　 　
22017/10/31 8:08 下午 許銀福 　 　
32017/10/31 8:11 下午 林麗雲 　 　
42017/10/31 8:12 下午 楊麗玲 　 　
52017/10/31 8:13 下午 楊慧玲 　 　
62017/10/31 8:16 下午 李靜惠 　 我從小在礁溪文聲復健院長大，也因為有文聲復健

院，讓我學會走路，讓我有機會去讀書，也在那裏
認識了好多的好朋友，神父教我們要獨立，凡事要
靠自己，跌倒了要怎麼自己爬起來，教了我好多做
人處事的道理，也我是童年的家，我不希望文聲復
健院被拆掉，這麼有歷史故事的地方，應該保存下
來，來見証47~55年之間有多少小兒麻痺患者在這
裏長成的故事和一位神父無私的付出與奉獻，請保
留文聲復健院不要被拆掉，這麼重要的文化資產請
保存下來....

72017/10/31 8:27 下午 林允文 專業投資人 請求務必保存礁溪文聲復健院，以答謝羅神父的貢
獻。

82017/10/31 8:33 下午 蔡慧敏 　 　
92017/10/31 8:34 下午 許財貴 　 　

102017/10/31 8:37 下午 簡文瑞 　 　
112017/10/31 8:43 下午 周錦能 茂訊電腦 　
122017/10/31 8:52 下午 羅素貞 　 　
132017/10/31 9:01 下午 楊燕微 家管 文聲雖然是個復健院，但卻有著家的温馨，若是被

拆建，也就等於家被毀了，所以我來連署，極力請
求不要拆建文聲復健院。

142017/10/31 9:10 下午 薛雅心 學生 　
152017/10/31 9:34 下午 章建成 　 　
162017/10/31 9:55 下午 吳秋芬 東南旅行社 　
172017/10/31 9:57 下午 劉俊麟 台灣障礙者權益促

進會
　

182017/10/31 10:02 下午 李綺芬 東南 內勤 請妥善保存文聲復健院!!!!!請妥善保存文聲復健
院!!!!!請妥善保存文聲復健院!!!!!

192017/10/31 10:04 下午 張碧容 　 為挽救重要文化資產 – 保存「礁溪文聲復健院」連
署

202017/10/31 10:05 下午 吳國濱 宜耀國際有限公司 保留重要文化資產
212017/10/31 10:10 下午 張乃心 　 　
222017/10/31 10:10 下午 吳明泉 黑金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總經理
　

232017/10/31 10:14 下午 王鈺寧 東南旅行社/出納 　
242017/10/31 10:15 下午 蔡佳錦 　 　
252017/10/31 10:17 下午 臺北市肢體傷殘重建協進會

吳俞蓁理事長
尊重時代留存的痕跡，請維護文化資產的完整呈現
~

262017/10/31 10:25 下午 劉妗溫 家管 　
272017/10/31 10:32 下午 陳念祖 多扶假期內業務 小兒痲痹症的歷史不能被遺忘。
282017/10/31 10:32 下午 陳榆蓁 　 　
292017/10/31 10:33 下午 林福星 　 請保留文聲復健院
302017/10/31 10:34 下午 林俊江 米得藥品公司 挽救文化資產
312017/10/31 10:35 下午 徐雅婷 東南旅行社 我有多位同事.朋友當年都是受到羅神父的細心照顧

才有如今的她們，復健院充滿著許多溫暖回憶，請
不要剝奪掉她們回憶，請保存復健院



322017/10/31 10:38 下午 更生復健服務中心 　
332017/10/31 10:42 下午 杜淑玉 　 文聲這個大家庭成就我們這群小朋友能在這個社會

上自力更生並貢獻一己微薄的力量，且不增加社會
國家的負擔。求求政府機關不要剝奪我們的童年的
回憶和我們羅神父爸爸的精神拜託拜託……

342017/10/31 10:44 下午 吳文玲 振興社會服務團 請保留文聲
352017/10/31 10:45 下午 陳惠群 　 　
362017/10/31 10:46 下午 彭佳玲 東南旅行社 副理 　
372017/10/31 10:47 下午 吳國龍 　 　
382017/10/31 10:51 下午 黃敏雄 　 　
392017/10/31 10:55 下午 陳淑勉 東南旅行社 經理 　
402017/10/31 10:56 下午 林文華 鄭豐喜基金會 無障

礙行動總監
文聲復健院已是全台灣人的公共財，不能被拆掉。

412017/10/31 10:58 下午 林士傑 　 　
422017/10/31 10:59 下午 林士凱 學生 　
432017/10/31 11:03 下午 彭姍瑋 　 　
442017/10/31 11:08 下午 吳名喬 東南旅行社旅館部

副理
　

452017/10/31 11:16 下午 劉秀真 　 　
462017/10/31 11:17 下午 陳以緁 　 　
472017/10/31 11:36 下午 李金章 桃園市大溪區稳展

花卉園藝長工
請政府重視保留重要的文化資產

482017/10/31 11:40 下午 陳珮榆 　 　
492017/10/31 11:43 下午 吳婷玉 　 　
502017/10/31 11:46 下午 陳淑妙 家管 　
512017/10/31 11:52 下午 林淳安 經理 保存
522017/10/31 11:52 下午 蕭毓俊 退休 　
532017/11/01 12:10 上午 王千釗 　 保存古蹟及其文化脈絡是台灣每個人的責任,建議原

地保留並加以活化。
542017/11/01 12:10 上午 林敏燕 　 懇請保留文聲復健院，作為紀錄台灣小兒麻痹症的

醫學和羅神父為台灣付出畢生的紀念館
552017/11/01 12:19 上午 邱郁涵 　 　
562017/11/01 12:42 上午 高宇彤 學生 　
572017/11/01 1:04 上午 呂季鵬 　 　
582017/11/01 1:10 上午 魏正秋 　 　
592017/11/01 6:04 上午 蘇莉雯 　 挽救重要文化資產
602017/11/01 6:33 上午 鄒明英 華南銀行退休人員 請保留珍貴資產一礁溪文聲復健院
612017/11/01 6:42 上午 李和明 　 　
622017/11/01 7:05 上午 邱香蘭 旅行社 保存文物
632017/11/01 7:24 上午 林玲智 家管 我們支持不要拆解文聲健院，保留現在的風貌
642017/11/01 8:06 上午 邱芯儀 　 　
652017/11/01 8:10 上午 鄭金義 金賜彩券行 文聲確實值得保留的地方
662017/11/01 8:13 上午 余進興 　 礁溪要多點人文 不只是商業開發
672017/11/01 8:28 上午 周蓓珊 金融 　
682017/11/01 8:31 上午 尤尤 東南旅行社會計 挽救重要文化資產
692017/11/01 8:34 上午 許雪霞 　 　
702017/11/01 8:37 上午 廖靜寬 交通大學行政專員 文化資產消失了，無法挽回！請勿將記憶中的事物

默默消失。
712017/11/01 8:51 上午 陳敏俐 服務業 文聲是我們小兒麻痺從小到大的一個回憶、沒有它

就沒有今天我們受教的機會、記得當時家家戶戶家
裡都生了很多小孩、父母根本沒暇管到我們、三餐



可以溫飽就該很高興了、但是在文聲復健院不只每
天接送我們上下學還照顧我們生活起居、復健、就
醫、也因為文聲復健院讓我們可以接觸到外面的團
體、愛心人士、改變了我們的想法跟心態、也走出
不一樣的的人生。

722017/11/01 9:01 上午 尚淑慧 巨強ㄧ企業有限公
司

　

732017/11/01 9:04 上午 陳麗貞 學校: 約僱職員 　
742017/11/01 9:10 上午 曾鴻偉 　 　
752017/11/01 9:13 上午 楊金霞 中華電信 　
762017/11/01 9:18 上午 賴麗雪 　 　
772017/11/01 9:37 上午 陳信誠 　 　
782017/11/01 9:38 上午 陳介超 　 　
792017/11/01 9:39 上午 劉漢呈 來順玻璃行 　
802017/11/01 10:12 上午 史立平 　 　
812017/11/01 10:53 上午 黃素圓 五行通信 感人又偉大的事蹟就該被發揚光大，台灣文化資產

局有責任保護它
822017/11/01 10:59 上午 陳銘鴻 賜福企業有限公司

IT專員
雖然我們身肢正常，但這個地方 對於當事者而言，
是個極具重要的地方 請保存這個地方，甚至是變成
博物館，好讓後代的子孫 知道當年有這故事在

832017/11/01 11:18 上午 王麗美 資訊部協理 　
842017/11/01 11:59 上午 劉文玉 信化企業有限公司

會計
請留給現在及下一代小兒麻痺症可以安心放心復健
治療的地方，勿以自私營利為目的而扼殺這些人的
最後希望。

852017/11/01 12:15 下午 劉清山 公職退休 請保留文化資產。
862017/11/01 12:19 下午 劉麗卿 家管 　
872017/11/01 12:41 下午 尤恩民 銘傳大學 兼任助理

教授
　

882017/11/01 12:42 下午 黃佳華 永平高中 　
892017/11/01 12:42 下午 余秀芷 漢聲廣播電台節目

主持人
障礙者的歷史、物件應保留下來。這在台灣障礙歷
史演變過程中，佔有非常重要的部分。

902017/11/01 12:43 下午 吳國樑 公務員 　
912017/11/01 12:43 下午 黃謙智 已退休 　
922017/11/01 12:47 下午 許妍珍 人力仲介 就讓這麼寶貴已存在近半世紀且充滿「國際感動故

事」的老建築更是台灣的寶貝，若能列入歷史建築
給予保存，讓世世代代的生命延續發光，未來它定
會是宜蘭的珍貴古蹟。

932017/11/01 1:13 下午 黃秀華 工業技術研究院 副
研究員

支持這裡變成小兒麻痺博物館。因這裡就是個小兒
麻痺人文縮影。這是我的小阿姨(小兒麻痺患者)長
大的地方!

942017/11/01 1:13 下午 陳建文 　 　
952017/11/01 1:23 下午 劉文文 統一頭信 員的 　
962017/11/01 1:28 下午 黃侑華 　 希望能保存文聲復建院
972017/11/01 1:46 下午 柯錫汎 賜福企業 支持文化資產保存
982017/11/01 1:50 下午 陳姵文 學生 保存礁溪文聲復健院
992017/11/01 1:51 下午 林煜達 　 　

1002017/11/01 2:13 下午 趙士宏 興全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

　

1012017/11/01 2:31 下午 黃文俊 台安科技有限公司 　
1022017/11/01 2:34 下午 林數新 　 　
1032017/11/01 2:37 下午 整郁廷 家管 　
1042017/11/01 2:42 下午 洪誌彬 　 　



1052017/11/01 2:49 下午 何沛虹 　 保護台灣人良善的根！
1062017/11/01 2:54 下午 吳隆寬 中友百貨襄理 　
1072017/11/01 3:05 下午 陳宏明 　 活在這片土地上，雖然政府無能在社福上滿足需要

的人，但至少要讓更多人知道有這個地方，曾有個
外國人幫助了這麼多本地人，請保留文聲復建院

1082017/11/01 3:08 下午 廖柔涵 中藥行 　
1092017/11/01 3:08 下午 林江風 良新行 支持聯署
1102017/11/01 3:16 下午 林煜尊 新普科技/經理 　
1112017/11/01 3:24 下午 涂維庭 良新行 　
1122017/11/01 3:28 下午 許朝賢 恆茂 　
1132017/11/01 3:34 下午 徐嘉惠 　 　
1142017/11/01 4:06 下午 葉淑芬 　 　
1152017/11/01 4:11 下午 陳晧瑜 東南旅行社/會計部

副理
　

1162017/11/01 4:36 下午 吳承彥 永光化學 希望能保留文件資產。
1172017/11/01 4:47 下午 李純如 　 希望這個地方可以被保留，身邊的親友是有因這裡

受惠而人生不一樣
1182017/11/01 4:47 下午 傅美香 　 　
1192017/11/01 4:48 下午 杜朱文 個人計程車行 支持文聲復健院保存。
1202017/11/01 4:56 下午 陳雅貞 工研院 　
1212017/11/01 4:57 下午 陳宗琨 　 　
1222017/11/01 5:00 下午 陳一銘 　 文化無價
1232017/11/01 5:03 下午 王恆生 　 人文資產是無形資產，請保留並妥善維護
1242017/11/01 5:04 下午 蕭光哲 　 　
1252017/11/01 5:14 下午 林詠樺 聯合生物製藥公司

分析師
　

1262017/11/01 5:39 下午 劉子祺 　 　
1272017/11/01 5:40 下午 林美辰 　 　
1282017/11/01 5:48 下午 蔡耀儀 　 　
1292017/11/01 5:49 下午 陳慧敏 工研院 支持文化資產保存
1302017/11/01 5:50 下午 李宛玉 　 　
1312017/11/01 6:05 下午 張春單 　 　
1322017/11/01 6:06 下午 張高山 　 　
1332017/11/01 6:14 下午 李華光 中興大學 希望能保留文聲復健院，為了更多的患者服務。
1342017/11/01 6:37 下午 尤淑美 新豐國小 教師 　
1352017/11/01 7:34 下午 胡耿銘 泰特博旗濱股份有

限公司 經理
　

1362017/11/01 8:29 下午 邱建發 　 　
1372017/11/01 8:52 下午 左懋康 　 　
1382017/11/01 8:59 下午 黃楷涵 　 　
1392017/11/01 9:33 下午 尤恩玲 　 　
1402017/11/01 9:37 下午 張樹雲 　 　
1412017/11/01 9:39 下午 李敏惠 家管 我也是宜蘭人，為了救文化資產，希望政府能聽到

我們的聲音，讓生為宜蘭人而驕傲。
1422017/11/01 9:58 下午 溫麗華 　 　
1432017/11/01 10:01 下午 吳秋美 　 　
1442017/11/01 10:03 下午 何金樹 　 　
1452017/11/01 10:12 下午 柳志豪 大聯 　
1462017/11/01 10:43 下午 陳憶媚 　 　
1472017/11/01 10:55 下午 許婉婉 　 　
1482017/11/01 11:53 下午 黃宇涵 家管 　



1492017/11/02 12:09 上午 潘可源 基隆監理站 　
1502017/11/02 12:19 上午 沈雅芳 旅行社 　
1512017/11/02 12:28 上午 楊怡雯 　 凡是對社會有幫助的事，希望政府單位好好考慮，

因為這是一個歷史的見政，讓社會大眾了解神的
愛，讓大家明白一個人無私的付出，讓政府單位，
留給我們一個永恆的回憶。

1522017/11/02 12:36 上午 何惠玲 　 　
1532017/11/02 2:05 上午 張獻忠 　 這是朋友成長的地方，也是很重要的文化資產！
1542017/11/02 2:42 上午 陳幸容 　 　
1552017/11/02 7:26 上午 黃雅惠 　 　
1562017/11/02 7:36 上午 唐永安 新北市大鵬國小 　
1572017/11/02 7:36 上午 吳宗道 宗贏科技 　
1582017/11/02 8:01 上午 徐燕華 　 　
1592017/11/02 8:05 上午 李宏萍 公務員退休 　
1602017/11/02 8:27 上午 劉文娟 服務業 　
1612017/11/02 8:28 上午 黃立誠 新光產物 　
1622017/11/02 8:32 上午 許家豪 尚志半導體/特助 　
1632017/11/02 8:48 上午 黃賽花 勞發署/佐理員 支持保留重要文化資產-礁溪文聲復健院
1642017/11/02 9:30 上午 陳孟君 家管 　
1652017/11/02 9:40 上午 林麗珠 　 　
1662017/11/02 10:19 上午 陳詠暄 高苑科大 挽救文化資產
1672017/11/02 10:31 上午 陳志偉 新漢 希望可以保留礁溪文聲復建院
1682017/11/02 11:14 上午 陳志鴻 　 支持聯署
1692017/11/02 1:41 下午 張立凡 全職家庭主婦 　
1702017/11/02 3:29 下午 游雅雰 台中市身心障礙者

社區資源中心
　

1712017/11/02 4:32 下午 蔣清美 居家服務員 10月14日我第一次陪朋友到文聲復健院, 感覺很溫
馨, 若是被拆掉, 真的很可惜, 所以我支持保留文聲復
健院, 讓曾經待過的人都有個留念．

1722017/11/02 4:32 下午 蘇杜素月 家管 　
1732017/11/02 4:38 下午 倪舒寬 無敵科技 　
1742017/11/02 4:54 下午 劉正和 　 　
1752017/11/02 4:56 下午 倪賢 　 　
1762017/11/02 5:00 下午 趙永欣 室內設計師 我支持文聲復健院保留為文化遺產
1772017/11/02 5:22 下午 彭士益 　 無條件支持到底!
1782017/11/02 5:26 下午 張久宸 城市國際。工程管

理
　

1792017/11/02 5:43 下午 董倫輝 　 文聲復健院是一個外籍神父奉獻一生照顧咱們台灣
弱勢族群的見證, 所以煩請各位高官們幫忙保留這歷
史的見證好嗎? 拜託! 拜託!

1802017/11/02 5:52 下午 陳柏瑋 SKYWORKS 　
1812017/11/02 6:20 下午 何宗平 屏東伯大尼之家 為歷史留下美好腳踪
1822017/11/02 6:22 下午 謝清瑛 鐘錶刻印 　
1832017/11/02 6:23 下午 倪美娟 家管 它是歷史、是見證、是無國際的愛心, 這種文化需予

保存！
1842017/11/02 7:03 下午 楊曉萍 　 　
1852017/11/02 7:12 下午 陳彩鳳 服務業 感恩羅文思神父!在台灣幫助許許多多患小兒麻痺的

兒童，也就幫助了許許多多的家庭! 祝福他羅文思
神父!祝福他老人家身體健康!

1862017/11/02 7:38 下午 尤佳玲 　 　
1872017/11/02 7:41 下午 廖嘉信 綠億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副總
　



1882017/11/02 7:44 下午 俞曉翔 傅記上海菜 　
1892017/11/02 7:59 下午 杜美玲 　 保存「礁溪文聲復健院」！
1902017/11/02 8:28 下午 程怡菁 禾境設計/設計師 　
1912017/11/02 9:42 下午 董俊德 　 　
1922017/11/02 9:48 下午 周月清 陽明大學教授 　
1932017/11/02 9:53 下午 蔡松峰 永榮營造/工程師 懇請長官保存礁溪文聲復健院
1942017/11/02 10:06 下午 林惠卿 　 　
1952017/11/02 10:19 下午 莊佳怡 東南旅行社 　
1962017/11/02 10:34 下午 戴嘉儀 助理工程師 　
1972017/11/02 10:50 下午 羅淑燕 玉善冰糕副店長 　
1982017/11/02 11:00 下午 鄭健雄 東盈公司/經理 支持保留文聲復健院為文化資產
1992017/11/02 11:20 下午 何朝全 必翔 　
2002017/11/02 11:39 下午 林益豐 彩券投注站 　
2012017/11/02 11:45 下午 黃志傑 公益彩券 　
2022017/11/02 11:48 下午 劉勤興 事務所 　
2032017/11/02 11:51 下午 盧婉玄 老師 　
2042017/11/02 11:58 下午 游鯉綺 台北市行無礙資源

推廣協會 社工師
非常重要，催生小兒麻痺博物館

2052017/11/03 12:45 上午 黃麗卿 法務部 　
2062017/11/03 5:39 上午 陳沛汝 　 　
2072017/11/03 6:37 上午 劉黎花 服務業 　
2082017/11/03 6:39 上午 吳庭伊 傳播業 　
2092017/11/03 6:54 上午 吳惠娟 　 　
2102017/11/03 7:05 上午 張婷婷 　 　
2112017/11/03 7:45 上午 詹美惠 　 　
2122017/11/03 8:21 上午 蔡素玫 　 保留有意義的文化資產建築
2132017/11/03 9:47 上午 林文政 北成國小退休教師 大家齊努力 一起共同維護此一歷史建築
2142017/11/03 11:05 上午 盧淑珍 溫欣家園經理人 　
2152017/11/03 1:43 下午 開放.

 伊達系霸
瑪曼杜專業國際氣
球

有過去才能有未來，見證台灣的文化資產，更需保
留

2162017/11/03 2:09 下午 侯小惠 　 　
2172017/11/03 2:32 下午 黃玉芬 　 　
2182017/11/03 3:57 下午 吳秉軒 學生 　
2192017/11/03 6:14 下午 陳玉華 　 支持保留文聲復健院
2202017/11/03 8:37 下午 黃可棟 　 以小兒麻痺及其他障礙者的歷史文化記憶建築，文

聲復健院這塊拼圖絕對不可少。
2212017/11/03 9:29 下午 冉碧雲 　 　
2222017/11/03 9:40 下午 邱世立 服務業 請保留文聲這裡不只是人文古蹟而且是一堆殘障朋

友的記憶
2232017/11/03 10:02 下午 黃怡婷 　 　
2242017/11/04 1:54 上午 廣克勤 電工 　
2252017/11/04 1:55 上午 江來成 服務業 　
2262017/11/04 1:56 上午 倪慈容 服務業 　
2272017/11/04 2:01 上午 陳瑞森 　 　
2282017/11/04 2:02 上午 陳冠群 鐘錶 　
2292017/11/04 9:12 上午 陳淑玲 東南旅行社 　
2302017/11/04 9:13 上午 陳麗美 　 　
2312017/11/04 9:15 上午 陳俊吉 　 　
2322017/11/04 9:16 上午 陳佳欣 　 　
2332017/11/04 10:34 上午 林志忠 　 　
2342017/11/04 10:58 上午 劉麗秋 　 　



2352017/11/04 11:57 上午 曹志華 永達保險經紀人 全力支持
2362017/11/04 4:04 下午 左以恩 　 　
2372017/11/05 3:59 下午 康芳銘 方域環境設計負責

人
　

2382017/11/05 4:47 下午 吳雪雲 教師 請保存礁溪文聲復健院, 它不但是歷史見證, 也是我
們僅存不多的文化資產, 懇請重視!!!

2392017/11/05 6:12 下午 郭宇翔 台大園藝系 請維護古蹟才可以維持文化的傳遞，並且可以建立
未來觀光的基材。

2402017/11/05 10:06 下午 華月嬌 　 　
2412017/11/05 11:55 下午 陸筱萍 家管 　
2422017/11/06 9:40 上午 劉恩狄 瓏山林行李員 　
2432017/11/06 10:38 上午 許保河 點水樓公司會計 請保留文化資產
2442017/11/06 1:22 下午 黃雅雯 學生 　
2452017/11/06 11:29 下午 劉萬波 桃霖汽車 　
2462017/11/07 6:32 上午 張螺美 服務業 　
2472017/11/07 11:07 上午 林宜薇 　 　
2482017/11/07 5:23 下午 陳惠淑 文字傳播 　
2492017/11/07 6:35 下午 曾立揚 雙和醫院精神科住

院醫師
　

2502017/11/07 7:17 下午 孫博萮 來去放空咖啡工作
室

　

2512017/11/07 7:31 下午 朱堯麟 光復國小 讓礁溪成為文化慈愛之鄉！
2522017/11/07 7:33 下午 林瑞怡 自由業 　
2532017/11/07 7:48 下午 簡郁瑾 藝術行政 很好的歷史資產，請務必留下
2542017/11/07 7:56 下午 洪慧姍 　 　
2552017/11/07 8:01 下午 馬芝遴田野工作室 李漢鵬 　
2562017/11/07 8:08 下午 林秀鳳 家扶基金會 支持，保有歷史文化重要產物。這是屬於蘭陽平原

的文化資產。
2572017/11/07 8:09 下午 王繼維 尊懷文教基金會 支持登陸歷史建築
2582017/11/07 8:11 下午 鄧凱青 　 看到這個愛的故事覺得很感動，留下地方的重要建

築，繼續說地方的故事！
2592017/11/07 8:17 下午 陳怡安 　 文化不是束之高閣，它為地方的發展脈絡。請留下

它，傳承下去讓下一代以此為榮。
2602017/11/07 8:17 下午 王伯介 機械設計工程師 　
2612017/11/07 8:18 下午 巫宗霖 民營企業 　
2622017/11/07 8:21 下午 陳渺渺 立達欣業有限公司 　
2632017/11/07 8:22 下午 王建軒 大德實業有限公司 　
2642017/11/07 8:35 下午 張憶盈 　 請保留珍貴的人文記憶和歷史建築
2652017/11/07 8:38 下午 劉盈成 清華大學中文系 請保存礁溪文聲復健院, 它不但是歷史見證, 也是我

們僅存不多的文化資產, 懇請重視!!!
2662017/11/07 9:06 下午 蘇敬菱 國中教師 這比高樓大廈更重要
2672017/11/07 9:58 下午 朱汝慧 　 請留給台灣故事。我們需要這些歷史的痕跡來跟下

一代、下下一代⋯說關於台灣的故事。
2682017/11/07 10:03 下午 宜蘭縣環境保護聯盟 　
2692017/11/07 10:03 下午 陳惠世 　 　
2702017/11/07 10:04 下午 宜蘭縣公民監督聯盟 　
2712017/11/07 10:04 下午 守護宜蘭好山好水行動聯盟 　
2722017/11/07 10:31 下午 林玳聿 人文國中小 　
2732017/11/07 10:59 下午 謝永鈕 退休了 保留文化資產
2742017/11/07 11:03 下午 陳建融 　 加油！
2752017/11/07 11:05 下午 楊愉萱 宜蘭教養院 請別抹殺了這溫馨的記憶，好好保存下來吧！



2762017/11/07 11:14 下午 莊仕鳴 礁溪鈴木車業 請保留礁溪重要的文化資產
2772017/11/07 11:18 下午 莊清育 礁溪鈴木車業 　
2782017/11/07 11:25 下午 朱瑩涓 建築設計 請珍惜在台灣醫療史上的重要建築文化資產
2792017/11/07 11:26 下午 林楊弋 捷安特宜蘭羅東店 其實也是這幾年才有辦法說到根除小兒麻痹，神父

對台灣的貢獻極大，請保留這一絲絲的歷史記憶，
別在把礁溪留給財團開發了！

2802017/11/07 11:28 下午 林佳璇 　 　
2812017/11/07 11:40 下午 林玟秀 　 　
2822017/11/08 12:08 上午 董惠文 物流管理 　
2832017/11/08 12:21 上午 徐千捷 culture lab 支持保存，希望水療池能活化，故事能夠流傳
2842017/11/08 12:29 上午 陳彥君 　 我是第一個他們收留的腦性麻痺！當時家人到處找

尋能夠讓我念書的地方，尋覓好久終於找到適合
的！而我是腳在寫字，電腦也都用腳來打字！我們
沒要求太多，只期盼保留<文聲>文化資產！由衷期
望 謝謝你

2852017/11/08 2:01 上午 葉宜貞 　 人文與建築並存，礁溪的蘊含就不僅是溫泉鄉而已
2862017/11/08 3:07 上午 陳虹佑 放射師 　
2872017/11/08 10:54 上午 高慧蓉 人文國中小 不明白整個可能被拆除的前因後果和脈絡，但還是

支持舊物件的硬體及軟體應該要被重視及保留。
2882017/11/08 10:58 上午 藍昕皓 　 支持這個有歷史與國際扶助文化傳承的建築物被妥

善照顧與保留
2892017/11/08 11:19 上午 李文政 好日文化有限公司

總監
　

2902017/11/08 11:51 上午 張平治 　 　
2912017/11/08 5:22 下午 游國良 宜蘭市代表會/市民

代表
人文古鄉，把愛留下來。

2922017/11/08 5:23 下午 劉宜忠 　 　
2932017/11/08 5:33 下午 呂柏凱 　 文史記憶不該只淪為書本及圖片顯示，留下地方故

事親臨場域，繼續讓溫度留存，現在的工程技術應
能加強結構整修維護，譽為溫泉鄉的礁溪已經被住
宅大樓包覆著，都市景觀流失，溫泉水源流失，我
們應三思這項決議。

2942017/11/08 7:00 下午 李怡菁 　 　
2952017/11/08 7:39 下午 陳重樺 技術學院退休教師 　
2962017/11/08 7:55 下午 王大維 成功大學 　
2972017/11/08 8:03 下午 蔡文玉 新光人壽處經理 難得一位國際友人為臺灣付出是我們的福氣又是在

宜蘭的礁溪服務宜蘭的嬌傲。
2982017/11/08 8:20 下午 廖玟淑 　 　
2992017/11/08 8:23 下午 潘虹伊 　 請把對縣民或有助益人類的文

 化資產保存下來!我支持~
3002017/11/08 9:12 下午 Julia Wen 　 請妥善保存文聲復健院
3012017/11/08 9:52 下午 楊秋霞 退休人員 文聲復健院雖然只有 46 年的歷史，卻是見證全台

千餘小兒麻痺症患者家庭的教育養護、醫療協助、
復健的重要建築。保留它有深遠歷史價值。

3022017/11/08 10:51 下午 林鴻文 宜步一腳印 斯是陋室，惟愛德馨！！
3032017/11/08 11:14 下午 楊詩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