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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1月份捐款名單】 

500000元以上:  善心人士共５位   

300000元:   蘇○興   

200000元:   朱○信  顏○隆  賴○俊   

150000元:   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元:   蔡○淳  蔡○方  蔡○仁   

60000元:    林○機       

50000元: 黃○蒨  楊○弘  蔡○達  蔡黃○幸       

35000元: 林○玲       

30000元: 游○怡  游○文  游○文   

24704元:    永○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零售金融處   

20000元:    陳○豐  王○淵  郭○海  陳○如  魏○霞  高○輝  楊○惠  賴○彬   

 台北敦○扶輪社   

15000元:    (陳○宏 林○萱 陳○昀 陳○叡)       

11520元: 無名氏   

10000元:    江○基  許○玲  苗○珍  無名氏  賴○輝  蔡○琳  高○鐘  高○珉   

 高○君  陳○興  黃○琴  高○華 許○忠  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楊蘇○貞   

8000元:     范○昌  劉李○賢       

6000元: 張○彰  林○伶  林○清  楊○靜  施○卿  梅○儀   

5000元:     無名氏  藍○桂  曾○玉  張○衛  簡○興  邰○玲  葉○琴  李○宏   

 陳○南       

3600元: 簡○斐  謝○憲  無名氏   

3020元:     戴○華       

3000元: 葉○秀  楊○雄  羅○秀  陳○益  許○生  白○子  蕭○楨  陳○明   

 邱○杰  無名氏  無名氏   

2658元:     (GOOGLE ASIA PACIFIC PTE LTD)       

2500元: 施○英   

2000元:     張○蓁  邱○芬  蔡○莉  許○英  (曾○人 曾○耕 曾○桓 曾○泰 曾○郁)   

 張○宇  陳○練  陳○助  張○偉  許○瀞  洪○林  楊○如  楊○媛   

 邱○賢  顏○菊  吳○香  陳○豪  李○泉  顏○宸  丁○辰  鄒○羽   

 郭○宏  彭○霞 梁○娥  陳○宏  謝○水  楊○純  無名氏  王董○榮   

 李○仙  廖○惠  洪○蘭  沈○容  吳○德  王○星  陳○男  洪○星全家   

 蔡○蓉 許○歷  劉○昂  無名氏  無名氏  劉○  金○龍國際有限公司   

1785元:     黃○輝       

1500元: 歐○仁  林○堂  張○蓉  劉○宏  謝○琳  黃○玉  戴○庭  陳○裕   

 (吳○靜 陳○榮 陳○銨 陳○銨 陳○盛 陳邱○月 陳○勳 陳○臻 吳○棣  

 江○惠 中○高中 陳○和 陳蘇○金 邱○通 邱○開)     

1448元: 陳○商   

1400元:     詹○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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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元: 陳○瀠  姚○伸       

1200元: 袁○原  吳○春  呂○秀  李○芾  饒○敏  李○謙  江○  陳何○美   

1000元:     無名氏  莊○真  李○甲  無名氏  何○帆  陳○蘭  黃○翔  鄭○華   

 廖○立  方○凱  無名氏 李○順  王○傑  張○珠  (林○鳳 林○和)   

 謝○育  謝○峻  李○芳  (林○鋒 林○廷 林○秝 張○汝 林○辰 巫○) 

 林○良 吳○城  蔡○從  張○雍  鄭○源  許○花  吳○銘  胡劉○慧   

 蘇○娟  無名氏  陳○政  李○昌  陳○輝  陳○梨  萬○鎮  陳○枝   

 陳○英  陳○源  陳○豐  吳○恂  鄒○賢  王○玉  林○珠  吳○民   

 魏○慶  陳○通  葉○中  鍾○珠  鄭○特  華○鶴  紀○福  無名氏   

 李○霆  劉○均  方○隆  洪○翊  (林○安 林○安)  (林○佳 林○蓉)   

 陳○懿  林○章  陳○崑  (謝○賢 王○美)  (徐○珍 陳○如 陳○君)   

            黃○靖  王○絜  蔡○儀  林○丞  汪○秀  (廖○志 廖○翔 廖林○美)   

 吳○寶  吳○娟  蘇○利  蘇○榮  蘇○全  黃○惠  (賴○玉 賴周○梅)   

 蔡○涵  翁○惠  林○成  徐○昌  李○進  無名氏  盧○宏  莊○村   

 洪○莉  劉○淋  王○郎  洪○婷  許○宏  范○月  (誾○喜 誾曾○華)   

 呂○茂  汪○明  王○桂  江○瑩  王○玲  蔡○樫  郭○松  徐林○妙   

 彭○偉  張○柏  無名氏  羅○嬌  王○章  張○鳳  姜○華  邱○光   

 張○宣  林○盛  蕭○婉  彭○蓉  蘇○民  吳○維  趙○如  張○月   

 曹○瀚  李○嘉  王○珠  洪○裕  黃○燕  鄧○武  鄧○宇  陳○參   

            江○琳  陳○玲  李○明  黃○寬  黃○博  張○  李○  群○國際有限公司   

 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0元:      賴○燕       

899元: 蔡○德       

821元: 彭○魁       

800元: 簡○斌  林李○蓮       

781元: 洪○安   

714元:      洪○璇       

700元: 劉○榕  (林○發 林○香 林○芳 林○明 林○紋 林○和 林○祥)      

696元: 黃○恩       

616元: 陳○瑞   

600元:      謝○安  賈○毓  賈○綸  賈○維  吳○江  張○恩  (洪○淙 洪○森)  

 李○淵  陳○琴  陳○珠 吳○峯  (陳○舜 陳○祈 呂○婷)  楊何○英   

 林○賢  高○芬  林沈○菊   

500元:      無名氏  李○熹  蔡○娟  吳○吉  謝○貴  莊○祥  王○君  翁黃○治   

 沈○澤  陳○吉  余○鳳  (黃○雅 翁○斌 翁○翔 翁○珺 黃○麗玉)  鄭○   

 陳○明  王○惠  無名氏  無名氏  陳○英  郭○華  林○豪  黃○河  李○   

 黃○三  無名氏  黃○中  李○龍  (葉○琴 葉○毅 葉○穎 葉○明 張○)   

 馬○聯  溫○華  吳○珍  陳○儀 許○如  (長○土木包工業 吳○源)   

 劉○湖  劉○齡  劉○勳  劉○禎  范○雄  謝○哲  (盧○財 賴○悅)   

 田○玉  蕭○春  無名氏  陳○卿  林○月  林○馨  林○成  楊○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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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義  王○淵  蔡○彬  吳○娟  陳○彣  李○真  黃○芬  張○銘   

 王○樺  無名氏  江○和  王○蘭  王○章  王○年  張○壽  林○謨   

 劉○惠  郭○貞  廖○山  楊○興  陳○土 郭○庭  陳○子  郭○渙   

 無名氏  張○櫻  施○南  凌○月  廖○智  無名氏  洪○竣  化○精舍   

 紫○圖書社  均○欣科技有限公司   

490元:      陳○昆       

480元: 聶○梅       

450元: 辛○君   

400元:      何○銘  張○湶  吳○樺  葉○娟  (李○芬 許○龍 許○瑄 許○銘)      

380元: 陳○甯       

370元: 鐘○華   

350元:      黃○芬  林○豐       

321元: 周○誼       

315元: 徐○珠   

300元:      江○仁  中○淨  江○璇  吳○晉  林○淦  張○英  林○欽  林呂○琴   

 黃○貞  黃○熒  陳○英  沈○君  徐○連  李○吉  楊○林 楊林○愛   

 李○裕  邱○梅  魏○峯  程○文  李○壽  方○儒  周○正  熊○婷   

 蕭○吟  宋○樞  廖○賢  駱○芸 陳○珍  林○勝  劉○隆  蘇○安   

 陳○如  陳○琴  王○金  鄭○潔  邱○聖  蔣○麟  (林○宏 鄧○嫻)   

 簡○妤  陳○棟  曾○娥  張○雲  鍾○麟  涂○宸  方○凱  釋○容   

 簡○慈  楊○豪  卓○鳳  (莊○華 劉○貞)  李○   

262元:      許○啟       

250元: 卓○憲  楊○賢  林○程  無名氏  蔡○       

249元: 王○秀       

247元: 洪○勻       

225元: 白○稚   

220元:      謝○玉  張○寧  陳○豪  范○泉  黃○傑       

215元: 花○鑫   

200元:      無名氏  林○慧  吳○月  廖○對  吳○君  (吳○彥 馬○璉)  陳○全家   

 劉○瑜  陳○琳  馮○嘉  無名氏 葉○汝  (林○芳 林○和)  林廖○娥   

 童○娥  劉○純  王○敏  張○禎  林○義  無名氏  唐○惠  許○豪   

 丁○英  張○瑋  郭○華  卓○蓁  張○印  楊○生  無名氏  陳○佑   

 許○俊  梁○玲  沈○白  林○盛  張○英  謝○芸  張○欽  林○珍   

 沈○哲  沈○達  趙○慧  張○豪  陳○瑾  吳○亮菩薩   

199元:      葉○俊       

190元: 林○慧  蔡○安       

188元: 吳○玲       

184元: 袁○瑩       

175元: 曾○仕       

168元: 張○傑   



P.4 

161元:      陳○煌       

160元: 陳○州  曾○耀   

150元:      李○容  楊○爵  劉○伶  賴○然  林○喬  郭○娥  李○章  林○章   

 謝○誼  程○駿  賀○瑋  李○寬       

140元: 鄭○宏   

134元:      鄭○宇       

120元: 吳○芝  石○恩  林○華       

110元: 陳○瑋       

107元: 葉○良       

101元: 高○賢   

100元:      無名氏  鄭○佳  吳○邦  宋○毅  林○君  黃○元  (王○隆 王○民)   

 林○桑  郭○茹  李○雯  王○智  周○雄  蔡○樺  陳○迪  張簡○淨   

 曾○慧  陳○昱  林○全  郭○玲  鄭○光  張○淳  丁○香 洪○雯   

 鍾○興  黃○霞  東○戰鷹  (黃○炎 白○子 黃○智 黃○謙 黃○欽)   

 賴○伶  楊○媛  陳○馨  藍○晉  徐○霖  周○薇  (江○賢 阮○香)   

 黃○薰  侯○嘉  鄭○文  徐○婷  (徐○吉 蕭○欣 徐盧○錦 徐○琪)  

 陳○庭  陳○維  陳○銘  陳○蓉  陳○誼  蔡○惠  廖○涵  李○   

90元:       蔡○仁       

82元: 侯○廷       

80元: 陳○涓       

75元: 陳○銍       

72元: 林○德       

70元: 曾○綺   

69元:       陳○玲       

60元: 盧○庭  鍾○蓮  吳○萍  李○萱       

56元: 林○勳       

55元: 林○勝       

52元: 林○陽  林○憲   

50元:       陳○勛  潘○秀全家       

48元: 黃○萱       

46元: 吳○豪       

44元: 蘇○晨  陳○琳  洪○斌       

43元: 劉○鑫   

39元:       匡○平       

35元: 王○芳       

34元: 陳○文       

33元: 楊○淳  林○隆  李○臻       

32元: 鍾○良   

30元:       王○璇  江○璇       

27元: 林○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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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元: 高○倉  林○真       

23元: 朱○如   

20元:       林○錕  郭○禎  劉○良  劉○儒  張○瑱       

18元: 蔡○龍       

17元: 蔡○傑       

16元: 廖○勛       

15元: 劉○豪   

13元:       許○和       

12元: 王○捷       

11元: 陳○豪  劉○宏  吳○書   

10元:       沈○翰  王○萱  賴○綺  梁○慈  沈○齡  陳○成  蘇○鋒  鍾○祥   

 曾○凱  林○恩  蘇○修       

9元: 鄭○讆  白○玉   

8元:        邱○恒  王○銘  朱○蕙  黃○彥       

7元: 趙○妮  梁○宜  魯○辰  蔡○蓁  田○蓁  李○曦       

6元: 吳○鴻  馬○瑞   

5元:        林○加  陳○瑋  林○弘  王○寧  黃○娜  溫○培       

4元: 陳○騰  洪○茹  陳○婷  李○志  鄧○和   

3元:        聞○智  葉○妤  鄭○環  王○欽  林○萱  林○萍       

2元: 林○婷  林○穎  沈○志  胡○柔  黃○評   

1元:        李○玲  蔡○如  劉○敏  藍○擎  徐○萍  陳○鴻  陳○臻  陳○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