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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2月份捐款名單】 

500000元以上:  善心人士共４位   

295000元:   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252500元:   宗○捷成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元:   王○智   

150000元:   林○郎   

100000元:   台北市城○扶輪社   

50000元:    唐○蒂       

36000元: 台北建○扶輪社       

20000元: 何○全  吳○達  林呂○英  (李○卿 洪○良)   

12000元:    無名氏  張○慧   

10000元:    無名氏  高○晴  郭○君  李○翔  黃○亮  陳○明  黃○宏  陳○旻   

 王○雄  陳○典  徐○山  黃○昌       

8123元: 王○羿   

6000元:     洪○川  洪○良       

5780元: 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元:     無名氏  黃○昭  黃○宜  李○宏  陳○南  陳○伶  倪○賢  李○貴   

 陳○人  林○源       

3600元: 林○傑  鄭○偉   

3000元:     林○英  廖○君  劉○源  蘇○元  蘇○葦  陳○  勇○資訊國際有限公司      

2400元: 楊劉○蓮       

2040元: 蔡○根   

2000元:     劉○昌  蔡○莉  陳○傑  羅○彩  楊○寬  廖○銀  無名氏  無名氏   

 李○蘭  張○宇  陳○豪  李○臻  (曾○人 曾○耕 曾○桓 曾○泰 曾○郁)   

 王○賢  顏○宸  林○美  顏○菊 丁○辰  鄒○羽  (黃○妙 楊○)   

 呂○豪 曾○樑  高○祺  胡○章  楊○純  金○龍國際有限公司   

 和○工業社   

1500元:     蔡○欽  陳○政  許○斌  高○雯  台○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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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元: 羅○山       

1200元: 溫○華  蔡○粧  高○玉  劉○齡   

1000元:     無名氏  莊○真  陳○瑄  藍○宏  林○晨  謝○貴  無名氏  劉○春   

 無名氏  林○文  洪○騰  邱○怨 王○豪  萬○芬  (林○鳳 林○和)   

 陳○賓  陳○英  王○在  張○珠  勞○華  吳○華  楊○娟  謝○夫   

 陳○心  無名氏  張○和  洪○翊  吳○娟  鄒○賢  許○瀞  曾○杰   

 鄭○源  劉○均  王○婷  鍾○珠  (林○佳 林○蓉)  (林○安 林○安)   

 張○蓁  杜○菊  吳○恆  吳○淵  (吳○徽 吳○芸 呂○慧 吳○妍)  

 無名氏  張○熙  吳○綿  王○祥  蔡○珠  羅○娥  (賴○玉 賴周○梅)  

 鄭○悉  胡○瑜  陳○琴  劉○良  王○玲  (廖○志 廖○翔 廖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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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偉  吳○維  趙○如 張○月  曹○瀚  李○嘉  王○珠  洪○裕   

 黃○泰  杜○柏  無名氏  許○佑  群○國際有限公司  松○企業有限公司   

 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93元:      蔡○恭       

800元: 張○惠  林李○蓮       

776元: 張○奇       

758元: 陳○森       

700元: 張○旺   

630元:      陳○儒   

600元:      許○玲  詹○冬  林○希  曾○助  陳○真  郭○源  張○文  鄭○芸   

 林○青  (潘○香 洪○恩 洪○甫)  (曾○文 曾○元)   

510元:      鄭○娟   

500元:      無名氏  許○洧  陳○宏  張○娟  無名氏  沈○輝  陳○義  翁○璋   

 彭○彥  蔡○娟  王○祥  陳○和  蘇○文  王○君  黃○河  李唐○珠   

 黃○三  鄒○鳳  陳○美  (黃○雅 翁○斌 翁○珺 翁○翔 黃許○玉)   

 陳○國 張○土  陳○娟  陳○明  王○惠  陳○墘  盧○振  吳○成   

 粘○菁  蘇○源  邵○菊  陳○樺  無名氏  無名氏  余○鳳  田○玉   

            楊○坤  林○明  姜○柱  沈○桃  廖○英  林○雲  廖○羲  陳○瀠   

 陳○榛  王○淵  劉○惠  陳○如  邱○勇  郭○貞  莊○毅  洪○華   

 李○霖  江○原  許○如  劉○齡  劉○湖  劉○勳  (盧○財 賴○悅)   

 吳○娟  陳○隆  謝○哲  林○成 林○男  黃○芬  張○銘  凌○月   

 化○精舍  長○土木包工業   

498元:      張○龍       

480元: 王○渝       

451元: 許○哲       

450元: 陳○蓮       

417元: 謝○成       

410元: (白○昆 董○梅)   

400元:      劉○瑋  謝○真  黃○進  王○親  (李○芬 許○龍 許○瑄 許○銘)   

 陳○君  吳○樺  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350元: 林○豐   

339元:      黃○堡       

315元: 徐○珠   

300元:      蘇○安  黃○熒  林○淦  鍾○堂  鍾○廷  張○英  沈○君  林呂○琴   

 謝○齡  江○仁  劉○隆  李○柳  陳○信 陳○中  侯○宗  侯○俤   

 魏○峰  江○璇  李○吉  徐○連  林○宇  楊○良  陳○英  蔡○宏   

 涂○和  李○裕  涂○莉  余○陞 黃○芝  楊○欽  蔣○麟  張○雲   

 卓○鳳 鄭○寶  余○如  李○香  楊○豪  趙○傑  (莊○華 劉○貞)   

 (林○宏 鄧○嫻)  黃○  秦○  李○   

278元:      陳○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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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元: 林○恆       

250元: 陳○珍  林○程  無名氏       

240元: 武○芬       

237元: 郭○龍  趙○源   

200元:      朱○憲  無名氏  吳○月  胡○明  吳○君  江○品  陳○津  陳○全家   

 廖○對  王○杰  唐○惠 馮○嘉  陳○婷  陳○富  (林○治 黃○鉛)   

 無名氏  張○恩  林○慧  葉○妏  黃○君  無名氏  顏○平  郭○華   

 劉○瑜  張○禎  林○義  陳○軒  王○翔  賴○伶  (李○雅 張○平)  

 邱○聖  林○盛  涂○珍  童○娥  趙○慧  張○豪  詹○鑫  林廖○娥   

            張○立  江○賢闔家  吳○亮菩薩   

199元:      王○睿  許○婷       

168元: 廖○維       

162元: 陳○達   

150元:      劉○輝  陳○文  周○妤  李○賢  黃○寧  陳○仲  蔣○妹  李○森   

 徐○一  陳○萍  陳○先  林○祥  黃○玲  李○寬   

            荷商波○頓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40元:      陳○洲       

123元: 李○肇       

120元: 吳○怡       

116元: 林○廷       

115元: 林○雲       

107元: 游○瑋   

101元:      高○賢   

100元:      蘇○鳳  柯○霖  無名氏  鄭○佳  温○緯  吳○翰  王○智  郭○宸  

 廖○麟  張○豪  蕭○沂  張○衍 黃○鴻  陳○迪  (王○隆 王○民)   

 陳○德  張○淳  賴○靜  周○薇  (徐盧○錦 徐○吉 徐○琪 蕭○欣)   

            林○能  黃○薰  侯○嘉  鄭○文  李○壽  李○ 楊○  阮○香闔家   

88元:       張○詠       

85元: 吳○德       

81元: 蔡○婷       

78元: 鄭○吟       

71元: 張○煌       

65元: 鄭○宏   

60元:       林○燕  鄒○枝  潭○瑋  李○賢  林○蓉  林○琪  許○香       

56元: 洪○琳       

53元: 陳○任   

50元:       黃○鴻  何○蓮  王○諮  崔○皓  (吳○興 吳○青 吳○印)       

44元: 陳○文       

43元: 廖○達       

42元: 蔡○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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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元:       林○廷       

39元: 劉○睿       

36元: 傅○宏       

30元: 王○菁  黃○懿  陳○鈞       

25元: 曾○璇  林○宏   

20元:       劉○宏  林○勳  吳○錞  鍾○俊  劉○娟       

19元: 林○岑       

18元: 梁○宜       

15元: 江○瑋   

14元:       李○盛  劉○鵬       

11元: 鄭○真  陳○嵐       

10元: 蔡○君  鍾○瑩  陳○年  吳○稜  于○湄  陳○育  吳○昇   

9元:        蘇○葶       

8元: 周○仰  吳○翰  林○祺       

7元: 蘇○鋒  曹○祐       

6元: 林○娟  王○毅   

5元:        聞○智  鍾○鈺  陳○伶  郭○珊       

4元: 謝○哲  陳○容       

3元: 潘○誠  吳○書  吳○慶  陳○倫  林○綺   

2元:        王○賢  羅○琪  謝○喬  翁○典  楊○芬  陳○玲  周○慧   

1元:       秦○黛  李○萱  郭○秋  陳○鴻  葉○欣  王○鈞  蕭○馨  王○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