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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3月份捐款名單】 

500000 元以上:  善心人士共 2位   

300000 元:   陳○仁   

160000 元:   臺○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53000 元:   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元:   吳○宏   

120000 元:   邱○賢   

100000 元:   劉○皎   

80000 元:    王○男       

60000 元: 台北市安○扶輪社  台北市同○扶輪社  台北市同○扶輪社   

 台北市美○扶輪社       

50000 元: 林○冰   

30000 元:    眾○國際法律事務所  黃○達       

27784 元: 如○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00 元: 陳○美   

15740 元:    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元: 林○諒       

10000 元: 楊○順  許○琮  無名氏  林○赺   

7000 元:     台○企業有限公司       

6000 元: 許○菉  游○程   

5000 元:     張○宏  王○志  楊○華  無名氏  陳○吟  無名氏  李○宏  陳○南   

 黃○惠       

4287 元: (GOOGLE ASIA PACIFIC PTE LTD)   

4000 元:     林○宏  黃○燕       

3600 元: 徐○吟   

3000 元:     陳○汝  楊○雄  李○智  陳○淇  黃○欽  宋○凌  (許○雪 許○)   

 洪○永  周○蓓  侯○瑩  林○延  (陳○盛 陳○涵 黃○暖)   

2500 元:     施○英       

2400 元: 施○銘   

2000 元:     邱○山  張○雪  蔡○莉  宋○國  張○宇  劉○惠  呂○嫻  林○綱   

 顏○菊  辛○瑜  洪○文  顏○宸  林○惠  丁○辰  鄒○羽 陳○貴   

 李○蘭  林○廷  陳○豪  楊○純  劉○松  陳○澤  金○龍國際有限公司   

 (曾○人 曾○耕 曾○桓 曾○泰 曾○郁)   

1500 元:     姚○伸  陳○政  張○蓉  (王○麟 楊○珍)  (林○碩 林○傑 莊○雯)   

 吳○龍  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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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9 元: 游○翔   

1200 元:     黃○昌  楊○惠  王○玫  劉○祝  唐○杰  (陳○舜 陳○祈 呂○婷)   

 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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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元:     陳○英  蔡○娟  陳○通  鄭○源  許○瀞  黃○惠  (林○鳳 林○和)   

 無名氏  陳○樺  彭○銘  蔡○晉  楊○勇  陳○北 賴○婉  詹○誠   

 莊○真  黃○龍  陳○子  陳○梨  汪○明  黃○謙  無名氏  曹○瀚   

 張○蓁  李○泉  李○立  鄭○貞  陳○文  陳○瀠  洪○翊  無名氏   

 林○泰  蔡○霞  彭○樑  黃○忠  鄭○珠  張○珠  楊○婷  張○和   

 魏○慶  陳○慎  鍾○珠  張○美  許○英  古○枝  鄒○賢  劉○涵   

 無名氏  謝○玲  薛○乾  詹○龍  林○燕  林○能  (江○義 江○信)   

 張○雍 蔡○峰  賴○榆  張○郡  吳○娟  曾○杰  蔣○方  陳○瑜   

 陳○枝  邱○宏  陳○鶯  彭○偉  無名氏  呂○宗  (賴周○梅 賴○玉)   

 李○明  郭○娟  簡○輝  許○誠  吳○維  趙○如  張○月  洪○裕   

            李○嘉  王○珠  項○  陳○  群○國際有限公司  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8 元:      黃○銘       

867 元: 陳○馨       

850 元: 魏○俞       

800 元: 許○純  張○滿  林李○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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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元: 黃○華   

600 元:      羅○剛  謝○安  林○蓉  黃○書  陳○和  李○惠  (曾○文 曾○元)   

 林○賢  林○       

580 元: 陳○珍   

520 元:      周○蓮  趙○玲   

500 元:      蘇○安  陳○涵  張○貌  章○明  無名氏  無名氏  張○錦  王○君   

 翁○璋  黃○河  黃○三  沈○謨  李○龍  林○章  黃○中  蘇○弘    

            范○蜜  詹○蘋 劉○岳  卓○憲  無名氏  陳○明  (吳○信 莊○娥)   

 謝○育  謝○峻  林○華  劉○材  林○萱  楊○興  蔡○霞  余○鳳   

            謝○祐  蘇○波  劉○惠  黃○子  黃○風  吳○娟  田○玉  王○淵   

 無名氏  彭○昱  柯○芬  林○明  謝○燕  廖○雯  (盧○財 賴○悅)   

 郭○貞  無名氏  謝○哲  陳○英  魏○碧  李○周  曾○乾 鄭魏○媛   

 洪○華  凌○月  胡○嘉  化○精舍  朱○  (長○土木包工業 吳○源)   

 均○欣科技有限公司   

467 元:      范○家       

445 元: 蘇○正       

410 元: 黃○婷   

400 元:      李○蒨  陳○明  康○芝  楊○生  (李○芬 許○龍 許○瑄 許○銘)       

 張○湶  吳○樺  江○衡   

374 元: 李○凱   

370 元:      陳○文      

360 元: 林○靜       

350 元: 吳○翰  林○豐       

333 元: 高○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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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元: 曾○美       

320 元: 沈○汶   

315 元:      徐○珠       

309 元: 劉○岑   

300 元:      江○仁  釋○容  林○淦  李○靜  林○茗  陳○英  沈○君  林呂○琴   

 林○勝  葉○蓮  吳○吉  徐○連  吳○晉  林○錕 張○英  張○花   

 李○壽  黃○熒  鄭○鈞  高○婷  程○文  李○吉  林○秀  魏○峯   

 高○珠  宋○樞  鄭○涵  許○鳳  楊○良  85○3  (林○宏 鄧○嫻)   

            陳○珍  蘇○瑄  李○裕  黃○芝  張○雲  謝○汎  (莊○華 劉○貞)   

 翁○萱  蔣○麟  江○璇 楊○豪  李○   

289 元:      王○馨       

270 元: 陳○宏  藍○丞       

250 元: 林○程  無名氏  廖○聖       

246 元: 陳○倩   

240 元:      陳○璇  謝○仁       

230 元: 黃○傳       

220 元: 謝○玉  陳○豪  張○寧  范○泉  洪○均       

218 元: 李○峯   

203 元:      陳○正   

200 元:      洪○雯  黃○霞  張○源  邱○綾  吳○月  陳○全家  (彭○妃 紀○蘭)   

 鄭○光  無名氏  唐○惠  郭○銘  陳○霖  馬○靜  (林○芳 林○和)   

 吳○君  張○恩  曾○樺  馮○嘉  廖○對  無名氏  陳○燕  吳○亮菩薩   

 賈○夫  吳○哲  無名氏  張○禎  林○義  張○欽  謝○真  林廖○娥   

 顏○平  無名氏  鄭○潔  郭○華  劉○隆  童○娥  邱○聖  周○薇   

 楊○宏  游○萱  林○盛  趙○慧  張○豪  賴○伶  林○慧  陳○惠闔家   

180 元:      吳○緯       

168 元: 林○華       

156 元: 張○臻   

150 元:      邱○琪  呂○勳  黃○俞  翁○惠  陳○星  林○祥  葉○恩  陳○琳   

 王○惠  李○蓮  周○美  李○寬       

132 元: 陳○南   

122 元:      施○智       

120 元: 邱○倩  紀○雄  江○賢闔家      

115 元: 徐○偉       

113 元: 劉○良       

109 元: 陳○彥   

103 元:      劉○婷   

100 元:      吳○邦  陳○庭  陳○銘  陳○維  陳○蓉  陳○誼  無名氏  江○品闔家   

 姚○鴻  林○晉  無名氏  趙○勛  (江○賢 阮○香) (王○隆 王○民)   

 賴○志  王○智  陳○東  陳○迪  邱○新  邱○蓉  廖○玲  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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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欽  陳○鈴  李○芳  戴○霖  張○潔  張○淳  林○涓  廖○勝   

 范○武  陳○嘉  鄭○心  簡○軒  (徐盧○錦 徐○吉 徐○琪 蕭○欣)   

 許○鈞  陳○均  黃○薰  侯○嘉  鄭○文  翁○鳳  翁李○芬  楊○  

 東○戰鷹   

95 元:       陳○廷       

90 元: 杜○賢       

85 元: 唐○君  邱○閎       

84 元: 陳○翔       

81 元: 邱○菁       

78 元: 王○勝   

71 元:       鄭○寧       

69 元: 林○穎       

66 元: 王○彧       

65 元: 聶○鴻       

62 元: 盧○郁  曾○昀   

60 元:       黃○喻  潘○姿  李○惠  林○潔  黃○萱  郭○希  周○霖  陳○玲   

 洪○旺  鄭○蓉       

57 元: 岳○勳   

50 元:       陳○玗  洪○娟       

48 元: 王○韋       

47 元: 薛○瑗       

44 元: 謝○珊       

43 元: 林○駿  黃○雯   

42 元:       張○豪       

40 元: 黃○浩  吳○成       

37 元: 陳○宙       

36 元: 廖○君       

34 元: 林○偉   

30 元:       劉○麟  藍○傑       

26 元: 王○評       

24 元: 魏○潭   

20 元:       吳○榛  劉○宏  彭○輝  洪○霖  黃○恩  陳○溶  方○菁  楊○茹  袁○      

19 元: 蔡○芳       

18 元: 陳○豪   

17 元:       蘇○霈  謝○樺       

15 元: 蔡○夆  陳○睿       

13 元: 黃○真  曾○嘉       

11 元: 鄭○菲   

10 元:       林○益  張○玲  陳○維  謝○安  許○凱  張○傑  林○妃  錢○任   

 陸○君  林○加  黃○婷  賴○華  馮○浩  沈○美  陳○穎  阮○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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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峻  郭○珍   

9 元:        曾○平  廖○鋒  陳○佑       

8 元: 陳○蕙  廖○揚  林○鈺       

7 元: 蘇○惠  陳○斌  張○薰  李○玲   

6 元:        林○嵐  邱○舒  任○慧       

5 元: 吳○沂  戴○萱  許○為  王○欽  林○儂  李○玲   

4 元:        邱○銓  李○逸  林○涵  陳○璇  陳○婷       

3 元: 李○雯  巫○潔  周○瑜  聞○智  羅○婷  鄧○婷   

2 元:        江○辰  鄭○熙  陳○鴻  林○禎  游○溶  黃○瑞  許○志   

1 元:        徐○征  徐○璇  吳○謙  林○霈  陳○瑄  戴○明  易○誼  鄭○恩   

 汪○蟬  林○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