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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5月份捐款名單】 

500000 元:   周○文   

350000 元:   新北市三重三○扶輪社   

300000 元:   林○智   

200000 元:   陳○女   

100000 元:   莊○涼  黃○曉  漢○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漢○國際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王○利  梁○進  台北市金○扶輪社  漢○名店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老○利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元:    林○珠       

32130 元: 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元: 蘇○興  張○涪       

21000 元: 蔡○如   

20000 元:    蔡○進  周○姐       

10000 元: 李○婷  李○琪  林○欽  游○鄉  黃○梅  謝李○美  泰○車業有限公司   

 鼎○欄杆股份有限公司   

6600 元:     楊○宇       

6000 元: 洪○良       

5780 元: 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元:     吳○明  黃○輝  王○信  陳○珠  黃○齡  呂○欽  李○宏  陳○南   

 陳林○娟  林呂○珠  朱○   

4805 元:     (GOOGLE ASIA PACIFIC PTE LTD)       

3000 元: 徐○懷  游○程  林○麒  鍾○彥  鄭○松       

2500 元: 施○英  范○洲   

2020 元:     戴○華   

2000 元:     張○芬  游○瑋  王○真  顏○宸  蔡○莉  呂○仁  牟○驥  劉林○琴   

 鄭○田  何○泰  陳○宏  黃○筑  黃○蓮  顏○菊  洪○文  丁○辰   

 黃○珠  張○付  鄒○羽  無名氏  陳○豪  黃○源  陳○童  楊○純   

            郭○瑰  鄭○芳  林○宏  (曾○人 曾○耕 曾○桓 曾○泰  曾○郁)   

 金○龍國際有限公司   

1500 元:     陳○政  柯○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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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元: 侯○宜  林○賢  王○和       

1100 元: 王○媗   

1000 元:     無名氏  莊○真  羅○雯  彭○文  黃○玲  無名氏  (林○鳳 林○和)   

 陳○梨  張○蓁  陳○姍  張○和  張○珠  蘇○璋  萬○鎮  邱○財   

 鄭○熙  烏○萍  林○泰  陳○通  蔡○欽  謝○睿  林○銓  江○智   

 鍾○珠  羅○謙  鄒○賢  黃○銘  無名氏  吳○娟  韓○泓  薛李○麗   

 洪○翊  黃○龍  劉○均  曾○彩  (林○佳 林○蓉)  (林○安 林○安)   

 無名氏  賴○助  魏○慶  馮○偉  陳○柱  黃○河  (賴周○梅  賴○玉)   

 曾○杰  蕭○玲  林○燕  彭○偉  汪○明  黃○惠  蘇○榮  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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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涵  王○雄  (林○良 林○鋒 林○廷 林○秝 張○汝 林○辰 巫○)   

 無名氏  林○嫺  吳○維  趙○如 張○月  曹○瀚  李○嘉  王○珠   

 陳○  群○國際有限公司  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0 元:      謝○昌       

867 元: 陳○馨       

800 元: 蔡○旭  張○滿  蔡○夏  許○花  林李○蓮       

711 元: 陳○錡   

637 元:      許○貞       

600 元: 蘇○安  鍾○地  陳○文  顏○源  劉○志  (陳○舜 陳○祈 呂○婷)   

 柯○菁  林呂○琴   

590 元:      黃○中       

520 元: 彭○琪   

500 元:      陳○瀠  黃○鈴  蔡○娟  彭○銘  翁○璋  楊○羿  劉○君  徐○鉻   

 劉○鈞  馬○玲  李○真  林○慧  沈○成  郭○華  李○熹  陳○明   

 黃○河  黃○三  無名氏  楊○政  無名氏  劉○隆  沈○桃  無名氏   

            劉○彥  張○土  邱○霞  王○君  郭○佑  杜○玲  卓○憲  余○鳳   

 陳○榛  宋○珠  謝○峻  謝○育  無名氏  謝○貴  李○龍  彭○介   

 盧○勇  陳○蓉  田○玉  無名氏  林○明  無名氏  黃○風  朱○美   

 吳○娟  柯○芬  謝○燕  無名氏  黃○芬  張○銘  黃○忠  劉○惠   

 郭○貞  邱○芳  謝○哲  陳○子  林○成  無名氏  盧○財  化○精舍   

            凌○月  劉○新  許○  趙○  鄭○  長○土木包工業  均○欣科技有限公司   

407 元:      蕭○玲       

400 元: 李○壽  馮○嘉  張○湶  尤○娟  林○臻  陳○明  吳○樺   

 (李○芬 許○隆 許○瑄 許○銘)   

350 元:      林○豐  江○錡       

342 元: 謝○宏       

315 元: 徐○珠       

305 元: 朱○億   

300 元:      江○仁  張○英  陳○珍  魏○峯  沈○君  黃○熒  陳○英  宋○樞   

 徐○連  鍾○麟  李○裕  李○喜  程○文  魏○芝  林○榮 孫○華   

 林○勝  李○吉  楊○良  吳○珍  蔣○麟  林○穎  (林○宏 鄧○嫻)   

 無名氏  張○雲 釋○容  陳○蓉  楊○豪  卓○鳳  (莊○華 劉○貞)   

 李○  高○汽車   

280 元:      洪○蘭       

250 元: 林○程  無名氏       

239 元: 楊○行       

215 元: 王○文   

200 元:      吳○月  廖○對  無名氏  荊○婷  沈○哲  沈○達  (彭○妃 紀○蘭)   

 鐘○珍  無名氏  林○喬  朱○鼎  楊○甯  吳○君  張○禎  林○義   

 無名氏  陳○玲  翁○娟  周○薇  張○源  邱○陽  王○德  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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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平  劉○瑜 劉○潔  黃○君  邱○聖  黃○源  張○恩  黃○慧   

 林○盛  童○娥  楊○生  葉○源  翁○鳳  陳○均  趙○慧 張○豪   

 林廖○娥  陳○全家  吳○亮菩薩   

188 元:      彭○昱       

160 元: 陳○文       

150 元: 張○誼  蕭○峰  王○鈞  李○寬  黎○       

148 元: 曾○如       

145 元: 林○鈴   

122 元:      黃○芸       

120 元: 江○品       

110 元: 江○賢闔家       

104 元: 陳○滄       

102 元: 鄭○元       

101 元: 柯○男   

100 元:      無名氏  楊○羽  楊○良  吳○佑  謝○鈺  無名氏  (王○隆 王○民) 

 楊○如  王○發  鄭○佳  (黃○才 黃○承 黃○綿 葉○ 黃○ 黃○裕)  

 劉○誠  趙○勛  林○霖  吳○珊  洪○雯  黃○霞  林○霓  李○嘉   

 張○明  王○智  楊○錡  許○清  張○淳  張○琳  王○祥  粘○菁   

 簡○諭  曾○草  鄭○光  黃○薰  (徐○阿錦 徐○吉 徐○琪 蕭○欣)   

 侯○嘉  鄭○文  楊○豐  許○華  翁李○芬  東○戰鷹   

96 元:       許○欣       

93 元: 葉○良       

80 元: 翁○憶       

79 元: 黃○茵  簡○均       

77 元: 李○親       

75 元: 林○榮   

74 元:       俞○群       

70 元: 許○玲  顧○祖       

63 元: 陳○因  高○惟       

61 元: 陳○翔   

60 元:       廖○源  李○儒  薛○倫  王○芳  何○玲       

59 元: 李○哲       

55 元: 黃○華       

51 元: 陳○翰   

50 元:       趙○蓉  李○芳  黃○傑  姜○婷  蘇○宣       

47 元: 陳○燁       

45 元: 楊○婷  蔡○穎       

44 元: 黃○華  張○純   

43 元:       林○丞       

42 元: 林○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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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元: 余○甄  林○芳       

39 元: 梁○慈       

38 元: 林○蓁       

36 元: 黃○勝   

35 元:       鄭○誠       

34 元: 游○欣       

33 元: 嚴○業       

30 元: 吳○婷  劉○誠  陳○霖       

29 元: 李○明   

26 元:       池○宣  林○維       

24 元: 吳○妮       

23 元: 陳○榜  葉○霖       

22 元: 胡○婷       

21 元: 李○琪   

20 元:       王○盛  施○真       

17 元: 陳○霖       

16 元: 李○縯  林○慧       

15 元: 房○妤       

13 元: 徐○淳  曾○穎   

10 元:       陳○百  張○萁  楊○媜  曾○竣       

9 元: 蕭○長  吳○婕  曹○霖  黃○毓   

8 元:        湯○讓  黃○琳  黃○喬  黃○慧  楊○雅       

7 元: 方○堤  古○豐  徐○雅  葉○禎       

6 元: 倪○涵  邱○林   

5 元:        張○津  陳○呈  陳○宗  焦○融  柯○成  彭○叡   

4 元:        耿○妮  王○琳  陳○德  鍾○信  何○記  賴○龍  林○民  林○雲   

 陳○銘   

3 元:        聞○智  吳○毅  蘇○銘  杜○記  駱○暄  林○秋  張○霞       

2 元: 周○緯  謝○雲  葉○欣  劉○義  林○慶  黃○菻   

1 元:        陳○君  劉○文  王○欽  戴○寧  易○誼  林○柔  張○諭 杜○豪   

 郭○文 邱○  濟陽○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