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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6月份捐款名單】 

500000 元以上:  善心人士共 8位   

300000 元:   財團法人吳○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54702 元:   (BIOCOMPATIBLES UK LIMITED)   

254500 元:   台北永○扶輪社   

200000 元:   簡○銘  蘇○熙  台北市南○扶輪社   

150000 元:   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元:   吳○英  吳○裕   

50000 元:    財團法人台○市基督教○燈台宣教基金會  著○點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20000 元: 呂○森  施○儀  林李○桃   

12000 元:    曾○裕  雷○禎       

10000 元: 李○輝       

8000 元: 葉○明  謝○萍  廖○雄  林○婉   

5000 元:     無名氏  羅○尚  藍○桂  許○成  陳○南  巫○麟 卓張○玉 

 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600 元: 陳○琴   

3000 元:     陳○汝  楊○雄  黃○欽  侯○瑩  徐○慶  徐○紹  楊○柔       

2230 元: 許○麟       

2200 元: 顏○琴   

2000 元:     李○英  無名氏  李○至  劉○安  何○誌  蔡○莉  李○臻  趙○容   

 楊○媛  顏○菊  曾○杰  無名氏  (曾○人 曾○耕 曾○桓 曾○泰 曾○郁)   

 張○珍  丁○辰  林○廷  鄒○羽  陳○豪  林○宏  張○心  陳○懿   

 楊○純  謝○玲  游○祥  紀○伶  施王○梅  金○龍國際有限公司   

1500 元:     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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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元: 詹○才       

1200 元: 黃○祥       

1139 元: 陳○昌   

1000 元:     呂○祿  李○泉  張○珠  蔡○娟  陳○玉  無名氏  曾○琴  無名氏   

 吳○雄  施○孌  莊○真  張○蓁  陳○瀠  (廖○志 廖○翔 廖林○美)  

 黃○玲  張○宗  無名氏  蔡○穎  陳○通  洪○翊  (林○鳳 林○和)   

 程○琴  詹○龍  陳○梨  林○蓉  賴○惠  洪○竣  蘇○綸  呂○豪   

 鄒○賢  曾○杰  鍾○珠  李○祥  楊○穎  林○珠  無名氏  無名氏   

 吳○恂  吳○娟  許○霞  蔡○男  楊○婷  陳○輝  (賴周○梅 賴○玉)   

 何○瑋  許○誠  江○嫙  張○洲  許○洧  (徐○珍 陳○如 陳○昌)   

 林○昇  彭○偉  無名氏  陳○枝  吳○維  趙○如  張○月  曹○瀚   

 李○嘉  王○珠  黃○泰  劉○照  李○錦  林葉○溱  群○國際有限公司   

 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5 元:      洪○國       

800 元: 盧○廷  林李○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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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元: 劉○梅       

720 元: 張○全       

700 元: 陳○仕  楊○永   

670 元:      孫○華       

625 元: 陳○志       

615 元: 邱○霖   

600 元:      林○君  陳○祿  林○賢  (曾○文 曾○元)  (陳○舜 陳○祈 呂○婷)   

 邱○宏  邱○財  李○霖  和○工業社       

520 元: 莊○婷   

500 元:      李○錦  李○璇  李○村  翁○璋  無名氏  沈○桃  林○萱  李高○娥   

 王○君  無名氏 姚○伸  黃○三  黃○河  陳○明  余○鳳  王○淵   

 黃○秋  無名氏  陳○義  謝○貴  無名氏  柯○禎  宋○櫻  駱○娟   

 葉○嬌 卓○憲  彭○介  歐○梅  蘇○逸  方○愚  曾○蘭  吳○娟   

 田○玉  無名氏  林○明  盧○振  劉○潔  郭○華  張○銘 黃○芬   

 蔡○霞  蕭○富  曾○成  劉○惠  郭○貞  無名氏  蔡○彬  謝○哲   

 黃○忠  石○宏  廖○山  廖○羲  凌○月  曾○乾  盧○財  化○精舍   

 林○  長○土木包工業  均○欣科技有限公司   

450 元:      朱○姝       

400 元: 康○芝  劉○隆  康○鴻  蔡○旭  (李○芬 許○龍 許○瑄 許○銘)       

388 元: 張○維   

350 元:      林○豐       

343 元: 廖○巧       

315 元: 徐○珠       

302 元: 林○坤   

300 元:      江○仁  林○淦  張○花  張○英  江○璇  沈○華  沈○君  蘇○安   

 陳○信  陳○中  侯○宗  侯○俤  魏○峯  徐○連  鍾○廷  鍾○堂   

 李○吉  宋○樞  黃○熒  王○惠  卓○蓁  余○如  陳○英  林○勝   

 程○文  楊○良  蕭○葭  陳○珍  許○鳳  蔣○麟  (林○宏 鄧○嫻)   

 李○裕  張○雲  楊○豪  卓○鳳  李○  林呂○琴  (莊○華 劉○貞)   

293 元:      黃○樟       

290 元: 李○萱       

274 元: 陳○凌       

263 元: 趙○彬       

250 元: 林○程  無名氏       

247 元: 何○榛   

225 元:      郭○德  郭○歷代祖先       

220 元: 謝○玉  陳○豪  張○寧  范○泉       

215 元: 蔡○慧   

200 元:      廖○對  謝○真  吳○月  無名氏  (王○隆 王○民)  (彭○妃 紀○蘭)   

 張○正  林○閩  吳○君 張○恩  吳○勳  唐○惠  (黃○鉛 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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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瑜  陳○惠  馮○嘉  林○義  張○禎  郭○華  程○智  陳○全家   

 李○壽  顏○平 黃○君  周○薇  陳○恩  邱○聖  蕭○昕  林廖○娥   

 黃○慧  吳○吉  林○盛  鍾○琦  趙○慧  張○豪  楊○生  吳○亮菩薩   

196 元:      黃○喜       

192 元: 陳○禎       

180 元: 陳○怡  涂○霖       

170 元: 田○文       

153 元: 李○姮   

150 元:      王○真  林○雪  王○潔  徐○芸  楊○絢  黃○民  李○寬       

149 元: 吳○芳       

148 元: 林○哲       

141 元: 江○憲   

122 元:      賴○梅       

118 元: 黃○山       

115 元: 徐○偉       

111 元: 陳○君       

110 元: 江○賢闔家       

109 元: 胡○洺   

108 元:      潘○剛   

100 元:      陳○庭  陳○維  陳○銘  無名氏  謝○妍  楊○如  無名氏  鄭○佳  

 趙○勛  王○智  楊○良  郭○玲  陳○宇  張○萍  宋○芳  洪○雯   

 黃○霞  蘇○加  黃○鴻  (黃○炎 白○子 黃○智  黃○謙 黃○欽)   

 黃○一  范○武  賴○和  張○淳  柯○樺  高○駿  張○衍  羅○雯   

 林○臻  陳○瑋  黃○祥  粘○菁  余○炫  謝○霓  鄭○光  黃○薰   

 侯○嘉  鄭○文  簡○諭  (徐盧○錦 徐○吉 徐○琪 蕭○欣)  李○  楊○   

93 元:       劉○銘       

91 元: 林○臻       

89 元: 徐○童       

87 元: 李○綺       

84 元: 吳○君       

80 元: 邱○慈  施○興   

77 元:       蔡○義       

73 元: 熊○翔       

70 元: 林○玲         

62 元: 張○超   

60 元:       陳○樺  王○欽  賴○樺  李○樺  潘○婷  廖○毅       

56 元: 葉○俊  黃○鴻       

55 元: 吳○陞   

50 元:       謝○珍  吳○晴  林○君  林○勳  陳○容  高○琴       

47 元: 盧○玲  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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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元: 陳○芮   

45 元:       許○然  朱○得  倪○涵       

40 元: 陳○香  黃○華  呂○業  范○騰       

38 元: 陳○易  陳○培   

35 元:       李○儒  林○吉       

33 元: 鄭○真       

32 元: 陳○志       

31 元: 劉○萍  王○淑  沈○堯   

30 元:       張○冠  吳○慧  謝○蓉  洪○德  金○字       

26 元: 温○鈞       

25 元: 蔡○靜   

20 元:       楊○毅  林○存  陳○得  蘇○瑜  黃○誠  謝○蘋  楊○芬  甘○珠      

19 元: 蘇○威  吳○雯   

18 元:       蕭○品  胡○婷  周○堯  郭○信       

15 元: 陳○德  楊○安       

14 元: 李○明  張○銘  盧○宏   

12 元:       葉○廷  莊○潭       

11 元: 易○誼  吳○緯  林○婷   

10 元:       蔡○勳  朱○箏  王○凱  池○哲  蔡○玗  張○俊  陳○儒  古○萍   

 蔡○伶  唐○陽  林○加   

9 元:        劉○妤  黃○芬  王○智  黃○宏  馬○婷       

8 元: 薛○樹       

7 元: 王○惠  梁○梅  陳○菱  陳○碩   

6 元:        黃○銳  許○毅  林○伊  張○詮  林○亭  張○文  林○申  康○彰   

 王○欽  簡○珊   

5 元:        許○香  吳○帆  饒○耀  王○婷  張○毓  蔡○宸  吳○敏       

4 元: 黃○榮  林○廷  莊○玲  廖○詮  蘇○全   

3 元:        楊○婷  聞○智  郭○宜  郭○宗  翁○惠  廖○宇  陳○璘  潘○蓁   

2 元:        黃○霖  吳○政  蔡○榛  余○莉  黃○欽  郭○棠  曾○瑞  朱○誼   

 賴○忠  黃○蘭   

1 元:        王○凡  林○雄 楊○城  陳○諒  高○奇  陳○任  黃○伶  陳○萍   

 張○聆  吳○寬  簡○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