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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7月份捐款名單】 

500000元以上:  善心人士共 4位   

300000元:   鄒○妹  邱○一  財團法人全○○康基金會   

280000元:   侯○雄  欣○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元:   朱○信  顏○隆  林○蓁  覃○生  劉○祥  善心人士   

 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義○慈善基金會   

150000元:   吳○宏   

100000元:   周○賞  謝○源  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陽○扶輪社   

60000元:    林○機       

50000元: 蔡○預  怡○視訊股份有限公司       

30000元: 無名氏       

20000元: 張○柏  張○陽  李○寅  林○   

12000元:    林藍○美       

10000元: 蔡○治  江○基  孫○       

6000元: 黃○惠  東○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5200元:     如○出版社有限公司   

5000元:     李○慧  黃○琴  陳○興  李○盈  饒○卿  黃○櫻  無名氏  丁韓○仔   

 陳○華  陳○南  (張○瑜 張○齊)  (陳○妤 林○能)  蔡盧○容   

 許○振  許鄭○櫻  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767元:     (GOOGLE ASIA PACIFIC PTE LTD)       

3000元: 葉○志  謝○憲  陳○平  黃○筑  丁○如  李○芳  張○一   

2560元:     王○雄       

2500元: 施○英  無名氏  賴○河  無名氏       

2150元: 杜○銘   

2000元:     徐○發  黃○宏  蔡○莉  (曾○人 曾○耕 曾○桓 曾○泰 曾○郁)   

 許○英  無名氏  吳○月  胡○章  無名氏  張○宇  田○輝  賴○珍   

 王○花  無名氏  丁○辰  陳○助  陳○豪  鄒○羽  龔○娥  林○鑫   

 許○卿  王○良  顏○菊  楊○純  馬○川  詹○燕  張○珍  李○娟   

 游○祥  王○平  無名氏  劉○瑩  楊○如  金○龍國際有限公司   

1600元:     廖○祥       

1500元: 林○堂  陳○政  無名氏  張○聖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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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樺       

1030元: 宋○軒   

1000元:     廖○立  無名氏  無名氏  莊○真  戴○杰  萬○芬  (林○鳳 林○和)   

 張○珠  李○泉  陳○梨  鍾○芝  陳○瀠  呂○豪  洪○翊  陳○賓   

 鍾○珠  鄒○賢  楊○雲  林○華  李○倫  (廖○志 廖○翔 廖林○美)   

 林○燕  藍○宏  廖○陽  無名氏  吳○娟  游○麟  (賴周○梅 賴○玉)  

 彭○樑  陳○固  汪○明  洪○騰  羅○珍  蔡○晉  曾○杰  賴○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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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偉  黃○謙  劉○雄  陳○鎮  李○益  無名氏  高○婷  劉○均   

 宋○任 吳○維  趙○如  張○月  (林○安 林○安)  (林○佳 林○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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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宇   

990元:      楊○源       

955元: 陳○羽       

907元: 何○賢       

800元: 張○滿  葉○貞  許○純  郭○賢  林李○蓮   

752元:      陳○全       

745元: 張○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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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元: 黃○貿   

666元:      許○偉   

600元:      陳○瀚  陳○琴  吳○江  謝○安  周○蓮  林○芸  (洪○淙 洪○森)   

 (陳○舜 陳○祈 呂○婷)  (曾○文 曾○元)   

516元:      黃○佩   

500元:      陳○英  蔡○娟  翁○璋  黃○中  黃○三  黃○河  馬○漣  余○鳳   

 鄭○真  陳○明  無名氏  吳○麗  姚○伸  王○君  陳○昌  王○淵   

 無名氏  姚○壹  許○俊  謝○貴  呂○紘  蔡○娥  林○成  楊○瑩   

 劉○材  黃○風  彭○介  無名氏  李○周  黃○芬  張○銘  無名氏   

 林○明  田○玉  黃○木  無名氏  李○安  謝○燕  蔡○霞  王○暉   

 卓○憲  沈○桃  無名氏  劉○潔  郭○貞  陳○子  (吳○信 莊○娥)   

 黃○忠  楊○興  吳○綺  盧○財  莊○舜  張○壽  謝○哲  凌○月   

 曾○乾  王○章  何○廷  許○洧  化○精舍  長○土木包工業   

480元:      崔○程       

465元: 洪○翔       

460元: 余○鴻       

454元: 李○樑       

436元: 游○順       

410元: 陳○鑫   

400元:      謝○真  游○訓  何○銘  陳○明  康○芝  張○湶  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李○芬 許○龍 許○瑄 許○銘)       

380元: 蕭○皓   

352元:      蔡○子       

350元: 林○豐  賴○葉       

315元: 徐○珠       

314元: 蕭○妙       

304元: 邱○綾       

303元: 徐○宏   

300元:      江○仁  陳○蓉  釋○容  廖○賢  江○璇  林○淦  徐○連  張○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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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珍  李○壽  蘇○安  黃○熒  陳○英  沈○君  魏○峯  李○吉   

 陳○如  宋○樞  程○文  林○臻  王○安  柯○燕  (林○宏 鄧○嫻)   

 廖○維  楊○良  蔣○麟  陳○興  林○勝  張○雲  (莊○華 劉○貞)   

 孫○賢  陳○鶯  中○淨  李○裕  楊○豪  卓○鳳  李○  羽○有限公司   

260元:      邱○陽       

251元: 黃○傳       

250元: 林○佩  林○程  無名氏       

248元: 李○欽       

239元: 陳○瑛   

235元:      蘇○華       

232元: 林○佐       

224元: 林○燁       

222元: 黃○程       

220元: 謝○玉  陳○豪  張○寧  戴○諳   

215元:      劉○英   

200元:      盧○謙  吳○月  廖○對  林○山  邱○為  劉○隆  謝○桓  陳○全家   

 吉○瑋  吳○君  張○恩  郭○華  張○禎  無名氏  (林○芳 林○和)   

 林○義  盧○坤  顏○平  李○明  邱○聖  涂○珍  楊○生  林廖○娥   

 黃○慧  黃○君  吳○鍵  廖○聖  林○盛  趙○慧  張○豪  吳○亮菩薩   

183元:      黃○鴻       

175元: 趙○源       

170元: 林○珊       

168元: 黃○銘       

165元: 陳○中       

161元: 吳○顏   

154元:      蔣○清       

150元: 劉○瑜  張○成  黃○緯  馬○承  詹○貴  王○鈞  盧○良  吳○朋   

 王○筑  李○寬  林○綺   

123元:      葉○良  張○銓       

120元: 江○勳       

119元: 尤○淳       

118元: 王○澤       

115元: 林○佳  徐○偉  戴○郎   

112元:      陳○宏       

110元: 江○賢闔家   

100元:      陳○庭  陳○維  陳○銘  陳○誼  無名氏  羅○廷  張○雯  王○一   

 楊○如  無名氏  鄭○佳  陳○亮  趙○玲  李○馨 陳○均  翁李○芬   

 翁○鳳  趙○勛  陳○融  林○賢  張○倫  王○智  許○翔  陳○蓉   

 楊○良  田○雨  何○惠  王○之 許○如  洪○雯  黃○霞  張○淳   

 蔡○霖  林○勛  毛○青  黃○祥  潘○頻  劉○政  (吳○宸 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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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薰  侯○嘉 鄭○文  丁○倩  蔡○寍  李○綾  戴○陞  陳○志   

 (徐盧○錦 徐○吉 徐○琪 蕭○欣)  楊○ 李○ 

99元:       黃○國       

97元: 莊○慧       

94元: 陸○陞       

92元: 李○霆       

91元: 鄭○娟       

90元: 許○婕   

88元:       朱○志       

84元: 邱○寶       

83元: 葉○菱       

80元: 卓○雄  陳○民       

79元: 陳○人  楊○麟   

78元:       洪○輝       

77元: 胡○凡       

75元: 林○鋒       

71元: 王○嫺       

70元: 林○賦  洪○玲       

69元: 蔡○丞   

68元:       王○東       

67元: 許○月       

63元: 柯○隆         

62元: 吳○敏       

60元: 王○霜  劉○香   

55元:       陳王○華       

54元: 陳○文       

50元: 金○芳  顏○芳  許○榮  翁○賢  楊○玄  林○志  陳○源       

48元: 粘○偉   

47元:       周○芳       

46元: 邱○蘋       

45元: 曾○慈       

44元: 許○淵  郭○芃       

40元: 張○瑄  黃○瑋  黃○凱   

39元:       石○家       

38元: 余○文       

37元: 胡○維       

35元: 陳○柔  劉○芮       

34元: 林○均   

33元:       嚴○慶  邱○霖       

32元: 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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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元: 劉○瑄  詹○芝   

30元:       楊○吉  王○靜  李○清  田○君  林○禮  許○榛  陳○鳴       

28元: 史○宏       

27元: 陳○仁       

26元: 黃○旻   

25元:       賴○成  莊○蓴       

23元: 陳○毅       

22元: 許○鈞       

21元: 楊○霖   

20元:       鄭○宏  顏○琳  余○甄  王○霜  蘇○嵐  黃○雅       

19元: 林○利  劉○睿       

18元: 黃○蕙  葉○欣   

16元:       鄭○仁       

15元: 廖○婷       

13元: 蘇○豪       

12元: 吳○翔  黃○喜  潘○羿   

11元:       標○宏  蔡○群  劉○妮  梁○瑩   

10元:       李○均  賴○樺  李○妮  林○文  劉○惠  李○珊  黃○信  葉○志   

 李○雯  陳○如  翁○禎  杜○姿  黃○華  歐○晴  黎○億 王○儀   

9元:        林○賢  蘇○政  金○字  李○琦  陳○隆  何○桓  周○瑞  楊○弘   

 連○喬   

8元:        王○成  洪○昱  陳○旭  許○尹  黃○詔         

7元: 江○豪  吳○帆  曹○彰       

6元: 許○吟  潘○菲  盧○頵   

5元:        徐○齡  黃○霖  李○意  陳○滄  陳○如  洪○儀  黎○妗  鄭○偉   

 廖○能  楊○婷   

4元:        林○晴  劉○斌  陳○夫  黃○庭  魏○瑩  陳○筑  吳○璇  林○丞   

3元:        聞○智  謝○鈴  陳○珉  黃○寧  練○益  王○瑄  鄭○均  杜○琳   

 李○薇  伍○鳳  賴○卉   

2元:        萬○雯  沈○弘  林○琇  林○成  鄭○宜  陳○吟  劉○誼  施○德   

 陳○琪   

1元:        許○媚  徐○佑  童○文  李○緯  周○儀  王○欽  林○晴  葉○吟   

 周○緯  陳○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