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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10月份捐款名單】 

500000元以上:  善心人士共 6位   

300000元:   林○圃   

200000元:   顏○隆   

105000元:   國際崇○社台北市第二分社   

100000元:   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米○蘭創意設計有限公司 張○燕 孫○成 

50000元: 丁○彥 

30000元:    江○知  陳○姿       

20000元: 蔡○逸  陳○美  廖○豪  林○  基隆○區扶輪社  唐○媛 

10000元:    陳○如  蘇○源  王○美  張○美  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500元: 無名氏       

8400元: 林○箴等人   

5000元:     無名氏  林○献  蕭○峯  陳○南 呂○鳳 

3000元:     張○一  白○仁  楊○雄  謝○憲  羅○秀  黃○勳  (王○彥 王○建)   

 曾○鳳  曾○茹  熊○       

2500元: 王○雄   

2200元:     無名氏       

2140元: 方○崢       

2049元: 林○仁   

2000元:     張○宇  陳○炘  顏○宸  胡○章  (曾○人 曾○耕 曾○桓 曾○泰 曾○郁)   

 林○鑫  無名氏  蔡○莉  洪○文  呂○卿 吳○福  李○臻  丁○辰   

 顏○菊  無名氏  鄒○羽  陳○豪  (陳○麟 林○杏 陳○綺 陳○彤)   

 楊○純  陳○華  莊○緒  鄭○美  林○宏  翁○慶  游○祥 

1800元:     連○竹       

1600元: 賴○君       

1500元: 陳○政  張○蓉  林○堂  戴○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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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月  莊○蘭  楊○霖  鄭○鈞       

1100元: 王○媗   

1000元:     許○純  無名氏  簡○妘  莊○真  陳○懿  郭○華  廖○立  無名氏   

 趙○宏  (林○鳳 林○和)  (曾○華 誾○喜) (廖○志 廖○翔 廖○春美)   

 林○盛  陳○通  李○泉  陳○梨  林○修  林○泰  張○珠  洪○翊   

 施○谷  許○雄  呂○宗  李○苓  鄒○賢  (林○士 林○若 林○薇)   

 鍾○珠  王○雄  吳○娟  無名氏  錢○儀  謝○睿  萬○芬  蔡黃○琴   

 徐○嘉  周○松  陳○英  魏○慶  陳○鈴  陳○賓  (賴周○梅 賴○玉)   

 張○柏  無名氏  勞○華  (陳○舜 陳○祈 呂○婷 陳○鈞)  彭江○英   

 陳○文  古○坤  彭○偉  李○東  黃○霖  曾○杰  楊○慧  龔廖○疇   

 楊○楨  宋○任  梁○農  王○顯  許○坤  謝○凱  群○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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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維 趙○如 張○月 曹○瀚 李○嘉 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75元:      李○福       

918元: 楊○智       

878元: 劉○東       

800元: 張○滿  林李○蓮 

700元:      黃○基  王○鈞  (林○發 林○香 林○芳 林○明 林○紋 林○和 林○祥)      

666元: 許○偉   

600元:      林○賢  謝○安  宋○珠  林○卉  楊○祥       

577元: 吳○靜       

501元: 謝○勳   

500元:      李○壽  陳○英  黃○芬  蔡○娟  陳○明  沈○桃  余○鳳  翁黃○治   

 張○銘  卓○憲  劉○惠  (吳○信 莊○娥)  (長○土木包工業 吳○源)   

 王○君  無名氏  無名氏  莊○毅  陳○昇  姚○伸  無名氏  黃○三   

 黃○河  何○英  謝○貴  彭○介  李○姐  田○玉  劉○宗  劉○潔   

 簡○昌  林○明  吳○復  康○枝  王○淵  吳○娟  黃○風  無名氏   

 廖○羲  無名氏  無名氏  無名氏  謝○哲  張○嬋  郭○貞  劉○哲   

 陳○子  林○龍  王○棠  盧○怡  段○成  王○章  陳○美  化○精舍   

 張○壽  楊○興  盧○財  陳○吉  趙○常  陳○琴  凌○月 

496元:      李○翰       

454元: 黃○蓮       

415元: 蔡○慧       

400元: 何○銘  黃○源  范○維  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李○芬 許○龍 許○瑄 許○銘) 

357元:      郭○本       

350元: 林○豐       

317元: 黃○宗       

315元: 徐○珠   

300元:      溫○華  卓○鳳  林○華  陳○英  林○勝  張○英  陳○珍  林呂○琴   

 鍾○堂  鍾○廷  李○吉  魏○峯  江○仁  黃○熒  徐○連  吉○瑋   

 宋○樞  王○昌  李○裕  楊○良  簡○妤  劉○隆  陳○信  陳○中   

 侯○宗  侯○俤  蔣○麟  吳○暖  盧○滄  釋○容 (林○宏 鄧○嫻)   

 陳○蓉  張○雲  曾○揚  (莊○華 劉○貞)  楊○豪 李○ 

294元:      林○蓁       

283元: 藍○沬       

280元: 顏○仁       

272元: 許○玲       

250元: 黃○枝  林○程  黃○芬   

245元:      許○啟       

236元: 葉○嫻       

231元: 鄭○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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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元: 謝○玉  陳○豪  張○寧       

201元: 劉○岑   

200元:      廖○對  唐○惠  黃○君  張○恩  吳○月  陳○全家  (黃○鉛 林○治)   

 周○薇  陳○唯  吳○君  林○閩  林○盈  陳○如  陳○玉  林廖○娥   

 張○衍  張○禎  林○義  顏○平  邱○聖  曾○英  (林○芳 林○和)   

 林○穎  吳○葦  黃○惠  周○源  (蕭○仁 陳○貞 蕭○皓 蕭○彤)   

 李○媛  楊○承  楊○婷  黃○慧  林○盛  無名氏  黃○華  林○婷   

 謝○真  吳○亮菩薩  趙○慧 張○豪 

194元:      黃○明       

182元: 陳○儒       

176元: 張○秀       

168元: 鄭○為       

159元: 楊○卉       

152元: 江○峰   

150元:      鍾○傑  蘇○美  黃○琴  張○勛  盧○田  盧○秈  盧○瑞  盧林○媛   

 陳○妤  賀○瑋  徐○子  李○霖  賴○杰  黃○志  簡○榮  黃○國   

 許○琇  陳○如 李○寬 

126元:      李○宜       

120元: 徐○童  郭○文  沈○儒       

115元: 林○雲       

110元: 莊○志  江○賢  黃○傑   

100元:      鍾○嬑  無名氏  鄭○佳  楊○如  無名氏  李○豐  宋○芳  東○戰鷹   

 林○勛  謝○達  林○堯  毛○梅  趙○勛 陳○羽  廖○帆  翁李○芬   

 劉○雯  王○方  王○瑜  陳○均  翁○鳳  李○綾  郭○玲  無名氏   

 洪○雯  黃○霞  陳○宇  陳○誼  陳○庭  陳○維  陳○銘  張○淳   

 陳○君  劉○昀  林○桑  徐○菁  田○鋒  梁○蓉  洪○勝  蘇○熒   

 邱○呈  鄭○光  李○珊  龔○美  (徐盧○錦 徐○吉 徐○琪  蕭○欣)   

 李○  楊○  黃○薰 侯○嘉 鄭○文 

98元:       李○彥       

97元: 潘○洪       

90元: 陳○洲  顏○慧       

88元: 陳○馠       

79元: 劉○英       

77元: 鄭○玲   

76元:       宋○蒔       

72元: 陳○憶       

70元: 李○瑩  林○青       

69元: 廖○君       

68元: 潘○銘       

67元: 莫○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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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元:       蘇○晨       

65元: 卓○照  張○方       

63元: 彭○翔  劉○君       

61元: 莊○智  楊○霖       

60元: 賴○妤  張○文   

58元:       韓○煌  鄭○尹       

56元: 楊○魁       

55元: 梁○齊  葉○良       

53元: 江○駿  蘇○瑜   

50元:       李○儒  潘○綺  賴○梅  王○華  林○蓁  林○芳       

49元: 石○慈       

47元: 陳○丞       

45元: 許○芬  施○翰   

44元:       林○婷       

41元: 沈○姍       

40元: 郭○成  黃○銘       

39元: 高○郁       

38元: 陳○壬   

36元:       黃○鍠  李○如       

35元: 黃○萱  李○臻       

34元: 林○數       

33元: 曾○青   

30元:       蘇○畇  黃○鴻  華○瑩  許○萍  李○霖  蘇○如  陳○民  張簡○炘      

28元: 池○明       

26元: 陳○樺   

25元:       趙○筠  林○微       

24元: 余○嬿       

22元: 陳○能       

21元: 陳○絹  范○輝   

20元:       陳○維  林○汶  余○甄  傅○鈞  陳○妤       

18元: 謝○珊  張○詮       

17元: 謝○筑       

16元: 周○廷  黃○彬   

15元:       曾○慈       

14元: 黃○堯  紀○慈       

13元: 劉○睿  許○瑋       

12元: 黃○鋒  鄭○樺   

11元:       許○彰  許○真  程○芬  林○緯   

10元:       黃○豪  蔡○芳  林○庭  周○堯  涂○心  蘇○琳  王○荃  黃○華   

 馬○婷  邱○舒  杜○豪  陳○欣  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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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元:        徐○蘭  林○展  莊○元       

8元: 曾○慧  毛○聰  卓○利  吳○萍  蘇○茜  呂○昌   

7元:        潘○亮  蔡○宏  黃○荃  林○萱       

6元: 黃○天  林○澔  陳○維  歐○晴  陳○婷  黃○芬  陳○璇   

5元:        沈○鳳  楊○萱  楊○鈞  邱○婕  鄭○丰  彭○儀  王○芷  洪○芬   

 陳○晟   

4元:        楊○傑  吳○明  古○芬  周○恆  鄭○畇       

3元: 王○欽  鄭○霖  陳○柔  林○芯  林○淞  簡李○泉   

2元:        紀○芽  李○容  杜○億  許○慶  余○弘  蘇○縈  張○倢  沈○凰   

 黃○唐  蔡○靜  汪○銘   

1元:        歐○明  林○慧  黃○宇  陳○元  江○豪  黃○萍  顧○青  余○成   

 黃○文  張○庭  李○翰  陳○鴻  楊○喬  林○婷  洪○鋐  李○謀   

 黃○峰  戴○恆  董○萱  卓○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