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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1月份捐款名單】 

500000元以上:  善心人士共２位 

300000元:   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元:   朱○亯  顏○隆   

150000元:   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元:   蔡○淳  蔡○方  蔡○仁  陳○女  陳○發   

60000元:    林○機       

50000元: 陳○克       

30000元: 台北建○扶輪社       

25365元: 永○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零售金融處   

20000元:    王○淵  陳○美  陳○旻  劉○成  林○達  賴○彬  范○峯  池光○希   

15000元:    吳○慶  (陳○宏 林○萱 陳○昀 陳○叡) 台北敦○扶輪社       

12500元: 呂○穎   

10000元:    江○基  許○玲  趙○發  黃○宏  洪○輝  陳○明  王○雄  李○貴   

 倪○賢  張○輝  陳○人  徐○山  黃○昌  林○元  陳○典  蕭○峯   

            麥○泉  郭○生  合庫周○財   

9600元:     劉○炫       

6500元: 無名氏       

6000元: 楊○靜  林○清  劉李○賢   

5000元:     李○慧  藍○桂  簡○興  曾○玉  無名氏  無名氏  無名氏  無名氏   

 胡○龍  陳○文  楊○林  黃○亮  丁○平 張○心  林○祿  陳○南   

 陳呂○滿   

4500元:     龔○華       

4440元: (GOOGLE IRELAND LIMITED)       

4250元: 王○雄       

4000元: 張○一       

3600元: 無名氏  簡○斐   

3500元:     (李○宇 范氏○春)   

3000元:     陳○坤  許○生  楊○雄  黃○庭  陳○明  楊○柔  陳○豪  翁汪○惠   

 宋○凌  洪○永  胡○培  沈○忠  許○鳳  游○泉  郭○顯  丁韓○仔   

            黃○傑  蘇○元  蘇○葦   

2500元:     劉○鑫   

2000元:     許○英  邱○芬  顏○宸  顏○菊  陳○好  陳○亭  (胡○芳 胡○盈)   

 江○浩  陳○楠  王董○榮  (曾○人 曾○耕 曾○桓 曾○泰 曾○郁)   

 洪○林  謝○宇  陳○宏  陳○廷  宋○貴  劉○宏  張○銀  張○宇   

 無名氏  吳○定 蔡○莉  林○慶  陳○清  無名氏  潘○崑  潘施○清   

 馮○生  陳○豪  呂○雀  劉○松  (洪○星 陳○秀 洪○隆 洪○雯全家)   

 鄭○燕  鄒○羽 呂○嘉  高○群  陳○惠  楊○純  蔡○璋  孫○霖   

 徐○發  游○祥  高○祺  林○森  陳○   

1900元:     劉○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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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元: 陳○樺       

1500元: 張○蓉  戴○庭  盧○美  林○堂  葉○萱  莊○瑋       

1300元: 黃○學   

1208元:     翁○麗       

1206元: 吳○親   

1200元:     李○芾  袁○原  劉○蓉  呂○秀  蔡○粧  陳○平  王○玫  李○謙   

 陳○睿  賴○惠  江○琳  2022歲末圓夢傳真情 913楊○楷等 6位學生   

            王○志   

1100元:     吳○娟  李○課       

1090元: 梁○娥       

1015元: 黃○慧   

1000元:     無名氏  簡○妘  無名氏  林○寬  莊○真  陳○麗  鄭○元  蕭陳○慧   

 傅○如  陳○治  鄭○畢  黃○瑞  (陳○舜 陳○祈 呂○婷 陳○鈞)   

 蔡○從  吳○銘  鄧○櫻  郭○淳  李○安  劉○萱  (林○鳳 林○和)   

 韓○泓  洪○安  洪○翊  王○華 郭○華  蘇○民  廖○立  李○霆   

 程○琴  劉○偉  曾○瑄  張○珍  鄭○悉  蔡○生  謝○雅  王○郎   

 廖○妙  方○凱  王○穎 田○瑞  卓○憲  (廖○志 廖○翔 廖林○美)   

 陳○梨  羅○婕  許○花  陳○英  鍾○珠  無名氏  陳○孜  呂○顯   

 賴○櫻  范○月  李○泉  顏○華  喬○工  邱○星  鄭○芬  劉廖○綢   

 王○祥  李○順  王○玲  王○真  賈○維  賈○毓  賈○綸 楊何○英  

 紀○福  林○燕  黃○鳳  李○峰  李○連  陳○賓  林○彰  許○碩   

 王○龍  無名氏  王○暉  張○珠  吳○娟 彭○偉  方○茜  王○婷   

 陳○鈴  胡○蓉  梁○津  楊○勇  魏○慶  曾○杰  陳○通  莊○利   

 無名氏  蘇○瑤  岳○恩  陳○英  陳○蘭  劉○禎  賴○燕  陳李○麵   

 林○坪  陳○青  呂○弘  蔡○彬  周○東  虛○  (石○虎爺廟 林○翔)   

            賴○俊  吳○政  王○俊  曾○霖  梁○駿  游○閔  張○麗  楊○棋   

 周○彬  吳○賓  周○鳴  王○婷  吳○祐  羅○閎  宋○任 無名氏   

 廖○希  陳○榆  施○蒨  李○毅  廖○勳  潘○村  杒○亘  林○壽   

 傅○耀  王○嬌  王○惠  無名氏  (吳○徽 吳○芸 呂○慧 吳○妍)   

 吳○維  趙○如  張○月  曹○瀚  李○嘉  王○珠  戴○琪  黃○燕   

 鄧○武  鄧○宇  林○文  林○梅  張○代  陳○鶯  (賴周○梅 賴○玉)   

 張○蓁  群○國際有限公司  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0元:      仕○有限公司       

888元: 蔡○機  林○莉       

800元: 劉○宸  潘○宏  黃○南  吳○君  三○弟子   

700元:      石○田  葉○娟  邱○南       

670元: 魏○逵       

609元: 艾○霖   

600元:      黃○緹  黃○華  江○仁  邱○森  黃○文  吳○星  (洪○淙 洪○森)   

 劉○穎  張○恩  陳○珠  呂○德  李○  邱簡○霞  (張○原 吳○華)   



P.3 

            李○能  洪○榮  張○宗  王○淳  羅○卿  (邱○之 張○美 邱○宜)   

 林○財  龔○哲 周○瑋  許○瑄  曾○雯  周○甫  (吳○豪 徐○璉)   

589元:      鄭○灌       

578元: 趙○維       

555元: 林○甫       

520元: 馬○漣   

500元:      陳○霞  許○渝  石○鑫  王○翔  陳○榛  (中○淨 江○璇 岸本○子)   

 李○煌  黃○三  李○熹  蔡○娟  賴○伶  林○吉  (吳○亯 莊○娥)   

 施○廷  葉○壽  蘇○富  鍾○櫻  盧○振  田○玉  蔡○池  翁黃○治  

 謝○哲  王○君  劉○岳  無名氏  李○原  王○智  黃○荃  陳○倫   

 陳○敬  蕭○和  黃○中  鄭○完  沈○桃  無名氏  崔○宇  夏○娣   

 陳○吉  莊○毅  吳○霞  無名氏  何○達  李○濬  謝○燕  余○鳳   

 陳○昇  任○祥  謝○貴  陳○明  張○松  江○泰  馬○聯  林○雲   

 張○文  羅○婷  莊○駿  周○鳳  廖○羲  呂○昕  黃○珊  張○中   

 彭○介  鄭○芳  賴○鈞  蔡○宏  徐○瑟  謝○慈  (陳○卿 陳○達)   

 陳○暘  盧○財  郭○貞  林○文  張○廣  徐○蓉  吳○南  無名氏   

 林○明  楊○宗  林○玲  李○姐  劉○禎  李○臻  (吳○駿 阮○莊)   

 施○南  王○章  曾○蘭  王○蘭  無名氏  無名氏  鄭○潁  林○雲   

 無名氏  陳○緹  杒○松  黃○皓  譚○愷  王○安  蔡○貞  徐○均   

 蔡○璋  董○正  無名氏  徐○林  林○傑  馬○瑞  (陳○筠 李○茁)   

 陳○倫  吳○志  陳○芬  江○銀  江○斌  陳○瑩  詹○冬  洪○欽   

 林○慶  林○謨  陳○子  凌○月  陳○勳  李○賢  沈○輝  林○成   

 廖○山  郭○渙  陳○宏  倚○  嚴○  土庫順○宮  長○土木包工業   

 化○精舍  均○欣科技有限公司   

480元:      蘇○安       

475元: 劉○       

455元: 李○聰       

420元: 林陳○鳳   

400元:      何○銘  蔡○陵  巴○男  張○湶  吳○勝  戴○清  王○溱  賓○   

 (李○芬 許○龍 許○瑄 許○銘)       

360元: 陳○鑫   

350元:      江○卿  林○豐       

343元: 陳○宏       

316元: 湯○娟       

310元: 蔡○萱   

300元:      李○錡  林○伃  張○屏  黃○熒  廖○賢  李○吉  林○欽  廖○馨   

 陳○芳  邱○德  魏○峯  張○英  張○富  觀○音  楊○安  張○宸   

 劉○隆  陳○英  徐○連  彭○珠  吳○諴  林○勝  程○文  蘇○誠   

 吳○輝  謝○敏  黃○玲  熊○婷  鄭○陽  李○裕  葉○霆  葉林○蘭   

 陳○如  林○芸  詹○樹  陳○安  宋○樞  楊○良  (白○昆 董○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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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德  許○語  蔣○麟  陳○穎  王○春  卓○鳳  (江○璇 岸本○子)   

 劉○庭  葉○梅  沈○勛  楊○華 王○鋐  陳○翔  (林○宏 鄧○嫻)   

 溫○宇  何○樺  陳○姿  葉○和  張○雲  陳○伶  林○穎  林呂○琴   

 康○豪  林○郁  陳○吉  楊○豪  汪○樺  陳○宗  (劉○侯 劉○汎)   

 利○  李○  (莊○華 劉○貞)  小○通訊行  羽○有限公司   

295元:      賴○靜       

261元: 黃○哲       

260元: 陳○君       

250元: 陳○永  宋○潓  陳○珍  林○程  找○店林森店   

220元:      謝○玉  陳○豪  張○寧  曾○貞       

215元: 林○庭       

202元: 陳○樺   

200元:      鄭○宜  廖○帆  王○傳  林○凱  李○諭  鄭○光  吳○月  陳○全家   

 李○琳  陳○莉  陳○材  廖○對  丁○英  徐○蓉  (彭○妃 紀○蘭)   

 謝○挺  鄭○弘  許○芬  陳○琴  黃○月  曾○慈  楊○生  陳○津   

 梁○倫  戴○環 吳○君  葉○源  無名氏  陳○龍  鍾○宏  周○珊   

 鄧○峰  陳○文  李○龍  李○叡  李○樺  陳○宜  張○瑋  蘇○涵   

 洪○男  何○熹  吳○恒  鄭○盛  黃○螢  陳○智  郭○瑋  林○晴   

 蘇○霖  無名氏  洪○凱  李○憲  黃○凱  張○禎  林○義  李○志   

            鄭○華  陳○彣  黃○君  顏○平  吳○峯  李○翰  李○芸  林廖○娥   

 詹○忠  羅○胤  唐○緯  林○君  呂○展  謝○斌  陳○育  黃○慧   

 詹○武  蔡○秀  黃○棋  陳○花  蘇○霖  彭○書  李○成  李洪○英   

 洪○絡 王○心  楊○涵  陳○宣  陳○玲  趙○慧  張○豪  李○華   

 江○來  莊○春  賴○璇  何○玲  謝○真  林○盛  邱○仁  侯○霏   

            林○典  李○穎  九○山大興善寺  華○娛樂國際有限公司(陳○帆)   

194元:      陳○煌       

188元: 林○祥       

177元: 陳○吟       

168元: 林○筌       

164元: 熊○傑   

150元:      譚○國  李○政  廖○毅  黃○書  許○詠  陳○緯  柳○騰  陳○陽   

 莊○琴  黃○陞  陳○榮  王○鈞  李○寬  陳○璋  吳○倫 曹○龍   

140元:      林○亯       

137元: 高○芳       

134元: 王○芳       

133元: 葉○良       

121元: 趙○源       

118元: 蔡○旭   

115元:      林○雲       

110元: 黃○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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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元: 黃○廷       

104元: 簡○雯   

100元:      無名氏  陳○芳  林○慶  莊○均  吳○雄  吳○梅  陳○壽  善心大德   

 劉○美  無名氏  楊○如  鄭○佳  黃○嘉  董○伶  (湯○輝 王○君)   

 林○鴻  董○展  王○婷  李○盛  陳○慈  董○利  陳○輝  董洪○吟   

 江○峰  陳○凡  林○樂  廖○堂  邱○禎  彭○美  林○禛  黃○霞   

 洪○雯  詹○萬  趙○勛  李○冠  林○志  陳○均  翁○鳳  翁李○芬   

            何○苹  林○安  吳○憶  李○壽  張○靜  鐘○福  陳○宏  范○武   

 無名氏  柯○程  傅○曄  尤○文  吳○如  周○薇  賴○錞 陳○臻   

 蘇○雯  李○芬  陳○天  陳○迪  劉○玟  謝○燁  李○舟  林○三   

 林○君  林○琦  徐○郁  林○凱  蔣○溱  鄧○仁 施○昱  施○頷   

 楊○芬  邱○民  莊○鑾  顏○祿  柯○霖  吳○萱  鄭○益  鄭○文   

 陳○陞  黃○筠  黃○容 王○原  阮○宜  蕭○沂  潘○錡  潘○翔   

 黃○潔  陳○宇  無名氏  王○郎  黃○芝  溫○雯  鄭○坤 善心人士   

 張○淳  洪○展  侯○忠  張○龍  陳○廷  朱○寬  張○彬  顏郭○蓮   

 柯○卉  何○玉 郭○岑  張○玟  陳○媜  湯○君  蘇○緯  趙○華   

 蔡○澤  張○傑  陳○青  林○雪  鄧○如 黃○星  黃○榆  王○仁   

 陳○玲  李○純  姚○菱  謝○妤  趙○梵  蔡○哲  顏○伊  冤○債主   

 黃○薰  侯○嘉 鄭○文  陳○慧  黃○駿  林○玉  林○美  東○戰鷹   

 蔡○琦  林○櫻  黃○齡  (蘇○綸 蘇○鈞 林○慧家 蘇○輝家 林○義家)   

 陳○金  (胡○鑠 黃○宸)  (徐盧○錦 徐○吉 徐○琪 蕭○欣)  福德正神   

 李○  楊○  鄭○玓一沛沛芯  顏○歷代祖先  葆○的聖物們  南無地藏菩薩   

 烏○蘭百姓  玉○姐的先生   

99元:       林○青       

96元: 陳○玲       

90元: 許○瑋  劉○榕       

88元: 陳○宏       

83元: 楊○林       

81元: 林○俞   

76元:       張○琪       

75元: 施○緯       

71元: 呂○葶       

70元: 吳○蓉       

67元: 田○晏       

65元: 李○蓉   

60元:       吳○珊       

53元: 李○評       

52元: 吳○宏       

50元: 王○銘  曾○凱  黃○連  張○軒  陳○樺  張○晨  黃○元   

48元:       王○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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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元: 游○文  凌○娟  羅○芬  李○元  劉○玲  蘇○葶  黃○煥  吳○靜       

39元: 林○馨   

36元:       曾○文  鄭○如       

33元: 徐○雅  張○筑       

31元: 顏○玲  簡○騏  陳○珍   

30元:       許○夫  饒○成  曾○慈  黃○方  高○怡  曾○誌  陳○宇  黃○誼  賴○      

28元: 許○菁       

26元: 許○榮   

22元:       陳○旻  李○穎  吳○瑩       

20元: 陳○欣  王○婷  洪○霖  許○瑋  劉○儒  姜○臑       

19元: 李○典  黃○惠   

18元:       趙○豪 吳○豊       

17元: 黃○真  周○文  張○       

15元: 黃○妮  陳○芳  趙○琳       

14元: 馬○璇   

12元:       賴○妤       

11元: 郭○寧  蔡○翰   

10元:       魏○億  林○庭  陳○薇  連○美  黃○銳  張○儀  潘○苑  蔡○華   

 孫○容  周○伶  張○紘  杒○豪  張○緹  吳○芸 許○如  魏○倢   

 吳○如  陳○蓉  張○棓  劉○   

9元:        謝○珍  雷○麟  陳○苓  林○換       

8元: 王○翰       

7元: 黃○琪  王○為  潘○生  林○宇   

6元:        彭○茜  林○呈  江○虹  鄭○尹  謝○平  陳○隆       

5元: 鄭○寧  黃○誠  鄧○謙  吳○蓁  李○   

4元:        賴○妗  洪○欣  林○嫺  黃○筑       

3元: 王○妘  許○勛  吳○稜   

2元:        聞○智  蔡○珊  謝○文  廖○汶  李○均  李○華   

1元:        張○芯  沈○姍  洪○芢  楊○傑  遲○亯  徐○崎  柳○潔  蔡○卉 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