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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2月份捐款名單】 

358960元:   如○出版社有限公司   

120000元:   邱○賢   

100000元:   方李○嬌  台北市城○扶輪社  台北政○扶輪社  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俊○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60000元:    王○男       

52500元: 社團法人台北芝○扶輪社       

30000元: 林○玲       

24000元: 張○如   

20000元:    李○輝  李○英  游○鄉  (魏○英 蔡○進)  黃○       

16000元: 許○忠       

15000元: 林○諒   

11000元:    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元: 高○華  邱○鉎  湯○惠  無名氏  麥○維       

6000元: 洪○良  鄭○櫻  許○振   

5000元:     許○菉  蔡○翔  李○卿  胡○成  蘇○珍  李○芳  陳○南 顏杜○雪   

 無名氏   

3900元: 邱○君   

3500元:     邱○南       

3300元: 金○宏   

3000元:     饒○卿  江○龍  彭○真  邱○良  劉○源  王○豪  林○幸  廖○君   

 林○忠  婁○程  黃○翊  游○頭  (李鄭○連 李○芳 李○芬)   

2100元:     翁○珍   

2000元:     顏○宸  方○德  李○瓊  陳○鈞  (曾○人 曾○耕 曾○桓 曾○泰 曾○郁)   

 朵○綻  楊○寬  范○親  洪○賢  (洪○盛 洪○庭 洪○駿)  楊吳○蘭   

 廖○銀  賴○華  蔡○莉  林○明  鄭○偉  張○宇  陳○梨  顏○菊   

 薛○和  李○林  陳○豪  鄒○羽  趙○亨  謝○霖  陳○瑋  游○祥   

 林○君  楊○純   

1500元:     陳○平  陳○泰  無名氏  許○斌  張○蓉  (王○麟 楊○珍)       

1400元: 劉○禎       

1300元: 施○宏   

1200元:     黃○昌  簡○榮  呂○東  邱○華  謝○鈴  陳○豐  陳何○美       

1120元: 林○媛   

1000元:     張○秋  劉○雲  李○榮  程○琴  鍾○來  無名氏  簡○妘  林翁○玉   

 劉○均  張○柏  (林○鳳 林○和)  (林○安 林○安)  (林○佳 林○蓉)   

            無名氏  黃○忠  廖○善  林○昱  黃○珠  江○瑩  藍○宏  張○美   

 許○祝  陳○固  莊○真  吳○峰  朱○瑜  黃○鳳  胡○瑜  陳○雪   

 廖○吟  孫○中  吳○鎖  魯○伶  魯○瑋  魯○裕  劉○春  鄭○清   

 張○霞  鄧○櫻  鄭○意  盧○叡  楊○花  林○錦  黃○豪  陳○渝   

 蔡○如  黃○恩  歐○東  邱○穎  陳○英  邱○英  邱○弘  陳○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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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宏  林○竹  陳○瀠 張○珠  汪○秀  李○立  羅○婷  胡劉○慧   

 鄒○權  彭○東  唐○龍  張○耀  李○林  李○毅  簡○雄  方○隆   

 無名氏  林○廷  曹○穎  林○嫈  李○真  劉○徹  李○泉  邵○菊   

 陳○美  賴○俊  吳○威  張○熙  李○順  彭○樑  邱○藍  蔡○霞   

            陳○通  洪○翊  鍾○珠  張○基  邱○惠  無名氏  林○霏  游○菊   

 林○正  陳○蘭  蔡○欽  劉○良  許○文 吳○娟  曾○杰  郭○娟   

 李○渝  無名氏  (賴周○梅 賴○玉)  (陳○舜 陳○祈 呂○婷 陳○鈞)   

 李○麟  楊○婷  黃○義  張○和  古○坤  李○倫  徐○嘉  蔡黃○琴   

 廖○娟  勞○華  彭○偉  楊○慧  吳○維  趙○如  張○月  曹○瀚   

 李○嘉  王○珠  黃○泰  陳○盟  蔡○峰  余○樺  周○東  宋○任   

 蕭○芳  群○國際有限公司  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71元:      李○彰       

947元: 林○誼       

929元: 許○蘭       

900元: 吳○珍  陸○煌       

891元: 王○玉   

800元:      何○樺  潘○宏       

791元: 陳○揚       

731元: 歐○蟬       

700元: 張○旺  林○聖  凃○欽       

670元: 魏○逵   

600元:      王○泉  林○傑  林○嘉  高○釋  鄭○維  廖○欽  蔡○女  謝○睿   

 吳○慶  卓○賢  陳○琴  李○能  孫○珠 林○光  高○汽車   

555元:      徐○中       

546元: 陳○祺       

545元: 陳○坤   

500元:      張○壽  李○陞  沈○成  蔡○娟  翁○璋  王○君  無名氏  郭○怡   

 陳○文  謝○博  江○彥  邱○蘭  劉○良  蔡○溪  陳○文 黃○進   

 黃○玲  黃○芬  謝○興  張○銘  蔡○燕  蔡○婷  陳○勝  田○玉   

 柯○芬  沈○桃  詹○維 謝○茹  白○雋  無名氏  陳○霖  歐陽○穎   

 林○岑  張○河  沈○華  宋○勝  林○惠  無名氏  無名氏  高○閃   

            王○智  黃○荃  劉○惠  張○埼  武○勝  劉○莉  張○土  陳○明   

 徐○怡  林○宇  陳○韻 張○菁  陳○昇  卓○憲  黃○伶  李○毅   

 張○豪  陳○墘  龔○哲  陳○瑋  王○祥  黃○河  余○鳳  彭○介   

 李○儀  黃○茹 謝○佑  李○姐  洪○宗  謝○貴  姚○伸  黃○中   

 蔡○姍  李○弘  俞○羽  白○為  黃○珊  林○明  邱○嚴  高○鴈   

 潘○萱 無名氏  盧○烽  林○發  無名氏  (蔡○丸 蔡○環 蔡○煌)   

 張○豪  彭○銘  郭○貞  張○珊  林○成 王○翎  施○偉  鄭魏○媛   

 陳○融  梁○文  無名氏  洪○馥  王○凡  化○精舍  紫○圖書社   

 均○欣科技有限公司  (長○土木包工業 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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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元:      曾○瑩       

400元: 蘇○誠  林○山  蔡○陵  黃○源  康○芝  吳○銘  (潘○香 洪○甫)   

 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383元:      李○鋰       

377元: 顏○穎       

350元: 林○豐       

318元: 黃○惠       

310元: 蔡○萱  林○擁   

300元:      黃○熒  程○芳  江○璇  張○英  林○淦  陳○治  林○伃  彭○珠   

 龔○華  林○祺  林○澤  林○祐  陳○瑜  梁○玄  吉○瑋 陳○珍   

 陳○信  陳○中  侯○宗  侯○俤  魏○峯  徐○連  謝○雯  陳○萍   

 林○祥  王○安  陳○聿  余○慧  施○廷  吳○星 黃○彤  鄭○姐   

 李○吉  賴○慧  郭○玉  李○霖  呂○德  林○勝  蔡○珠  陳○慈   

 洪○希  陳○英 王○翔  郭○遠  林○華  蔡○玟  (林○宏 鄧○嫻)   

 劉○宸  楊○華  楊○豪  張○雲  謝○諺  卓○鳳  陳○興  李○   

255元:      胡○泯       

253元: 郭○龍       

250元: 陳○朝  翁○涵  林○程  邱○乾  陳○鳴  蔡○  余黃○玉  找○店林森店   

248元:      黃○嘉       

247元: 蔣○妃       

234元: 陳○祥       

224元: 陳○基       

220元: 賴○芳       

213元: 吳○玲   

206元:      黃○玉   

200元:      吳○月  邱○聖  沈○哲  沈○達  林○喬  (彭○妃 紀○蘭)  陳○全家   

 洪○峰  廖○對  李○財  (黃○鉛 林○治)  (廖○銘 辜○玉 廖○智)   

            陳○昱  陳○杅  阮○珍  謝○芝  鄭○婷  游○琇  鄭○華  余○豪   

 郭○瑋 林○琴  洪○瑄  張○恩  無名氏  劉○瑜  劉○田  羅○胤   

 涂○珍  林○湖  觀○音  白○宏  陳○福  龔○珺  翁○雅  謝○窕   

            蘇○加  謝○均  何○徵  紀○宇  謝○昕  劉○妘  廖○宏  許○鈴   

 林○彤  無名氏  李○慧  洪○玲  李○均  馮○嘉  曾○榮 蔡○環   

 莊○獻  葉○嘉  劉○麟  黃○佳  黃○潔  劉○隆  林○嘉  黃○君   

 劉○妤  陳○強  羅○隆  張○軒  鄭○涵 林○志  陳○宏  林廖○娥   

 李○憲  彭○嫙  張○禎  林○義  蔡○玲  無名氏  林○吉  林○盛   

 黃○慧  趙○慧  張○豪 王○清  吳○展  永○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99元:      陳○蓉       

183元: 尤○娟       

180元: 陳○菁       

178元: 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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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元: 黃○萍       

170元: 呂○億  江○諭   

163元:      許○勤       

162元: 陳○昌       

160元: 翁○順  陳○瑜   

150元:      張○惠  陳○先  陳○瑄  吳○秋  侯○羽  羅○庸  朱○憲  李○寬   

 李○惠  邱○淑  洪○倚       

148元: 黃○民   

140元:      盧○庭       

139元: 陳○蕙       

136元: 陳○宇       

130元: 謝○凱       

129元: 梁○菁  許○鈞       

115元: 林○雲   

112元:      黃○玲       

110元: 謝○源       

104元: 陳○燦   

100元:      陳○庭  陳○維  陳○誼  陳○蓉  陳○銘  無名氏  無名氏  林○惠   

 蔡○旻  陳○翰  吳○雄  吳○梅  林○宏  無名氏  (王○隆 王○民)   

 楊○如  陳○隆  蔡○霖  陳○陞  李○容  何○霖  陳○美  陳沈○惠   

 鄭○坤  王○基  李○君 鄭○佳  劉○伶  邱○溢  江○瑜  善心大德   

 陳○政  趙○勛  陳○臻  詹○萬  黃○妮  陳○涵  無名氏  顏郭○蓮   

 盧○輝 游○玲  李○承  翁○鳳  謝○甜  黃○祥  無名氏  王柯○蕊   

 謝○憲  彭○宣  洪○雯  黃○霞  陳○迪  郭○玲  王○惟 呂○壽   

 蔡○倫  張○婷  唐○淋  黃○河  廖○帆  楊○芬  蕭○倫  劉○瑋   

 陳○玲  簡○彰  賴○智  呂○霞  趙○妘 李○壽  李○如  保生大帝   

 傅○曄  林○秀  陳○輝  李○珊  李○盛  賴○翎  吳○昇  余○璧   

 簡○盛  張○淳  黃○君  余○弘  (徐盧○錦 徐○吉 徐○琪 蕭○欣)   

 邱○鋒  鄭○婷  黃○薰  侯○嘉  鄭○文  林○希  陳○穎  李○豐   

 李○穎  林○成  李○萬  李○純  楊○慈  呂○蓁  吳○鴻  何○璿  

 林○君  王○  張○  倚○  盧○  秀○  李○  楊○  邱○   

97元:       林○廷       

90元: 曾○成  王○語  許○証       

88元: 李○柱       

87元: 陳○禎       

84元: 劉○男   

83元:       曹○琳       

80元: 徐○婷       

78元: 田○瑄       

75元: 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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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元:       林○彥  戴○君  翁○強  吳○軒  張○峯  吳○成       

69元: 吳○府       

66元: 蔡○娟  林○琪       

65元: 朱○溶   

60元:       洪○瑜  林○芩  王○蓉  黃○筑       

55元: 吳○翰       

53元: 鍾○文  王○菀   

50元:       陳○瑾  黃○崴  羅○華  劉○儒  陳○君  洪○雅  林○勳  林○凰   

 劉○巽  郭○翔       

49元: 白○慧       

45元: 賴○霖   

44元:       陳○舜  劉○杰       

42元: 劉○鍠       

39元: 林○英       

38元: 許○嘉       

32元: 徐○展  李○峰  林○珊  黃○瑩   

30元:       吳○鳳  陳○豪  許○喬  陳○婷  劉○如  何○誠       

28元: 白○旻       

27元: 馬○美  李○強       

26元: 李○豪   

25元:       劉○吟       

24元: 陳○玲  王○雯  張○珏       

22元: 陳○昀   

20元:       吳○峯  余○珊  郭○宇  蘇○卿  劉○純  王○全  陳○如       

19元: 鄭○娟  黃○憲       

18元: 江○鴻   

17元:       鄧○琳       

16元: 蔡○宇  呂○鴻       

15元: 陳○君       

14元: 王○娟       

13元: 陳○慈       

12元: 鐘○慈   

11元:       張○銘  吳○翰  阮○誼   

10元:       孟○娟  洪○寧  王○樟  郭○妍  許○方  邱○彬  賴○怡  陳○榮   

 杜○豪  黃○凱  王○懿  陳○欣  葉○緯  吳○嘉  陳○彥 郭○青   

 林○淇   

9元:        簡○鈴  汪○仁  林○權  譚○恩       

8元: 劉○豪  李○緯  簡○婷  彭○瑜   

7元:        郭○心  顏○哲  黃○文  楊○華  林○萾  楊○瑄       

6元: 李○堂  劉○鳳  李○霖  梁○偉  林○潁  李○軒   



P.6 

5元:        吳○銘  石○榮  蔡○訓  王○婷  鄧○諭  李○宏  楊○喬  游○宸   

 張○翔  徐○   

4元:        陳○偉  黃○菻  陳○賓  楊○文  陳○博  李○榮  吳○稜  張○珊   

 張○純   

3元:        楊○憲  黃○愛  倪○源  徐○喻  洪○睿  包○衡       

2元: 李○翰  余○育  林○嘉  魏○鼎  辜○財  陳○宇  楊○璟   

1元:        蔡○慧  王○翔  葉○雯  譚○淇  林○均  羅○翎  王○婕  沈○維   

 廖○軒  葉○欣  曹○瑋  何○金  顏○佑  潘○蓉  黃○雯 王○緞   

 蔡○庭  郭○吟  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