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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896677739 $429 03713917801 帳號 $14286 1205 操盤上課群

捐獻 

$2000 

anna lin $600 Autumn Lee $400 Chang Yi min $600 

CHEN CHIA-LUN $3286 CHEN Guan YU $1200 Chen Yilin $3600 

ChenChunchih $1800 CHENG CHIN 

HSIUNG 

$7143 ChenJu $700 

ChentsaiFumei $6000 ChenYa ju $1200 Chen 淑英 $1500 

CHIAO ZIH LING $1429 Chien Hung-Ju $12600 Ching-Yi Liao $3600 

Christy $500 CHUNG CHIH CHI $2857 cicylia liang $7200 

Daniel Teibel $14400 Donate to disaster 

victims Central 

Vietnam I DONALD 

LIN I 

$714 Donate to 

disaster victims 

Central Vietnam I 

LIN ZONG YE I 

$714 

Eli Liu $7200 ellen shang $2400 Fong Tesng $300 

Footmassage99binhduon

g 

$714 GuTeresa $900 Heidi Su $1000 

Help Flood in Viet Nam $1429 HOMER $7000 HSIN-CHIN 

HSIEH 

$1800 

HUANG MEI HSING(西寧

省) 

$14286 Hung Lam $1750 IBFT Greentech 

公司 

$32357 

Jeff Huang $4200 JEP LEE $1429 Jhih Ying Pan $300 

Jo Hong $600 John Henry 服裝公司 $1262718 Keke WANG $100 

Kuo Chan Yao $1800 LA VI CUONG $7143 LeeMeng chuan $135 

Leesa Lin $28800 LiangMia $600 LiaoAlex $7200 

Lin Dan $600 LIN MENG YI MIKE 

(平陽省) 

$5652 LIN YA HUI $1680 

LINHUNGTAO $1800 LOLIN PENG $5000 LUIHUI $1500 

lushoujen $12000 Marian HSU $1800 mengshai li $3000 

N N $2500 NiJeremy $4800 Paul $900 

Pei Pei Kumawallice $1200 Peng John Chihyong $11000 PENGSHAOBING $1500 

peter lin $330 Raily Lin $1500 Ray Chu 褚瑞溢 $3000 

SAFFRONCASA 公司 $14286 Sam Yen $4399 Shidai Tsai $1800 

Shu-ching Chen $1000 Snow Fox Skincare $57100 Sophie Chang $6600 

sun 必成 $18000 SuYiRu $600 Sydney 

Goldsmith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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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TC Chen $1800 TeAn Yen $4800 TIN CHAI KOO $7200 

TSAI CHENG CHE (西寧省) $14286 TSAI SHAN SHAN $3000 TSAI YI HAN $2857 

TsengShu Ling $1800 TsuoChiayu $600 Vivian Hui Chu 

Chuang 

$600 

WAN HSING HSU $900 WANG KUANG-PING $600 WEI HSIA SHIH $600 

WEN YUAN LIN $2400 Winnie Chan $3600 wu sophia $1000 

YA TING LI $300 Yan Yan $100 YANGCHINYU $600 

YehChu fong $3600 yenn $100 Yingju Chen $800 

Yu Chen Huang $6000 YU YACHUN $600 一個好人互助會 $1500 

丁氏蓉 $1500 丁世杰 $7200 丁立文 $14400 

丁兆平 $4800 丁圭 $14400 丁佩芳 $7200 

丁佩珍 $7200 丁明盛 $7200 丁金蕊 $1800 

丁金龍 $7200 丁俊之 $2400 丁屏 $7200 

丁昭文 $600 丁玲綾 $4800 丁苑娟 $2400 

丁苡喬 $7200 丁振祝 $7200 丁珮珊 $1000 

丁婉琳 $12000 丁赧 $3000 丁勝麟 $600 

丁菊花 $7200 丁雲海 $7200 丁勤 $6000 

丁瑋 $10200 丁瑞閎 $7200 丁維儀 $3030 

丁瑩瑩 $1200 丁靜 $10000 丁識維 $600 

丁麗萍 $7200 九如閱室 $100 二水光國際行銷顧

問有限公司 

$800 

人可環境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1800 刁晴卿 $600 力羽汽車有限公司 $1200 

十八子 $7200 卜二娘 $13200 卜美蘭 $12000 

卜家翔 $7200 卜郭素玉 $7200 卜湘貞 $43200 

卜翠娟 $7300 卜翠萍 $9200 又昌中西健保藥局 $1800 

又盈企業社 $4800 三竹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員工與六親眷屬 

$200 三倍券捐款 $20000 

三暐企業有限公司 $7200 三環新運動事業有限公

司 

$6000 三寶弟子 $2500 

三馨有限公司 $36600 上元生活百貨行 $1000 上億國際實業有限

公司 

$21600 

久寬有限公司 $1200 于士庭 $6600 于女士 $2000 

于子晴 $2000 于崇蘭 $200 于雁 $15000 

于雲琪 $7200 于肇瑛 $7200 于蕙玲 $21600 

于瀚杰 $3000 大田廚房 $1800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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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有限公司中壢環北

展售中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大安社大-玩香草放輕鬆 $10000 大珈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6000 大崙愛心志工團隊 $7200 

大雅記帳士事務所 $21600 大愛生活藥局 $1500 大溪賴祖傳豆花店 $5000 

小可愛 $100 小原綾子 $1900 不具名 $9300 

不留名字 $600 中唯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9600 中華台越新住民關

懷協會 

$42000 

丹羽美術工程工作室 $43200 五公菩薩功德會 $660 五嶽保全股份有限

公司 

$9600 

仁楷國際有限公司 $300 元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400 元揚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 

$7200 

元禮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92629 升豐商行 $14400 卞珮芬 $1200 

及人會 $15000 友呈空調設備有限公司 $1500 友承企業社 $1800 

天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270 天秤座女聲 $5000 天得鋼鐵有限公司 $66000 

天賜眾善 $1700 太古國際汽車有限公司 $200 孔士豪 $7200 

孔祥超 $36000 孔祥潔 $14400 尤文足 $5000 

尤文萍 $7200 尤玟懿 $1700 尤芷妍 $2500 

尤建閎 $7200 尤秋興 $1200 尤添福 $36000 

尤菁 $600 尤萍雲 $500 尤意雲 $28000 

尤綉慧 $511 尤慶丈 $8076 尤韻雯 $100 

尹吉城 $6000 尹青崎 $24000 尹昭德 $7200 

尹虹湄 $14400 尹新亞 $2400 尹曉蓉 $28800 

巴紹.瓦旦 $4800 心淨茶飲 $7200 支黎丹 $7200 

支穎霈 $2400 文山興業視訊 $55000 文信會計師事務所 $14400 

文美丰 $1000 文國華 $16415 方予希 $400 

方仁 $14400 方允岑 $7200 方元亨 方元利 $7800 

方文芸 $300 方月 方麗琴 林正生 

林庭羽 林志杰 

$21000 方世吉 $7200 

方永舜 $7200 方如瑩 $21600 方秀如 $10200 

方京雪 $100 方宜貞 $1000 方怡涓 $1000 

方泫潔 $399 方玠璇 $600 方俊卿 $7200 

方建程 $7800 方春枝 $1200 方柏鈞 $2000 

方玲琳 $1800 方美芳 $14400 方美雲 $7200 

方國銘 $7200 方培珍 $10000 方淑美 $20000 

方淑茹 $7200 方雀娟 $7200 方喬實業有限公司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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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方壹賢 $7200 方惠美 $7200 方瑜 $100 

方軾涵 $9000 方睿曾 $1200 方蓉生 $21600 

方劉貴美 $7200 方錦雲 $4600 方聰慧 $1000 

方麗雲 $6000 方懿德 $14400 日日興股份有限公

司 

$2500 

日亞丹下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8800 日智聰 $7200 木易有限公司 $1400 

木柵大仙府 $950 毛生 $500 毛佳成 $1200 

毛信譽 $7200 毛秋臨 魏志剛 $21600 毛盛一 $7200 

毛蔚領 $18000 毛韻雯 $400 牛念英 $7200 

牛彩屏 $43200 王乙誠 $1000 王入霆 $7200 

王十雲 $4500 王三軍 $16000 王千瑋 $7200 

王小玲 $7200 王中勝 $9600 王仁昌 $1100 

王元良 $21600 王友村 $14400 王天生 $7200 

王天立 $399 王尹貞 $8400 王心五 $21600 

王心宏 $14400 王心怡 $2000 王文一 $10200 

王文正 王文弘 $12000 王文成 $7200 王文吟 $1200 

王文治 $1200 王文斌 $21600 王文雄 $7200 

王文漢 $2400 王文蓮 $4800 王文謙 $200 

王文麗 $7200 王文騰 $600 王月美 $2500 

王世芬 $7200 王世芳 $1800 王世華 $600 

王仕安 $50 王以安 $800 王冬蘋 $7200 

王卉羚 $1000 王可育 $7200 王可欣 $1200 

王可珺 $26400 王正佳 $7200 王正杰 $7200 

王正煌 $2000 王正義 $7200 王玉惠 $3000 

王玉萍 $14400 王玉碧 $300 王立君 $2500 

王仲豪 $500 王仲德 $2800 王伊妮 $100 

王先生 $6000 王名禎 $300 王在祥 $14400 

王如意 $400 王宇 $2400 王有銘 $7200 

王江淑芬 $7200 王百堂 $14400 王伯鈞 $36000 

王佑文 $1000 王吳月美 $1000 王均薇 $1200 

王妍 $399 王妘暄 $2400 王孝軒 $1800 

王宏亨 $400 王宏良 $6000 王彤光 $7200 

王志坤 $7700 王志明 $7200 王志牧 $3600 

王志強 $2400 王志雄 $12000 王志禮 $12000 

王忻幃 $600 王杏桐 余玲玉 $3600 王沁瑀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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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王沛然 $2640 王秀子 $7200 王秀月 $500 

王秀玉 $10200 王秀如 $1000 王秀吟 $7200 

王秀枝 $9200 王秀敏 $7200 王秀琴 $7200 

王秀雲 $2400 王秀鈴 $6000 王秀禎 $14400 

王秀瓊 $7200 王秀鸞 $7200 王育能 $1500 

王育凱 $100 王良友 $500 王貝怡 $1600 

王貝真 $14400 王邑文 $1400 王佩玲 $1800 

王佳真 $10000 王孟萍 $7200 王宜莉 $14400 

王宜慈 $500 王延蕙 $7200 王念慈 $3600 

王怜人 $2400 王怜尹 $7200 王怡仁 $1800 

王怡心 $7200 王怡文 $3028 王怡如 $24000 

王怡婷 $15100 王怡賢 $7200 王明貞 $7200 

王明珠 $7200 王明惠 $3000 王明達 $7200 

王明錝 $7200 王松筠 $1200 王林英 $2500 

王果為.張莉黛 $28800 王欣怡 $1198 王欣禹 $3000 

王欣業 $2800 王武龍 $600 王治詔 $100 

王泊皓 $1000 王泓儒 $6600 王玟錦 $425 

王玫丰 $4200 王玫心 $7200 王玫君 $3000 

王芳莉 $6000 王芸熙 $100 王金山 $7200 

王金木 $7200 王金慧 $4200 王金標 $14400 

王金蘭 $7200 王非凡 $144000 王亭又 $21600 

王亭潔 $1100 王亮月 $7200 王亮勛 $2500 

王亮儒 $500 王俊人 $29400 王俊仁 $2400 

王俊元 $2500 王俊文 $7200 王俊昌 $1000 

王俊能 $7200 王俊偉 $7200 王俊智 $7200 

王俐云 $1000 王信惠 $1800 王信驊 $14400 

王冠中 $14400 王冠勛 $7200 王冠儒 $3600 

王則惠 $100 王前宸 $36000 王勉心 $7200 

王咨渝 $14400 王品几 $1500 王品品 $3600 

王品淵 $798 王品筑 $600 王品鈞 $1596 

王品蓉 $10900 王品嫻 $36000 王奕晴 $3000 

王姻婷 $1200 王姿文 $200 王姿婷 $1688 

王姿薇 $10000 王姿蘋 $2000 王宥媗 $1000 

王宥甯 $7200 王宥驊 $100 王建平 $1800 

王建洲 $7200 王建智 $21600 王建森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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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王彥博 $2066 王政仁 $7200 王政治 $2728 

王政彥 $19800 王星鑫 $1050 王映筑 $14400 

王春忠 $7200 王春熙 $7200 王春嬋 $4200 

王昭正 $7200 王昭蓉 $1800 王昱勛 $7200 

王昱嵐 $2400 王昱斌 $10200 王昱晴 $2000 

王昱椉 $20000 王昱翔 $6600 王昱新 $21600 

王昱璋 $7200 王昱臻 $6600 王昶欽 $7200 

王柏閔 $3200 王洋凱 $7200 王派欽 $6600 

王珍芝 $28800 王皆誼 $19600 王盈珊 $14400 

王盈嫻 $4800 王禹丹 $2000 王秋梅 $600 

王秋婷 $1200 王秋媚 $7200 王秒湘 $2000 

王紀儒 $1800 王美文 $48000 王美珍 $9600 

王美娜 $1000 王美娟 $2200 王美清 $3600 

王美雀 $14400 王美惠 $1000 王美惠 陳信安 $3000 

王美雅 $6000 王美瑛 $7200 王美璧 $7200 

王美麗 $2400 王致祥 $1000 王致舜 $14400 

王若昀 $7200 王若蕎 $7200 王貞雅 $8200 

王郁絜 $5400 王郁雯 $200 王重淯 $1000 

王重斌 王邱淑真 王弘毅 

王雅琳 

$6600 王韋喬 $4800 王韋婷 $600 

王韋閔 $7200 王修彥 $7200 王堉苓 $7200 

王娟娟 $8900 王家珍 $1000 王家浩 $4800 

王宸瑋 $399 王容 $1000 王恩喜 $12000 

王振宇 $31200 王時璟 $21600 王浚愷 $15400 

王浚懿 $14400 王浦安 $500 王海柔 $600 

王珠美 $6000 王珮珊 $7200 王珮珍 $36000 

王珮琪 $100 王珮雯 $7200 王真佩 $600 

王祖虞 $7200 王紋娟 $3600 王素玉 $7200 

王素芸 $24000 王素貞 $12000 王素梅 $9000 

王素鳳 $10000 王財利 $7200 王偉(鹿零) $14400 

王偉旭 $1000 王偉良 $200 王偉誠 $14400 

王偉霖 $2400 王健郎 $2000 王啟芳 $1500 

王啟涼 $6600 王啟鈍 $1200 王國光 $14400 

王國健 $14400 王國堂 $14400 王國樵 $1100 

王國興 $4800 王基旭 $4800 王婉玲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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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王婉榆 $1800 王婉儒 $7200 王崇瑋 $2460 

王康 胡琬玉 王少璇 王少頤 $36000 王彩汝 $7800 王彩衫 $4800 

王彩桂 $1800 王悠汝 $500 王惟人 $3600 

王惟民 $2000 王敏宏 $7200 王敏錡 $2400 

王梅蘭 $600 王淑仁 $1800 王淑玉 $7200 

王淑玲 $1200 王淑真 $17200 王淑婷 $7200 

王淑惠.廖晏麟 $14400 王淑雯 $7200 王淑儀 $7200 

王淑慧_租客祈福 $7200 王淑蓮 $20000 王淑嬰 $7200 

王清標 $1000 王清輝 $36000 王莉華 $36000 

王莛雅 $7200 王陶承 $22200 王凱君 $7200 

王凱諄 $2000 王勝雄 $7200 王堯頴 $400 

王富美 $7200 王富華 $57600 王復生 $7200 

王惠娟 $11800 王斌佳 $7200 王景怡 $4200 

王晴玉 $500 王智慧 $7200 王朝琴 $11000 

王棟柱建築師事務所 $14400 王棟嬌 $7200 王欽勇 $8000 

王欽梅 $7200 王湘傎 $5400 王琪寬 $1800 

王琳 $48000 王硯安 $5400 王筑 $1500 

王翔威 $7800 王舒怡 $7200 王菁芳 $21600 

王華苗 $400 王貴金 $4800 王逸芳 $4800 

王逸蓁 $7200 王鈞柔 $2800 王鈞麟 $7200 

王雅玲 $21600 王雅萍 $4800 王雅慧 $1200 

王雅嬬 $1200 王雅薇 $1000 王雯宜 $7200 

王順玄 $1500 王黃巧如 $60000 王黃碧 $500 

王傳奇 趙淑英 $2000 王勤豪 $11600 王愛 $21600 

王愛琁 $400 王敬中 $1500 王敬文 $21600 

王敬皓 $9600 王楷鈞 $1500 王源豪 $14400 

王煒淇 $1200 王煥中 $7200 王瑋彣 $1500 

王瑜 $600 王瑞珍 $14400 王筱玉 $14400 

王筱筑 $7200 王筱菁 $4800 王綉真 $7200 

王綉鈁 $3600 王義和 $14400 王義閔 $600 

王義順 $21600 王聖智.吳芳怡.王千華.

王禹婷 

$2400 王聖慧 $1000 

王董木榮 $8500 王裕增 $14400 王詣赜 $8300 

王詩媛 $399 王詩琪 $1400 王誠鴻 $2000 

王誠藝 $600 王釉誼 $600 王鈺清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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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王鈺釧 $7200 王鈺媜 $7200 王鈺華 $1200 

王靖善.黃泰宏 $14400 王靖懿 $1800 王嘉民 $600 

王嘉如 $14400 王嘉康 $5000 王夢書 $6600 

王夢蝶 $6600 王嫚翎 $100 王榮文 $200000 

王榮宏 $7200 王瑤蕾 $7200 王碧玲 $2400 

王碧儀 $798 王碩薇 $1200 王福雄 $3000 

王維邦 $21600 王維華 $12000 王翠屏 $7200 

王翠雲 $7200 王翠蘭 $7200 王肇英 $14400 

王臺華 $500 王銘基 $7200 王銘賢 $1200 

王銘樺 $400 王鳳志 $100 王鳳枝 $7200 

王劍涵 $6600 王增華 $14400 王德湧 $14400 

王德雄 $7200 王德愷 $14400 王德維 $800 

王慧中 $21600 王慧卿 $7200 王慧縈 $2400 

王慶增 $36000 王澍筠 $4800 王瑩 $7200 

王瑩婷 $4800 王誼蘋 $7200 王震瑜 $4800 

王霈慈 $3000 王憶珍 $7200 王憶綾 $2000 

王燕芬 $11200 王燕燕 $7200 王興中 $23400 

王蕙玲 $7200 王豫台 $14400 王錦泉 $7200 

王錦德 $7200 王錦豐 $14400 王靜怡 $28800 

王靜珊 $7200 王靜梅 $5400 王靜華 $2000 

王靜萍 $2000 王穗菁 $1800 王聰明 $7200 

王薏雯 $1200 王謝金葉 $7200 王鍵元 $54000 

王豐榮 $7200 王瀠萱 $600 王瓊賢 $3600 

王瓊櫻 $7200 王繪嵐 $7200 王藜蓴 $7200 

王藝儒 $300 王藝穎 $1200 王證婷 $6600 

王韻晴 $79200 王韻筑 $600 王鵬智 $7200 

王鵬程 $12000 王鵬達 $1000 王麗利 $7200 

王麗君 $36000 王麗雪 $100000 王麗晴 $7200 

王麗雯 $14400 王麗雲 $7200 王麗蓉 $7200 

王麗鳳 $14400 王寶玲 $21600 王寶貴 $7200 

王寶誼 $1000 王櫪苓 $1500 王獻之 $14400 

王耀昇 $1200 王耀章 $500 王耀賢 $1200 

王馨瑩 $1000 王騰國 $1200 王騰毅 $266 

王儷霖 $1000 王櫻桂 $28800 王櫻惠 $100 

王鐵君 $21600 王顥學 $14400 世瀞惠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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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丘宏昌 $36000 丘育君 $7200 丘詩園 $21600 

包欣宜 $600 包蕙萍 $1800 北斗黃家魚焿店 $1800 

古日娥 $798 古合秀 $4800 古名伸 $7000 

古秀蘭 林耘笙 $3900 古佳靜 $1500 古怡蘋 $28800 

古建楨 $7200 古玲螢 $3000 古敏君 $500 

古敏鋒 $32400 古陳金蘭 $7200 古博升 $10000 

古蕙菁 $10000 古賴鳴呦 $800 古錦輝 $21600 

古蘭英 $4200 台一憲電腦工作室 $7200 台中市私立孩子國

幼兒園 

$14400 

台北市麗山國小愛心家長團

認輔組 

$7200 台勤實業有限公司 $8200 台鍵營造施佳琪 $798 

台灣昌民股份有限公司 $1800 台灣杰士電池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愛心社 

$36000 台灣美迅有限公司 $7200 

台灣展翅協會 $5000 台灣歐寶貿易有限公司 $60000 史光雲 $72600 

史美娟 $14400 史美慧 $3600 史慕凡 $43200 

史懷則 $7200 四季精緻早午餐店 $1500 外交部 $1160000 

左安珍 $7200 左念豫 $1000 左藏鈞 $1500 

布魯特有限公司 $12000 平安喜樂投資有限公司 $8000 永大電池有限公司 $7200 

永安公司和專家 $24286 永旭資訊有限公司 $15000 永佳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7200 

永億源有限公司 $2400 永聯豐有限公司 $4800 玉祿企業社 $10000 

甘小萍 $399 甘百暚 $2400 甘含笑 $14400 

甘娟娟 $36000 甘詩婷 $7400 田力仁 $2400 

田中孟文 $7200 田中真紀夫 $7200 田名哲 $5000 

田育芬 $10800 田玲珠 $7200 田恩睿 $1800 

田淇隆 $3600 田雪林 $7200 田惠娟 $600 

田稑杞 $600 田嘉暄 $1400 田曉燕 $5400 

田靜宜 $21600 申舍-賀玉潔 $5000 申康 $7200 

白乃夙 $2400 白文斌 $7400 白加州 $1000 

白玉峰 $7200 白全盛 $600 白育澄 $28800 

白佩諭 $1000 白佼靈 $2400 白東興 $7200 

白芷瑄 $6000 白建弘 $2500 白美蘭 $8000 

白哲維 $6000 白哲誌 $400 白庭安 $21600 

白晏銘 $6000 白桂香 $7200 白淯宜 $2000 

白真珠 $20000 白純宜 $3000 白茜儀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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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白淑慧 $7200 白許寶蓮 $7200 白媄綺 $1800 

白惠華 $7200 白景文 $14400 白雅琴 $7200 

白雅鈴 $7200 白璁璇 $1000 白蕙綿 $1200 

白靜雯 $1200 白璨榮 $21600 白鴻玉 $2000 

白璧媛 $1800 白鵬飛 $6000 石永禎 $7200 

石志恆 $3000 石辰盈 $3600 石佩鑫 $500 

石侑鑫 $10000 石忠漢 全文琴 $7200 石昀庭 $3600 

石秉勳 石雨蓉 陳淑玲 $1800 石金珠 $14400 石青華 $7200 

石柏瑞 $4800 石美花 $1500 石晏菱 $1500 

石敏雯 $4500 石進益 $14400 石雅君 $1600 

石毓卿 $21600 石瑜萱 $7200 石碧滿 $14400 

石蔚雯 $7200 石鎔禎 $18000 禾渼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300 

仲宇騰 $1000 仲偉俊 $2000 仲崇硯 $1000 

任元鼎 $8400 任奕潔 $615 任婕 $7200 

任善榆 $10200 任惠芳 $5000 任雄楨 $7200 

任蓓瑜 $7200 伍文寶 $7200 伍王月霞 $7200 

伍南蘋 $7200 伍姿蓉 $14400 伍宥霖 $5400 

伍建璋 $7200 伍家慶 $28800 伍瑞蓮 $21600 

先得利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7200 光明福德祠 $2400 光隆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54000 

全勝鴻實業有限公司 $7200 全斌機器五金行 $7200 匡信國 $300 

印瀚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14400 危麗玲 $14400 合泰藥品有限公司 $400 

合創企業社 $2000 合會人等 $56000 合鼎企業社 $1800 

向秀芬 $4000 在越南的台灣大使館夫

人 

$329571 多惠企業有限公司 $1000 

多麗精典商行 $1200 好思谷有限公司 $5000 好樂迪股份有限公

司 

$30000 

宇頡科技有限公司 $6000 宇翰人力開發有限公司 $14400 安安人力仲介有限

公司 

$7200 

安伯忠 $9600 安原良 $1800 安哲毅 $20000 

安徒生廣告實業社 貢貝穎 $12000 安根有限公司 $1198 安閎金屬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2400 

安德宮 $1000 安蘭仲 $14400 戎錫琴 $600 

成美欣 $2400 成慧美 $6000 成數慶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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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成興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3000 成鋼企業有限公司 $14400 旭川機械有限公司 $7200 

旭野有限公司 $6000 曲晉興 $7200 曲欽玉 $6000 

曲輔華 $7200 有限責任台北市種子清

潔勞動合作社 

$3200 有氧素食 $1200 

朱中 楊金蓮 $1000 朱丹桂 $7200 朱文正 $21600 

朱水松 $1600 朱世澤 $1800 朱正寧 $7200 

朱永光 $7200 朱玉芳 $400 朱玉青 $2000 

朱石雄 $3600 朱仲齡 $7200 朱兆豪 $14400 

朱羽晴 $399 朱妍蓁 $1200 朱孝怡 $7200 

朱育紘 $1000 朱佩怜 $7200 朱佩蘭 $100 

朱念祖 $1200 朱怡 $80000 朱怡柔 $3000 

朱怡蓉 $14400 朱玟錡 $36000 朱芳瑤 $7200 

朱芷萱 $2400 朱芸萱 $1200 朱芽帆 $1000 

朱冠宇 $1000 朱垣銘 $2400 朱奕潔 $7200 

朱奕璇 $7200 朱奕臻 $4800 朱宥銓 $9000 

朱彥龍 $79200 朱春滿 $10800 朱美映 $4800 

朱美淑 $10800 朱美惠 $2400 朱美慧 $7200 

朱美麗 $15000 朱羿寵物美容 $1000 朱致瑋 $2400 

朱英彥 $6000 朱家君 $2000 朱家靚 $1800 

朱時梁 $59200 朱浩遠 $7200 朱浩霖 $7200 

朱素香 $7200 朱翁駒 $2000 朱國珍 $2000 

朱婉艷 $14400 朱情 $21600 朱敏綺 $7200 

朱曼婷 $2400 朱梅素英 $14400 朱淑李 $600 

朱淑娟 $7200 朱翊銨 $36000 朱莉華 $7200 

朱陳彬 $1500 朱曾秋霞 $1600 朱華全 $1200 

朱煦 $2400 朱瑛瑋 $7200 朱瑞珠 $8200 

朱盟雅 $14400 朱稚芬 $7200 朱筱玉 $14400 

朱筱嵐 $7200 朱鈺瑄 $4900 朱嘉惠 $1800 

朱榮 $1600 朱維靖 $1000 朱綺慧 $399 

朱遠德 $7200 朱銘賢 $7200 朱慧玲 $2400 

朱慧敏 $1200 朱瑩娟 $3600 朱瑩熹 $7200 

朱曉琴 $600 朱澤安 $500 朱鴻鎰 $7200 

朱鎔駿 $3600 朱鎧琛 $7200 朱璽潤 $7200 

朱瓊芳 $20000 朱麗月 $3000 朱鐘清 $1000 

朱蘭匡 $1200 朱懿中 $21600 汐止秀珍瑜珈愛五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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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班 吳美滿.詹月嬌

等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汝博承 $1000 江小姐 $300 江文章 $28800 

江文惠 $14400 江月靖 $4800 江仕德 $1800 

江永富 江郁樺 $600 江玉鈴 $19800 江仲瑋 $7200 

江安立 $2500 江旭平 $7200 江旭弘 $7200 

江竹峯 $500 江志華 $6600 江沛芩 $3000 

江沛苢 $3600 江秀玲 $100 江秀美 $28800 

江佩宜 $800 江佩珊 $2000 江佳玲 $7200 

江佳娟 $1200 江佳樺 $6800 江孟妍 $7200 

江孟謙 $1000 江岱軒 $9200 江怡慧 $7200 

江明 $2400 江明修 $21600 江明恭 $2000 

江明蒼 $7200 江明蓉 $1000 江明憲 $13200 

江東輝 $26400 江欣蓮 $399 江芳宜 $4800 

江青諭 $1600 江俊頴 $600 江信甫 $6600 

江信興 $2000 江品宸 $3600 江奕璇 $1800 

江宥蓁 $1500 江建億 $1000 江政道 $4800 

江政毅 $2400 江映賢 $100 江柎銂 $14400 

江柔 $888 江炳煌 $14400 江盈盈 $3000 

江盈蓁 $9200 江美燕 $3600 江衍東 $7200 

江衍銓 $14400 江韋利 $3000 江倩維 $13200 

江振廷 $100 江浩正 $800 江珮琳 $7200 

江珮瑱 $300 江紜怡 $3600 江素君 $14400 

江啓志 $2400 江啟帆 $600 江啟東 $2000 

江國亨 $1200 江婕希 $8400 江彩菁 $2000 

江晨瑄 $20400 江淑娟 $1000 江淑真 $7200 

江淑樺 $144000 江清祺 $1800 江凱行 $7200 

江惠民 $36500 江惠如 $7200 江惠燕 $7200 

江智涵 $600 江雅涵 $1200 江黃秀枝 $7200 

江煜坤 $1000 江瑞清 $12600 江瑞棋 $1800 

江瑞萍 $14400 江葉淑美 $7200 江嘉恒 $21600 

江碧華 $500 江碧蘭 $12600 江鳳嬌 $7200 

江寬慈 $1400 江德煌 $600 江慶仁 $7200 

江慶鴻 $50400 江瑩娟 $3600 江錦龍 $16650 

江靜宜 $1800 江靜儀 $14400 江鎂蘭 $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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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江豐華 江俊誼 江宣萱 $7200 江鎮宇 $2400 江麗華 $28800 

江巍 $15000 池書恭 $1200 池淑鈴 $2400 

牟昌瑞 $3600 牟顯玫 $3000 百二歲國際開發有

限公司 

$7200 

百事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000 竹則安 $7800 竹城京都社區管理

委員會 

$12530 

自由飛翔 $5000 至善之友 $5100 艾秀芸 $7200 

艾兒比有限公司 $798 艾斯企業社 $14400 艾蜜莉投資有限公

司 

$2000 

住友銅管有限公司 $600 佑強投資有限公司 $1000 何乃馨 $7200 

何小玲 $7200 何仁鳳 $4800 何元志 $1800 

何心怡 $7200 何文雄 $27000 何文傳 $4200 

何文騰 $300 何永貴 $48000 何玉瓶 $2400 

何玉森 何黃美智 $3000 何立圳 $14400 何宇宸 $7200 

何妍萱 $7200 何廷雲 $1200 何玖龍 $7200 

何秀菊 $20400 何佩玲 $1800 何佩珊 $18000 

何佳蓉 $600 何侃學 $9600 何依婷 $1200 

何坤榮 $57600 何孟軒 $12000 何宗儒 $7200 

何宗曀 $500 何宗翰 $3600 何宛芃 $10000 

何宜玲 $1200 何宜臻 $4800 何岱育 $399 

何庚倚 $7200 何怡如 $1800 何怡姍 $5199 

何承彥 $1000 何承峰 $12000 何承諭 $50 

何明芳 $14400 何明彥 $14400 何明修 $7260 

何明惠 $7200 何明翰 $1200 何明聰 $7200 

何欣隆 $1000 何芝蘭 $12000 何芳儀 $7200 

何芷妡 $600 何芸錦 $1000 何俊民 $7200 

何俞佑 $7200 何信雄 $14400 何信賢 $1800 

何勉 $6000 何品慧 $100 何奕慬 $7200 

何姿穎 $800 何建邦 $7200 何思佳 $43800 

何昭毅 $1000 何昶嫻 $7200 何柔澐 $7200 

何洲源 $34800 何秋玉 $125 何秋杏 $1800 

何秋玫 $7200 何秋評 $4000 何美玲 $106083 

何羿欣 $7200 何苡玥 $800 何若珊 $7200 

何哲綸 $100 何家榮 $17200 何振文 $14400 

何振明 $57600 何桂卿 $21600 何桂萍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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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何泰儒 $7200 何珮宜 $7200 何祐誠 $3600 

何純帆 $7200 何國裕 $6600 何婉淇 $100 

何婉慈 $7200 何婉瑜 $300 何彩雲 $7200 

何梅清 $14400 何淑貞 $6600 何淑媛 $3600 

何淑翠 $9000 何勝輝 $2000 何惠貞 $3145 

何舒婷 $3000 何進益 葉文玲 $7200 何愷芮 $3000 

何煌富 $7200 何萬青 $36000 何嘉慧 $12600 

何嘉麗 $7200 何碩元 $7200 何静芬 $600 

何慧玲 $399 何曉文 $1000 何靜怡 $2400 

何鴻龍 $7200 何曜麟 $3600 何燿章 $7200 

佘韻安 $1800 余文靖 $7200 余文豪 $6000 

余以欣 $1200 余玉如 $7200 余玉葉 $10000 

余立飛 $71400 余仲元 $11000 余仲明 $1000 

余光榮 $7200 余宏達 $200 余汶臻 $1500 

余亞璇 $14400 余孟芳 $200 余宗泫 余昱澂 余

鴻文 林月鳳 余承

霙 

$6000 

余宗泫余昱澂余鴻文林月鳳

余承霙 

$5100 余宗健 $7200 余幸惠 $7200 

余明憲 $200 余昔真 $28800 余東育 $7200 

余欣怡 $399 余欣潔 $400 余采甯 $600 

余俊松 $100 余威亮 $2400 余宥蓁 $600 

余彥瑤 $7200 余珈瑢 $14400 余美貞 $1200 

余美香 $200000 余苓瑀 $6000 余修賢 $7992 

余哲維 $7200 余浩宇 $5400 余浩維 $8800 

余珮琪 $7200 余偉仁 $1200 余國樑 $7200 

余崑玉 $1800 余敏嘉 $200 余荷仙 $7200 

余許秀 $700 余喬媛 劉啟樟 $7800 余紫淇 $2500 

余閔雄 $7200 余雅琪 $7200 余楊巽任 $400 

余榮剩 $4800 余漢昌 $7200 余綺雲 $1000 

余憶佐 $10000 余龍柱 $21600 余襄紜 $200 

余麗紅 $14400 余麗華 $2000 克臻有限公司 $3600 

利鴻志 $36000 君馨企業有限公司 $7200 吳乃蓉 $1000 

吳久明 $7200 吳子晴 $14400 吳小姐 $100 

吳小芬 $3000 吳小娟 $7800 吳介中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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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吳介晉 $7200 吳允金 $1200 吳心心 $7200 

吳心慈 $14400 吳心綾 $6000 吳文宏 $28800 

吳文昌 $7200 吳文明 $600 吳文胡 $7200 

吳文欽 $400 吳文皓 $400 吳文銘 $7200 

吳文聰 $1000 吳月霞 $7200 吳水旺 $14400 

吳火根 $3000 吳令如 $17400 吳台琪 $2400 

吳右喬 $7200 吳永明 $10200 吳永進 $7200 

吳永禎 $36600 吳玉凡 $4800 吳玉玲 $2400 

吳玉惠 $7200 吳玉琴 $7200 吳玉華 $7200 

吳玉雲 $300 吳玉鼎 $21600 吳玉霞 $7200 

吳仰程 $13200 吳仲豐 $9600 吳伊倫 $7200 

吳兆倫 $1200 吳再居 $21600 吳多 $14400 

吳宇秦 $12600 吳宇軒 $14400 吳宇捷 $3600 

吳守格 $2400 吳安妮 $28800 吳安旺 $600 

吳安桃 $7200 吳有欽 $1500 吳竹苹 $7200 

吳米能 $7200 吳羽萍 $100 吳老見 $600 

吳自益 $7200 吳伯任 $36000 吳克禧 $300 

吳宏仁 $14400 吳宏勝 $7200 吳希榮 $1000 

吳志方 $14400 吳志玄 $1200 吳志杰 $14400 

吳志峰 $7200 吳志偉 $5400 吳志堂 $7200 

吳志榮 $600 吳汶龍 $7200 吳沐霖 $7200 

吳沛澄 $7200 吳秀土 $28800 吳秀玉 $4800 

吳秀珠 $14400 吳秀真 $3600 吳秀雲 $1800 

吳秀鳳 $6000 吳秀潤 $6600 吳秀麗 $21000 

吳芃逸 $600 吳京儒 $5000 吳佩安 $2000 

吳佩倫 吳佩倫 $399 吳佩凌 $1000 吳佩娟 $5000 

吳佩娥 $90000 吳佩真 $7200 吳佩儒 $7200 

吳佩諭 $1800 吳佳玟 $1000 吳佳玲 $9000 

吳佳珍 $32000 吳佳盈 $10000 吳佳貞 $1000 

吳佳純 $400 吳佳惠 $2500 吳佳蓉 $300 

吳佳憲 $3300 吳佳樺 $1200 吳佳穎 $77100 

吳佳縈 $120000 吳侑儒 $100 吳卓玲 $14400 

吳周峯 $7200 吳周淼 $7200 吳咏欣 $600 

吳坤益 $1000 吳孟宜 $5400 吳孟純 $1300 

吳孟澐 $1000 吳孟儒 $3600 吳孟錞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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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吳季紀 $500 吳季隆 $7200 吳宗晏 $7200 

吳宗祐 $21600 吳宗賢 $7800 吳宗輝 $14400 

吳宗寰 $600 吳宗翰 $600 吳定榆 $14400 

吳宛倫 $1000 吳宛真 $1000 吳宛蓉 $14400 

吳宜人 $2200 吳宜臻 $14400 吳宜臻 楊耿忠 $14400 

吳宜靜 $7200 吳尚諭 $1200 吳尚鴻 $5400 

吳岡樺 $43200 吳岱庭 $200 吳岱鴻 $7200 

吳岳峰 $7200 吳幸寧 $600 吳幸蓉 $1000 

吳庚霖 $1800 吳延宇 $7200 吳忠平 $21600 

吳忠和 $1500 吳忠昌 $600 吳念儒 $24000 

吳怡玟 $798 吳怡柔 $500 吳怡玲 $2400 

吳怡珍 $1500 吳怡嬅 $600 吳怡慧 $10200 

吳怡靚 $6000 吳怡螢 $7920 吳承彥 $7200 

吳承鈞 $14400 吳承澕 $200 吳承憲 $7200 

吳旺基 $8000 吳旻樺 $7200 吳昇容 $200 

吳明仁 $7200 吳明世 $600 吳明忠 $14400 

吳明洲 $7200 吳明珊 $3600 吳明珏 $36000 

吳明修 $1200 吳明峯 $12000 吳明珠 $7200 

吳明淳 $1000 吳明發 $14400 吳明輝 $2500 

吳明勳 $3376 吳明霖 $14400 吳明璿 $600 

吳易欣 $67200 吳易釗 $14400 吳易澄 $13200 

吳易翰 $7200 吳東明 $7200 吳東翰 $5400 

吳欣怡 $1500 吳欣蓉 $7200 吳炎龍 $21600 

吳玟靜 $7200 吳秉逢 $100 吳秉湳 $600 

吳秉叡 $7200 吳秉翰 $1200 吳芮凱 $300 

吳芳琴 $7200 吳芳萍 $5000 吳采玉 $2400 

吳采玲 $798 吳采庭 $7200 吳采縈 $3600 

吳金芃 $7200 吳金枝 $7200 吳金美 張永裕 $7200 

吳金霞 $7200 吳阿相 $400 吳阿慶 $600 

吳非凡 $1200 吳亭毅 $300 吳亭穎 $14400 

吳俊平 $200 吳俊宏 $7200 吳俊昇 $50000 

吳俊彥 $3600 吳俊熙 $14400 吳俊賢碧真 $798 

吳俊錩 $6000 吳俊頤 $21600 吳俐君 $1000 

吳信位 $100 吳信和 $7200 吳冠伋 $1000 

吳冠宏 $1200 吳冠屏 $700 吳冠儀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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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吳冠霖 $7200 吳勁頤 $500 吳厚明 $21600 

吳厚德 $7200 吳咨杏 $19000 吳品漩 $300 

吳奕九 $600 吳奕賢 $6600 吳奕勳 $500 

吳奕穎 $200 吳姿吟 $10000 吳姿萱 $7200 

吳姿慧 $5400 吳威琳 $19800 吳建明 $1200 

吳建國 $5400 吳建興 $3000 吳彥雯 $14400 

吳彥群 $7200 吳思慧 $600 吳政哲 吳佩庭 $500 

吳政逸 $4800 吳政道 $2400 吳施嬌 $600 

吳映民 $1200 吳昭瑜 $4000 吳昱青 $1200 

吳昱豪 $15000 吳昱賢 $600 吳昱樺 $600 

吳柏毅 $7200 吳柏勳 $2190 吳柏樹 $10200 

吳柏諭 $4200 吳柳蓓 $8400 吳洛維 $6000 

吳炳 $14400 吳珈維 $10300 吳珍溶 $1500 

吳盈萱 $6600 吳秋美 $2400 吳秋蓉 $7200 

吳秋樺 $12000 吳秋霞 $8700 吳科鋰 $3800 

吳美怡 $300 吳美枝 $1800 吳美津 $14400 

吳美玲 $3600 吳美香 $500 吳美娟 $12200 

吳美雲 $1000 吳美葳 $100 吳美滿 $7600 

吳美慧 $14400 吳羿霈 $1800 吳致堯 $14400 

吳致葳 $7200 吳致緯 $7200 吳苗嫻 $7200 

吳若華 $1000 吳若葳 $7000 吳若嘉 $7200 

吳英蜀 $14400 吳重達 $21600 吳韋狄 $600 

吳倩綿 $14400 吳員志 $1500 吳哲育 $100 

吳娘妹 $7200 吳娟娟 $1200 吳家伶 $3000 

吳家宏 $7200 吳家和 $7200 吳家欽 $14400 

吳家進 $7200 吳家瑜 $2800 吳家豪 $3600 

吳家儀 $7200 吳家嫻 $36000 吳恩熙 $400 

吳振誠 $7200 吳晉忠 $3600 吳桂芳 $500 

吳桂蘭 $15000 吳珮雯 $7200 吳珮慈 $1500 

吳珮裕 $500 吳珮綺 $7200 吳益文 $600 

吳益彰 $600 吳祐槿 $7200 吳祐霆 $7200 

吳紋如 $1500 吳純綾 $7200 吳紜沛 陳立彬 $798 

吳振誠 $7200 吳晉忠 $3600 吳桂芳 $500 

吳桂蘭 $15000 吳珮雯 $7200 吳珮慈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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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吳珮裕 $500 吳珮綺 $7200 吳益文 $600 

吳益彰 $600 吳祐槿 $7200 吳祐霆 $7200 

吳紋如 $1500 吳純綾 $7200 吳紜沛 陳立彬 $798 

吳素卿 $7200 吳素蓮 $14400 吳耿源 $100 

吳軒齊 $500 吳偉誠 $21600 吳健豪 $1200 

吳啟仲 $7200 吳啟豪 $400 吳國正 $800 

吳國忠 $600 吳國南 $6600 吳國樑 $14400 

吳培基 $2500 吳培琪 $600 吳婉汝 $1000 

吳婉綺 $9200 吳崑木 $1200 吳崧銘 $7200 

吳彩玲 $14400 吳從 $7200 吳梓維 $1200 

吳梨秋 $14400 吳淑芬 $9900 吳淑玲 $21600 

吳淑珍 $7200 吳淑科 $5000 吳淑貞 $7200 

吳淑娟 $7200 吳淑真 $28800 吳淑惠 $53200 

吳淑華 $4800 吳淑萍 $2400 吳淑瑛 $5400 

吳淑禎 $6000 吳淑蓉 $14400 吳淑慧 $1400 

吳淑靜 $1200 吳淡如 $5400 吳翎溱 $2000 

吳袓安 $7200 吳連娣 $7200 吳連發 $14400 

吳凱琪 $7200 吳凱琳 $5400 吳喆宇 $2100 

吳富山 $7200 吳惠玲 $33400 吳惠珍 $600 

吳惠貞 $36000 吳惠娟 $1000 吳惠曼 $7200 

吳惠端 $28800 吳朝財 $7200 吳棠 $3000 

吳渭川 $8400 吳畯憲 $14400 吳紫華 $1000 

吳菁華 $82192 吳菘逸 $1200 吳詠綺 $7200 

吳貴鑾 $2400 吳進枝 $14400 吳鈁渝 $300 

吳隆進 $7200 吳雅均 $500 吳雅芸 $5000 

吳雅珊 $1500 吳雅茹 $500 吳雅婷 $8000 

吳雅媛 $19800 吳雯琦 $6000 吳愛玲 $14400 

吳新恭 $6000 吳會華 $7200 吳毓桂 $3000 

吳瑄瑄 $14400 吳瑋政 $7800 吳瑜瑜 $15000 

吳瑞君 $600 吳瑞珠 $200 吳瑞琪 $9600 

吳畹玉 $3600 吳筱雯 $399 吳綕龍 $7200 

吳義蘭 $7200 吳聖民 $7200 吳聖照 $6000 

吳葆瑞 $14400 吳董明 $7200 吳裕國 $7200 

吳詩璇 $200 吳詩蘋 $4800 吳詹麗華 $36000 

吳嘉和 $2000 吳嘉玲 $1000 吳嘉貞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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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吳嘉宸 $500 吳嘉賢 $5400 吳榮生 $7200 

吳榮吉 $2000 吳榮芳 $7200 吳碧雲 $6000 

吳碩庭 $7200 吳碩豐 $7200 吳維崇 $7200 

吳綵秦 $7200 吳綺齡 $3000 吳翠樺 $1000 

吳翠鴻 $5800 吳趙春桃 $100 吳銘龍 $7200 

吳鳳英 $7200 吳慧德 $7200 吳慧潔 $7200 

吳慶鴻 $600 吳蔓君 $1000 吳蔚 $1200 

吳蔡彩端 $600 吳質義 $7200 吳養正 $600 

吳憲林 $14400 吳憲璋 $7200 吳曉芩 $21600 

吳曉梅 $6000 吳蕙如 $2400 吳蕙敏 $14400 

吳錦麗 $1200 吳錫崇 $13200 吳靜 $36000 

吳靜宜 $1500 吳靜苑 $7200 吳靜蘭 $7200 

吳環純 $3000 吳聲榮 $7200 吳薇薇 $7200 

吳謙信 $18000 吳鴻星 $50 吳黛莉 $14400 

吳曜宇 $7200 吳謨吉 $36000 吳豐傑 $3000 

吳雙喜 姚秀貴 $300 吳懷續 $4800 吳瓊霞 $7200 

吳麗英 $14400 吳麗卿 $1800 吳麗能 $14400 

吳麗華 $14400 吳麗嬋 $8000 吳寶玉 $8200 

吳寶芬 $10000 吳寶娟 $8700 吳耀澤 $22800 

吳鑑芝 $3000 吳鑫瑛 $7200 呂又慧 $3000 

呂子菡 $600 呂之蓉 $21600 呂元美 $3000 

呂心瑋 $3500 呂文忠 $3200 呂文鶯 $500 

呂永輝 $7200 呂玉鳳 $2400 呂立偉 $399 

呂有維 $7200 呂至士 $14400 呂宏裕 $21600 

呂志銘 $10000 呂志鵬 $500 呂秀梅 $4800 

呂秀惠 $7200 呂育沅 $4800 呂佩蓉 $399 

呂佩樺 $7200 呂佳佳 $600 呂佳真 $1200 

呂佳潔 $800 呂佳霖 $7200 呂奇軒 $17150 

呂姈臻 $7200 呂姍真 $200 呂孟倢 呂品羲 $24000 

呂宗蔚 $3600 呂宛庭 $399 呂宜蓁 $1100 

呂宜燕 $14400 呂岳謙 $7200 呂幸宜 $7200 

呂忠雄 $600 呂念樵 呂建慈 $1700 呂怡慧 $56 

呂於親 $2500 呂明桂 $1500 呂明泰 $7200 

呂明憲 $7200 呂易修 $14400 呂欣穎 $1500 

呂金生 $798 呂金蓮 $1000 呂金燕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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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呂長鐘 $1200 呂俊德 $300 呂俐錡 $3600 

呂冠廷 $600 呂姵樺 $28800 呂姿蓉 $1200 

呂威德 $1500 呂彥儀 $7200 呂昺漢 $1500 

呂柏勳 $1600 呂盈洲 $7200 呂美娥 $2400 

呂美清 $7200 呂美莉 $1200 呂美滿 $600 

呂美錦 $14400 呂苡瑄 $14400 呂英奇 $600 

呂香燕 $14400 呂宵螢 $1200 呂家柔 $1000 

呂挺嘉 $7200 呂桐 $300 呂珮慈 $2500 

呂祐德 $2400 呂健名 林翠雲 $1000 呂婉榆 $1200 

呂婉慧 $7200 呂崇敬 $7200 呂涵綸 $1200 

呂淑貞 $14400 呂淞雲 $600 呂清雄 $16800 

呂理成 $7200 呂理政 $600 呂翊敬 $7200 

呂許昱 $1000 呂凱文 $2500 呂惠玉 $2400 

呂惠美 $7200 呂惠敏 $11000 呂湘英 $7200 

呂登土 $28800 呂雅婷 $400 呂煦宗 $21600 

呂瑋慈 $800 呂瑞蘭 $7200 呂榮輝 $7200 

呂德義 $4800 呂慶元 $21600 呂慶豐 $500 

呂潤瑜 $7200 呂澎澤 $7200 呂學之 $7200 

呂錦福 呂楊愛玉 $26000 呂鎧宏 $3600 呂馥君 $1800 

呂韻琴 $7200 呂麗玲 $1000 呂麗雪 $7200 

妙音 $2000 妙音護生圖書館 $6000 宋子清 $1200 

宋子德 $7200 宋中原 $15600 宋文隆 $1200 

宋月華 $2500 宋幼齡 $3000 宋伍盛 $1600 

宋好款 $24000 宋妤 $14400 宋孝祖 $7200 

宋沛桓 宋沛芸 $7200 宋佩樺 $399 宋坤成 $200 

宋岳穎 $600 宋怡潔 $200 宋芳綺 $1800 

宋芳潔 $5800 宋俞 $43200 宋俞仟 $4400 

宋威 $7200 宋恩佳 $400 宋素卿 $2400 

宋淑美 $600 宋莉莉 $14400 宋菀庭 $300 

宋逸波 $14000 宋碧琳 $20000 宋福元 $7200 

宋麗青 $1200 宋麗珍 $1200 宏沅土木包工業 $1000 

宏沛國際有限公司 $3600 宏達經營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 

$36000 尾藤恵子 $1500 

巫中洲 $3000 巫珊蒂 $1500 巫秋憶 $100 

巫淑美 $7200 巫淑茹 $7200 巫瑞月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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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巫瑞達 $1800 巫詩翎 $7200 巫靜蓉 $7200 

巫瀅緹 $7200 弄奕國際有限公司 $2500 彤綾精品行 $5000 

李 $1300 李千之 $1500 李士傑 $399 

李大興 $16200 李子芸 $400 李小姐 $2300 

李中央 $7200 李中寧 $10000 李之豪 $7200 

李仁傑 $7200 李天佑 $1800 李天祐 $7200 

李天傑 $20000 李少彣 $1000 李少華 $2400 

李心怡 $1800 李心發 $7200 李心筠 $1800 

李心潔 $7200 李文宇 $14400 李文忠 $7200 

李文峯 $7200 李文盛 $4800 李文喬 $12400 

李文斌 李陳秀 $100 李文福 $36000 李文賢 $12000 

李文鴻 $2400 李月華 $1800 李月雲 $7200 

李月瑾 $2000 李世偉 $14400 李世發 $7200 

李世誠 $28800 李世慶 $21600 李台民 $1000 

李右璿 $2400 李四陽 $400 李巧婷 $4200 

李幼喬 $36000 李正財 $10000 李正雄 $3000 

李正龍 $1200 李永萍 $7200 李永福 $7200 

李永儀 $2400 李永德 $7200 李永賢 $13200 

李玉如 $7200 李玉芳 $5600 李玉珠 $7200 

李玉華 $7200 李玉鈴 $400 李玉蓮 $14400 

李甘龍 $28800 李丞恩 $2500 李丞皓 $7200 

李伊睿 $7200 李先居 $21600 李光庭 $5400 

李光輝 $15000 李守薇 $6600 李安堉 $400 

李安娜 $7200 李安喜 $3000 李安晴 $800 

李成都 $8000 李旭彬 $2000 李有吉 $2100 

李汝怡 $1000 李竹香 $7200 李竹燕 $14400 

李至金 $7400 李至善 $7200 李伯偉 $2700 

李克雄 $14400 李吳柄 $14400 李妍慧 $6600 

李妙梅 $14400 李宏仁 $100 李宏治 $73600 

李宏展 $600 李宏毅 $100 李志仁 $1500 

李志宏 $43200 李志威 $6000 李志哲 $800 

李志彬 $350 李志翔 $21600 李志華 $1500 

李志鴻 $10500 李杏翠 $6000 李沐恆 $2400 

李沐蓉 $1800 李沐潔 $798 李沛華 $7200 

李沛穎 $7200 李秀芬 $7200 李秀金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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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李秀玲 $7200 李秀珍 $14400 李秀美 $16200 

李秀珠 $7200 李秀琴 $3000 李秀華 $2500 

李秀碧 $3600 李秀蜜 $7200 李秀儀 $1500 

李育中 $7200 李育奇 $900 李育能 $1000 

李芊妤 $3000 李辰俞 $1200 李亞民 $500 

李亞男 $600 李亞霖 $1000 李京郁 $500 

李京哲 $200 李京翰 $6000 李佩芸 $3600 

李佩玲 $7200 李佩蓁 $300 李佩蓉 $19200 

李佩璇 $800 李佩璇谷杰 $399 李佩儒 $798 

李佩樺 $3300 李佩穎 $7200 李佩齡 $3600 

李佳芸 $1800 李佳玲 $1700 李佳盈 $1800 

李佳貞 $11400 李佳倩 $1200 李佳凌 $4800 

李佳真 $7200 李佳琪 $1200 李佳綺 $600 

李佳蒨 $300 李佳蓁 $6000 李佳誼 $7200 

李佳樺 $600 李佳燕 $3900 李佳穎 $17200 

李佳霖 $3900 李佳鴻 $2798 李佶璋 $1750 

李佶叡 $2400 李來好 $7200 李依儒 $800 

李依樺 $7200 李典宸 $300 李典榮 $300 

李典叡 $400 李卓立 $7200 李坤 $600 

李坤洲 $28800 李坤章 $1200 李坤霖 $8400 

李妮 $4000 李孟宏全家 $2400 李孟怡 $3600 

李孟娟 $7200 李孟潔 $3000 李孟蓴 $600 

李季 $6600 李季霓 $1800 李季霖 $100 

李宗悌 $30000 李宗德 $1000 李宗憲 李美玲 李

明和 郭玉珍 

$7200 

李宛芩 $1500 李宛玲 $1800 李宜欣 $399 

李宜芳 $8700 李宜芳 $1000 李宜娟 $2000 

李宜容 $1800 李宜栩 $14400 李宜真 $5000 

李宜蓁 $7200 李宜瑾 $7200 李宜儒 $7200 

李宜樺 $2400 李宜縉 $1800 李宜靜 $100 

李岱曄 $2400 李岳峰 $1000 李岳霞 $7200 

李幸男 $7200 李幸純 $400 李幸瑜 $144000 

李延華 $6600 李忠訓 $14400 李忠敏 $14400 

李忠遠 $3000 李忠霖 $19400 李忠聰 $7200 

李念祖 $5000 李念臻 $14400 李怡萩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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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李怡德 $7600 李怡瑩 $7200 李怡賢 $8200 

李怡儒 $6000 李承恩 $2400 李承軒 $1200 

李承儒 $1400 李承勳 $7200 李旻貞 $3600 

李旻蓁 $800 李旻憲 $4000 李昀真 $7200 

李昀潔 $12603 李昀靜 $800 李昆玲 $14400 

李昌仁 $7200  $100 李明秀 $500 

李明宜 $4800 李明玲 $5800 李明倫 $5000 

李明峰 $7200 李明泰 $1800 李明富 $1000 

李明道 $7200 李明維 $7200 李明翰 $200 

李明霙 $1000 李易平 $7200 李易真 $1200 

李易儒 $7200 李易暹攝影工作室 $2000 李昕潔 $7200 

李昕璋 $7200 李昕叡 $7200 李杰達 $15000 

李東宜 $730 李東益 $7300 李東諺 $1800 

李松仁 $43200 李松青 $3600 李欣玲 $5400 

李欣容 $100 李欣嬡 $3600 李欣寰 $7200 

李欣憶 $600 李欣樺 $2500 李欣霞 $1800 

李治 $300 李沿蓁 $7200 李泯瑱 $1800 

李泳蓁 $1015 李炎堂 $14400 李玟儀 $7200 

李秉林 $200 李秉青 $600 李秉哲 $14400 

李秉葳 $7200 李秉榮 $7200 李空儒 $7200 

李芬芬 $3640 李芳蘭 $12000 李采蓁 $200 

李金水 $72000 李金城 $26400 李金峰 $4800 

李金盛 $14400 李金華 $2800 李金蓮 $7200 

李金蘭 $600 李長海 $8800 李長遠 $3000 

李長龍 $7200 李阿秋 $1800 李青瑩 $14400 

李青霞 $7200 李俁慬 $1200 李俊生 $1000 

李俊明 $3600 李俊寬 $21600 李俊儒 $14400 

李信雄 $20000 李冠祥 $43200 李冠逸 $140 

李冠葦 $400 李冠瑩 $1800 李冠緯 $44400 

李冠錡 $7200 李前珍 $7200 李品儀 $11500 

李奕興 $43200 李姿德 $1500 李威 $14400 

李威劭 $1000 李威葳 $1000 李威豫$500 楊子

毅$300 

$1600 

李宣穎 $4800 李宥萱 $500 李宥萻 $7200 

李宥蓁 $500 李宥徵 $7200 李宥賢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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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李宥澤 $12000 李建宏 $14400 李建昌 $14400 

李建昌 李曉玫 $399 李建模 $14400 李建勳 $1500 

李建興 $16400 李彥坤 $14400 李彥玲 $7200 

李彥徵 $7200 李彥德 $4800 李彥慶 $5300 

李彥鋒 $14400 李思慧 $14400 李思瑩 $7200 

李思緣 $8400 李思霈 $6600 李恒昇 $21600 

李恒德 $120000 李政育 $24000 李政緯 $2000 

李政諺 $3600 李春媛 $3000 李昭儀 $1200 

李昱蓁 $800 李枳萲 $100 李柏杉 $300 

李柏緯 $100 李柏鋒 $7200 李柔羽 $200 

李洛安 $3600 李洧宬 $7200 李洳鋧 $2400 

李為仁 $7200 李珍鳳 $2400 李盈渝 $2000 

李盈儀 $7200 李盈潔 $3000 李祈蓁 $1800 

李祉萱 $200 李秋月 $600 李秋虹 $1031 

李秋蓉 $1000 李秋燕 $4800 李科宏 $12600 

李科豎 $7200 李紀蒂 $600 李美枝 $1200 

李美芳 $7200 李美玲 $14400 李美紅 $7200 

李美英 $6000 李美娟 $21600 李美容 $13200 

李美惠 $12000 李美萱 $6600 李美慧 $4800 

李美諒 $7200 李美鐶 $16800 李羿澄 $7200 

李胤慶 $7200 李致乘 $6000 李若芳 $7200 

李若渶 $1000 李若翔 $38400 李若靚 $2900 

李英勇 $7200 李英誠 $8600 李英豪 $7200 

李英輝 $44400 李衍亮 $2000 李貞宜 $100 

李貞燕 $4800 李郁青 $7200 李郁婷 $6000 

李修身 $1800 李倍健 $200 李哲瑜 $600 

李家如 $2400 李家靖 $7200 李家豪 $600 

李家誼 $1000 李家翰 $3300 李家璐 $7200 

李庭棻 $7200 李庭蓁 $7200 李恩儒 $7200 

李振楷 $600 李振鈴 $200 李振豪 $7200 

李振魁 $28800 李時嘉 $7200 李書耕 $7200 

李書萍 $4800 李栩安 $3600 李桐輝 $14400 

李珣 $3100 李珮婷 $1000 李珮華 $7200 

李珮綺 $300 李益吉 $7200 李益榮 $1200 

李純萍 $7200 李素娟 $7200 李素琴 $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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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李素雯 $14400 李素鈴 $1200 李軏瀚 $3000 

李高成 $177600 李偉新 $72000 李偉誌 $1800 

李偉鳳 $14400 李偉德 $1500 李健弘 $7200 

李國原 $21600 李國華 $7200 李國寧 $14400 

李國榮 $7200 李國瓊 $14400 李培嫈 $2900 

李堃豪 $7440 李婉容 $28800 李婉梅 $14400 

李婉慧 $7200 李婕寧 $3000 李尉慈 $28800 

李尉業 $7200 李彩玉 $6000 李敏郡 $7200 

李敏瑜 $2400 李晨邦 $1200 李曼慈 $200 

李梅菁 $100 李梓玄 $7200 李梨君 $6600 

李淑宜 $14400 李淑冠 $21600 李淑珠 $1200 

李淑惠 $19200 李淑華 $8500 李淑楨 $21600 

李淑瑛 $14400 李淑端 $399 李淑嫻 $21600 

李淑慧 $9600 李淑盧 $7200 李淑艷 $1000 

李淳榆 $7200 李清正 李林秀卿 $7200 李清明 $7200 

李清香 $9600 李盛如 $2400 李祥昌 $14400 

李祥琦 $12000 李祥華 $7200 李紹芬 $21600 

李翊愷 $7200 李翊榛 $5000 李翊禎 $1000 

李逢毓 $300 李雀華 $14400 李勝棠 $28800 

李富祝 $1200 李富榮 $14400 李惠珍 $6000 

李惠敏 $4000 李惠琪 $2000 李惠雯 $6600 

李惠滿 $7200 李惠蓉 $10440 李晶儀 $1500 

李湘涵 $1800 李琦芳 $6000 李琦美 $14400 

李琳 $1500 李登農 $24000 李皓帆 $14400 

李筑軒 $1800 李舒嫻 $1800 李舜治 $14400 

李菁菁 $400 李菡 $7200 李進榮 $9600 

李逸昇 $14400 李逸琳 $1200 李鈞瑋 $7200 

李鈞耀 $7200 李陽昇 $1000 李雅玭 $7200 

李雅婷 $399 李雅惠 $7400 李雅琪 $7800 

李雅琴 $1800 李雅華 $10000 李雅雯 $7200 

李雅寬 $12000 李集湉 $1800 李順英 $36000 

李幹榮 $7200 李意芬 $6000 李愛眉 $400 

李新儀 $1000 李毓婷 $1800 李煥穎 $7200 

李照子 $3600 李瑀桐 $1998 李瑋瑛 $175 

李瑞文 $7200 李瑞珍 $600 李瑞華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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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李盟燦 $10200 李群 $7200 李聖才 $7200 

李萬豐 $600 李裕添 $7200 李嘉君 $1200 

李嘉芳 $6000 李嘉恩 $2500 李嘉偉 $29600 

李嘉淑 $5000 李嘉琦 $14400 李嘉琳 $15600 

李嘉華 $7200 李榮純 $3500 李榮進 $7200 

李榮輝 $7200 李漢源 $1200 李甄茹 $1500 

李睿芸 $1000 李睿恩 $7200 李睿楷 $1200 

李碧玲 $1800 李碧惠 $12400 李碧瑤 $1000 

李碧環 $1200 李碩 $6000 李維芳 李欣恩 李

嘉芳 

$7200 

李緒純 $14400 李翠娟 $14400 李翠鈴 $1000 

李臺杰 $1800 李臺華 $7200 李遠勝 $7200 

李銀榮 $4800 李鳳美 $6600 李鳳栩 $7200 

李鳳珠 $14400 李鳳菊 $7200 李德和 $6600 

李德容 $2400 李德達 $1200 李慧民 $7600 

李慧玲 $7200 李慧娟 $7200 李慧菁 $1800 

李慧華 $2000 李慧蘭 $600 李輝 $28800 

李憶涵 $2380 李曉媛 $1200 李曉雲 $7200 

李樹昌 $1200 李澤卿 $122000 李澤宬 $7200 

李璟蓉 $3000 李蕙珊 $1800 李蕙菁 $2400 

李蕙華 $3600 李蕙蘭 $7200 李諺儒 $7200 

李豫豪 $590 李錦好 $10200 李錦坤 $4000 

李錦珠 $21600 李錦耀 $2400 李錫銘 $8700 

李靜佳 $8800 李靜芳 $500 李靜華 $14400 

李應儒 $50 李濬詠 $7200 李翼丞 $7200 

李聯祥 $1500 李聰德 $24000 李謙成 $7200 

李鴻文 $3000 李鴻冰 $1800 李鴻林 $1800 

李黛慧 $1500 李曜甫 $7200 李璧秀 $7200 

李藍桔 $9600 李藍寶 $4000 李馥 $1600 

李瓊英 $1200 李證菴 $7200 李麒森 $7200 

李麗玉 $14400 李麗昕 $7200 李麗芬 $7200 

李麗玲 $7200 李麗秋 $57600 李麗梅 $14400 

李麗琴 $14400 李麗華 $1200 李麗勤 $7200 

李寶玲 $3600 李繼平 $6100 李櫻嬌 $14400 

李蘭湘 $200 李懿軒 $7200 李鑑恒 $4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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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李顯毅 $1500 李觀耀 $399 杜心渝 $14400 

杜希聖 $7200 杜汶昇 $1000 杜秀琴 $7200 

杜佳純 $14400 杜佳靜 $7200 杜幸蘭 $7200 

杜明泰 $7200 杜秉霖 $7200 杜金凌 $14400 

杜青紡 $7200 杜信通 $1500 杜映萱 $7200 

杜昭慶 杜曾麗環 $14400 杜致成 $14400 杜家軒 $16200 

杜家銓 $7200 杜庭維 $500 杜耿邦 $500 

杜涵穎 $6000 杜善元 $9000 杜智弘 $5400 

杜象設計工作室 $9600 杜進發 $1600 杜灌芸 $200 

杜蘭琳 $1800 杞明錫 $7200 汪三華 $600 

汪仁杰 $7200 汪丕杰 $38400 汪志鵬 $7200 

汪明耀 $2000 汪治儀 $14400 汪品葶 $2000 

汪美連 $4000 汪泰龍 $2400 汪梅芬 $7200 

汪梅珍 $14400 汪瑞娟 $1200 汪德菁 $38400 

汪德霖 $14400 汪曉君 $2400 汪麗瑛 $7200 

沁園社區全體住戶 $20000 沈 $600 沈于歆 $3000 

沈千惠 $7200 沈士皓 $2400 沈子翔 $600 

沈小姐 $200 沈中田 $3600 沈友硯 $2400 

沈天香 $1800 沈永軒 $7200 沈玉婷 $1500 

沈玉霞 $2000 沈丞廣 $36000 沈伶芬 $7200 

沈宏偉 $7200 沈志祥 $7200 沈志華 $600 

沈秀甘 $7200 沈佩樺 $1520 沈侑德 $7200 

沈効忠 $600 沈玫君 $1800 沈金城 $7200 

沈金莞 $3600 沈冠宇 $4800 沈建亨 $3600 

沈彥志 $1500 沈春蘭 $3000 沈美珍 $14400 

沈郁傑 $7200 沈郁傑 沈威廷 沈

軒樟 沈媗琪 徐翠

雲 林靜惠 

$6600 沈哲文 $7200 

沈宮雯 $14400 沈珮庭 $2000 沈能淇 $14400 

沈培碧 $7200 沈淑蓉 $9600 沈清楷 $3600 

沈雪芬 $1520 沈凱蒂 $7200 沈惠玲 $7200 

沈揚正 $10800 沈雅玲 $7200 沈雅雯 $600 

沈塗發 $36000 沈葆南 $200 沈銘珠 $3000 

沈慧鈴 $3600 沈輝雄 $7200 沈震泰 $7200 

沈燕惠 $84000 沈應堅 $14400 沈麗美 $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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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沈麗娟 $1000 沈麗華 $28800 沈獻盛 $7200 

沈鑀潪 $7200 沐盛國際有限公司 $4200 沛光眷 $599 

沛涵有限公司 $2000 究方社有限公司 $600 肖紅 $1000 

育俊有限公司 $36000 育群資訊社 $7200 育霖景觀設計有限

公司 

$1800 

谷玉珍 $7200 車張維 $1800 辛來成 $8400 

辛依凌 $2500 辛宜珊 $21600 辛珍廷 $7200 

辛美瑤 $1200 辛啟銘 $7200 辛慧碧 $5000 

辰釆有限公司 $2400 邢耆為 $36000 阮文滔 $5000 

阮氏元 $2000 阮氏玄 $100 阮氏后 $200 

阮氏金菊 $1000 阮氏柔 $500 阮氏秋紅 $13200 

阮氏秋草 $1000 阮氏準 $200 阮氏碧草 $7200 

阮氏戀 $300 阮氏艷 $2000 阮正鈞 $10000 

阮玉芳 $1500 阮宗海 $72000 阮金祥 $8400 

阮建富 $14400 阮美錦 $7200 阮婉綺 $7200 

阮儀暄 $500 阮寶鳳 $600 亞俊企業有限公司 $20400 

亞洲英皇服務商業

有限公司 

$14400 亞廣展覽股份有限

公司 

$12000 享勵(越南)企業責

任有限公司 

$14400 

京魁系統股份有限

公司 

$93000 來亞實業有限公司 $3000 來聖亞洲有限公司 $5400 

卓心凱 $1200 卓志明 $7200 卓志東 $600 

卓玫君 $7200 卓亭韋 $1200 卓姵妤 $600 

卓家宏 $14400 卓桐華 $21600 卓晶 $1200 

卓珷畯 $3000 卓琬芳 $21600 卓越公關有限公司 $9600 

卓雅茹 $600 卓鈺洲 卓鈺航 $14400 卓耀精密工業有限

公司 

$1000 

周于菁 $800 周大弘 $14400 周子仁 $36000 

周子淳 $600 周小姐 $100 周川 $14400 

周予晴 $2500 周云稚 $7200 周介安 $7200 

周天齊 $1000 周太太 $100 周文勝 $3600 

周文華 $9600 周世平 $6000 周主芬 $3000 

周台生 $7200 周台竹 $6600 周玉玲 $3500 

周玉梅 $7200 周如珍 $1320 周伯翰 $7200 

周佑芬 $1800 周君宇 $7200 周吳棗 $3000 

周妙端 $7200 周妤芳 $14800 周宏儒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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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周志太 $7600 周志民 $7200 周志鴻 $4200 

周秀花 $500 周秀華 $7200 周秀璉 $6800 

周秀蘭 $7200 周良哲 $2000 周亞恬 $1200 

周佩君 $7200 周佩蓁 蔡嘉恩 蔡

嘉芳 蔡嘉蓉 

$400 周佩諭 $21600 

周佳妍.鄭詠謙 $14400 周佳欣 $7200 周佳樺 $1500 

周佳燕 $21600 周佾瑾 $2000 周侑瑾 $400 

周坤學 $2500 周宗聖 $14400 周宛萱 $3000 

周宜萱 $600 周宜樺 $14400 周宜穎 $800 

周幸蓉 $3600 周忠賢 $600 周念怡 $3000 

周怡安 $500 周怡君 $7200 周明月 $7200 

周明徹 $3600 周易佳 $1400 周松竹 $1800 

周欣儀 $200 周泳成 $36000 周芝卉 $21600 

周芳如 $7200 周金泉 $7200 周俊郎 $21600 

周俊瑋 $100 周俊誠 $14400 周俞君 $3000 

周信宏 $600 周奎成 $12000 周威廷 $1000 

周宣伶 $7200 周宥宇 $798 周建國 $6600 

周彥光 $7200 周政儒 $400 周映妤 $3000 

周映華 $500 周映慈 $600 周炳宏 $5450 

周玲如 $7200 周玲玲 $12000 周美鳳 $600 

周美蘭 $6600 周致行 $600 周郁青 $599 

周家安 $600 周家亨 林穎瑋 $1800 周家權 $7200 

周宸葳 $6000 周恩瑜 $600 周振福 $7200 

周晉億 $14400 周祐生 $1200 周紜絜 $7200 

周素素 $21600 周素麗 $2000 周茹慧 $10800 

周婉芬 $14400 周婉雯 $200 周婕榆 $7200 

周淑美 $1000 周淑貞 $5000 周淑惠 $3000 

周清豪 $9600 周紹仁 $2000 周荷鈞 $7200 

周許美珠 $3000 周陵 $3000 周凱鈞 $4300 

周復華 $14400 周惠民 $100 周惠琪 $3600 

周揚國 $18000 周渼玲 $1800 周舒雁 $36000 

周菱 $1500 周進發 $14400 周鈞璨 $400 

周雅英 $4300 周雅婷 $200 周雅惠 $50400 

周雅萍 $7200 周敬恒 $8000 周敬淵 $400 

周楨惇 $900 周業捷 $3600 周榆修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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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周煥昌 $12000 周煥銘 $14400 周瑋 $7200 

周筱喻 $7200 周鈺岑 $1800 周嘉駿 $7200 

周碧玲 $7200 周福全 $26400 周綠艾 $7200 

周綺慧 $7200 周蓓蕾 $2400 周語彤 $200 

周語珊 $1200 周鳳嬌 $7200 周增祥 $7200 

周德泉 $6600 周慧如 $7200 周慧慈 $7200 

周慧慧 $14400 周學道 $7200 周燕嬌 $800 

周蕙萱 $14400 周選妹 $14400 周錦園 $14400 

周鴻松 $6000 周禮祥 $5400 周麗君 $7200 

和平素食蓮友 $14400 和平高中 303 班 $7200 和生食品行 $20000 

和家鳳 $14400 奉季明 $7200 姐妹貿易有限公司 $7200 

孟心雅 $1800 孟文玲 $7200 孟莉文 $1200 

孟陳真真 $7200 孟憲白 $2400 孟曉蘭 $3900 

孟錦明 $7200 季妙發 $100000 季亮 $200 

宗才鈞 $7200 宗漢明 $7200 宗薇 $21600 

官玉蘭 $7200 官玫君 $7200 官柏秀 $25200 

官秋全 $72000 官瑀婕 $7200 官嘉玲 $7200 

官鴻珍 $16800 官麗萍 $1600 尚美房屋仲介有限

公司 

$7200 

尚美霞 $24000 尚英傑 $7200 尚順娣 $5500 

居言三食品有限公

司 

$7200 屈文馡 $14400 屈茂蘭 $2300 

岩宗漢 $1500 岩萩姻 $7200 岳朝霖 $2400 

怡弘興業股份有限

公司 

$7200 房秀淇 $33600 房盈庭 $400 

房智平 $14400 房琦 $7200 招佩明 $7200 

昇宸有限公司 $8500 昌城有限公司 $6000 昌達銀樓客人共同

捐款 

$10500 

明庭芬 $7200 明鏵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 

$1000 易東甲 $300 

易城工程企業有限

公司 

$5000 易思齊 $79200 易媛英 $6600 

易業華 $7200 易嘉琪 $1000 昕麟庭園藝有限公

司 

$2000 

朋柏實業有限公司 $28800 朋森企業社 $5400 杰欣系統有限公司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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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東吳大學 $370 東昇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4800 松田房屋仲介有限

公司 

$12000 

松佶通運貨櫃股份

有限公司 

$2500 松昱工程有限公司 $100 松華不動產仲介經

紀股份有限公司 

$7200 

板新浤群室內裝修

工程有限公司 

$15600 林 $300 林丁涼 $79200 

林久能 $14400 林于斌 $1000 林于智 $600 

林千喬 $7200 林士凱 $1200 林士雅 $200 

林士蓮 $14400 林大鈞 $7200 林大雅 $1500 

林子棟 $7200 林子超 $2000 林子聖 $2400 

林子萱 $9600 林小姐 $200 林小芯 $100 

林小玲 $7200 林小夏 $6000 林小琪 $8200 

林小華 $1000 林小雯 $1800 林己翔 $21600 

林之婷 $399 林之雲 $100 林仁宗 $3600 

林允睿 $7200 林元淳 $7200 林天佑 $14400 

林太太 $1000 林尹培袞 $14400 林心彤 $1000 

林文山 $4000 林文財 $6000 林文堂 $30000 

林文彬 $14400 林文絢 $12000 林文華 $7200 

林文魁 $5200 林文德 $1100 林文舉 $1800 

林月心 $7200 林月英 $14400 林月娥 $30000 

林月霞 $14400 林水香 $7200 林王美乃 $1000 

林王娶治 $300 林世力 $7200 林世玉 $7200 

林世秋 $1800 林世卿 $14400 林世唐 $7200 

林世強 $4800 林丙茂 $7200 林仙惠 $6000 

林以仁 $3000 林以堅 $7200 林加堤 $7200 

林巧鄉 $500 林弘祥 $1000 林正宗 $7200 

林正宗婦產科診所 $21600 林正富 $7200 林正隆 $14400 

林民雄 $6000 林永立 $8400 林永和 $1800 

林永斌 $14400 林永華 $13200 林玉凡 $12000 

林玉珍 $7200 林玉卿 $7200 林玉娟 $17900 

林玉珖 $28800 林玉珮 $200 林玉堂 $12000 

林玉梅 $1000 林玉祥 $2400 林玉惠 $21600 

林玉菁 $7200 林生平 彭寶慧 $399 林由莉 $21600 

林立平 $798 林立生 $7200 林立堤 $2400 

林立婷 $7600 林立閎 $800 林立緯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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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亦龍 蘇若榆 林

新懿 林素鸞 

$500 林仲一 $3000 林光興 $14400 

林全錄 $7200 林合枰 $9900 林吉星 $2000 

林如玉 $28800 林如樺 $4800 林宇恩 $500 

林旭南 $21600 林旭峰 $14400 林有彬 $13200 

林江娟娟 $216000 林百允 $1500 林百忠 $14400 

林竹謨 $7200 林伯臻 $7200 林伯諭 $1000 

林伽芳 $1000 林佑丞 $5500 林佑承 $500 

林佑美 $6800 林佑謙 $4800 林君壁 $2500 

林君曄 $3000 林君衡 $1800 林吟芳 $399 

林吟美 $399 林吟蓓 $12000 林吟潔 $2400 

林吳木里 $21600 林呈政 $1200 林呈駿 $7200 

林妍宸 $7200 林妙娟 $7200 林孝輝 $36000 

林宏仁 $7200 林宏紋 $26000 林宏濤 $16400 

林廷祐 $1500 林廷隆 $14400 林廷霖 $2700 

林志光 $7200 林志岳 $3600 林志忠 $7200 

林志信 $7200 林志勇 $5250 林志達 $31600 

林志豪 $600 林志緯 $2000 林我霖 $7200 

林沅陞 $1200 林沛如 $1500 林沛恩 $1800 

林沛渝 $1000 林秀東 $7200 林秀芬 $7200 

林秀彥 $1200 林秀春 $7200 林秀玲 $14400 

林秀珍 $14400 林秀美 $9600 林秀貞 $5040 

林秀香 $7200 林秀卿 $7600 林秀娟 $7200 

林秀真 $21600 林秀真 杜沐思 杜

承思 

$10800 林秀雪 $21600 

林秀華 $12000 林秀蓉 $7200 林秀嬌 $7200 

林秀燕 $7200 林秀錦 $200 林秀蘭 $2500 

林育仟 $7200 林育平 $500 林育民 $600 

林育丞 $9200 林育先 $1500 林育安 $2000 

林育旨 $798 林育伶 $1500 林育廷 $1000 

林育辰 $3900 林育佳 $4800 林育昀 $7200 

林育玲 $1000 林育靖 $7200 林育德 $7200 

林育緯 $1000 林良周 $3000 林芊彣 $600 

林芋孜 $1200 林谷裕 $10200 林谷霙 $6000 

林谷蘭 $9600 林貝珊 $1200 林辰蔚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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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邑軒 $9000 林亞萱 $7700 林佩伶 $7200 

林佩汶 $600 林佩姿 $2400 林佩琪 $399 

林佩萱 $600 林佩瑤 $2500 林佩蓁 $200 

林佩瑩 $1200 林佩樺 $7200 林佰宏 $1800 

林佳汝 $4800 林佳蓉 $7200 林佳儀 $1000 

林佳慧 $19200 林佳瑩 $1000 林佳箴 $1800 

林佳儒 $3600 林佳樺 $2000 林侑邦 $1200 

林侑融 $7200 林依嫺 $6600 林依潔 $8700 

林依璇 $6000 林依靜 $200 林其得 $3000 

林其增 $300 林典霖 $7200 林函儀 $4800 

林和佳 $14400 林坤註 $21600 林奇姿 $1000 

林奇穎 $1800 林孟君 $7200 林孟宏 $1600 

林孟芬 $12200 林孟玲 $1000 林孟逸 林函柔 $12000 

林孟頡 $600 林孟儒 $600 林孟穎 $600 

林宗勇 $1800 林宗毅 $500 林定慧 $1200 

林宛萱 $6600 林宛蓁 $4800 林宛嫻 $4800 

林宜茜 $5400 林宜靜 $23100 林岱樺 $500 

林岱霓 $7200 林岳忠 $7200 林岳龍 $1000 

林幸貞 $3600 林忠國 $7800 林忠毅 $14400 

林怡如 $7200 林怡君 $36200 林怡妗 $7200 

林怡岑 $300 林怡秀 $600 林怡青 $14400 

林怡慧 $6600 林怡瑩 $3600 林承毅 林承志 林

承昊 

$3600 

林承賦 $1200 林招君 $7200 林旻諄 $6600 

林昀凱 $7200 林昇澔 $3000 林昌寬 $1000 

林昌潭 $7200 林明宏 $7200 林明言 $1000 

林明坤 $14400 林明宗 $160800 林明郎 $19600 

林明毅 $650 林明穎 $7200 林易德 $7200 

林易賢 $1000 林東輝 $1200 林東霖 $500 

林松明 $1000 林松裕 $14400 林果如 $7200 

林枝靜 $1200 林欣民 $2500 林欣均 $1200 

林欣妤 $7200 林欣蓓 $7200 林欣儀 $6000 

林沿永 $1200 林泫岑 $7200 林泳旭 $4800 

林爭賢 $100 林玟 $300 林玟秀 $7800 

林玥辰 $7200 林玫玲 $1200 林秉儀 $200 



  2020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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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秉儒 $7200 林芝如 $14400 林芮鈺 $1200 

林芯媺 $1800 林芯榕 $300 林芳如 $399 

林芳至 林育宏 $14400 林芳忠 $14400 林芳美 $21600 

林芳萍 $14400 林芳瑋 $8800 林芳旗 $600 

林芷安 $7200 林芷芸 $5500 林芷瑋 $14400 

林芷萱 $1500 林芷瑩 $2400 林芷蕙 $21600 

林芸萱 $900 林迎蓁 $6000 林采琳 $500 

林采葳 $6000 林采蓉 $1800 林金山 $7200 

林金池 $7200 林金秀 $2000 林金柱 $1000 

林金美 $1800 林金盛 $3700 林金漢 $1600 

林金龍 $7200 林金環 $7200 林長育 $2500 

林長毅 $3600 林阿玲 $1000 林雨生 $14400 

林雨璇 $1200 林青山 $4800 林青青 $1320 

林青億 $7200 林亭妤 $3600 林亮君 $2400 

林亮均 $1800 林俊仁 $17000 林俊仲 $21600 

林俊旭 $7200 林俊羽 $200 林俊宏 $14400 

林俊銘 $7200 林俊賢 $200 林俊穎 $1800 

林俐均 $2500 林俞伶 $399 林俞君 $6600 

林俞均 $600 林信助 $14400 林信宏 $14400 

林信志 $7200 林冠汝 $1500 林冠妏 $6000 

林冠廷 $7133 林則音 $7200 林勉文 $600 

林南清 $14400 林品佑 $1800 林品言 $600 

林奕同 $500 林奕伶 $400 林奕君 $3000 

林奕廷 $7200 林奕彣 $7200 林姚宗 $28800 

林姵伶 $1000 林姿佑 $1200 林姿均 $3400 

林姿廷 $7200 林姿婷 $7200 林威宇 $7200 

林宥利 $7200 林宥辰 $1000 林屏 $1800 

林建中 $2800 林建同 $7200 林建宇 $6000 

林建宏 $14400 林建良 $21600 林建邦 $13200 

林建發 $7200 林建鈞 薛琬渝 $14400 林建裕 $7200 

林建銘 $1800 林建德 $600 林建輝 $600 

林建興 $7200 林彥廷 $1999 林彥嘉 $7200 

林思伶 $6000 林思佑 $2300 林思妏 $14400 

林思穎 $600 林恒裕 $7200 林政慶 $21600 

林政憲 $37000 林政翰 $36000 林映佐 $1000 



  2020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 35 -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映宸 $7200 林春香 $2400 林春梅 $7200 

林春緞 $1200 林春櫻 $900 林昭成 $10800 

林昭旭 $7200 林昭伶 $14400 林昭燕 $7200 

林昱安 $600 林昱廷 $600 林昱彤 $7200 

林昱甫 $4800 林昱璇 $1800 林柏伸 $3600 

林柔情 $7200 林洧竹 $9600 林炫妤 $500 

林玲玉 $7200 林玲華 $14400 林玳聿 $600 

林珈卉 $12000 林珈瑋 $2000 林珍如 $100 

林珍怩 $1200 林盈 $7200 林盈如 $2000 

林秋金 $15000 林秋萍 $4800 林秋陽 $800 

林秋蓉 $1200 林秋蓮 $1500 林秋燕 $21600 

林秋蟬 $7200 林紀翰 $6000 林美仙 $2400 

林美汝 $3600 林美君 $400 林美秀 $14400 

林美怡 $7200 林美玲 $1800 林美雪 $28200 

林美惠 $35200 林美菊 $8700 林美華 $14400 

林美資 $12000 林美鈺 $7200 林美瑤 $7200 

林美鳳 $7200 林美璇 $2400 林美蓮 $7200 

林美麗 $36000 林羿君 $1200 林羿妘 $1000 

林致婷 $14400 林英賦 $7200 林虹 $7200 

林衍伯 $7200 林韋廷 $1000 林韋綺 $1200 

林香芸 $1800 林修慧 $7200 林倢綾 $600 

林哲玄 林巧惠 $3000 林娜如 $3000 林娟如 $7200 

林娟君 $1000 林家仰 $7200 林家良 $7200 

林家妮 $330 林家荷 $200 林家莉 $7200 

林家逸 $2800 林家慶 $2200 林家瑩 $600 

林家鋐 $2400 林容如 $43200 林容瑋 $14400 

林峰立 $300 林峻億 $1400 林庭伃 $9000 

林庭奕 $4000 林庭維 $14400 林庭慧 $7200 

林庭緯 $500 林悅伃 $1800 林悅修 $9700 

林悅慈 $1000 林振利 陳美娥 $15600 林振東 $7200 

林振德 $7800 林振稷 $7200 林晉綾 $1600 

林晏如 $1000 林晏紅 $600 林晏慈 $1500 

林書廷 $1000 林書婷 $1800 林書瑋 $7200 

林書銘 $4800 林書儀 $1000 林朕亦 $400 

林格鋒 $1800 林桂英 $14400 林桂鳳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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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桂蘭 $14400 林殷竹 $7200 林浥馨 $2000 

林珮如 $7200 林珮蓁 $1200 林珮褀 $5300 

林珮齡 $3600 林祐儀 $7200 林祝美 $500 

林紋弘 $14400 林紋圭 $7200 林純卉 $1600 

林素妙 $13200 林素芬 $14400 林素英 $7200 

林素香 $3600 林素卿 $5400 林素娥 $4600 

林素珠 $7200 林素梅 $21600 林素連 $7200 

林素婷 $7200 林素葉 $14400 林素霞 $7200 

林素蘭 $3600 林耕宇 $1600 林耕賢 $7200 

林航玉 $6000 林軒羽 $20000 林偉玉 $7200 

林偉玲 $1500 林偉傑 $7200 林唯瀞 $200 

林啟民 $21600 林啟祥 $8400 林啟勳 $7200 

林國泰 $600 林國偉 $1200 林國源 $100 

林國模 $14400 林國樹 $3000 林培勳 $600 

林堅義 $10000 林婉伶 $399 林婉婷 $2400 

林婉晴 $7200 林婉萍 $7200 林婉甄 $2000 

林婌華 $12000 林彩惠 $14400 林敏生 $14400 

林敏華 $4800 林梅芳 $21600 林梅霞 $7200 

林淑芬 $2400 林淑金 $7200 林淑玲 $10100 

林淑珍 $4800 林淑貞 $27200 林淑卿 $7200 

林淑娟 $22800 林淑珠 $28800 林淑婉 $7200 

林淑敏 $17600 林淑菁 $14400 林淑華 $162000 

林淑雲 $7200 林淑楨 $100 林淑蓉 $6600 

林淑慧 $15000 林淑燕 $3600 林淵源 $21600 

林清柱 $7800 林清泉 $28800 林清進 $6000 

林清龍 $6600 林清豐 $400 林琇慎 $7200 

林祥明 $600 林章星 $9000 林連生 $7200 

林雀真 $4800 林雪美 $21600 林雪鈴 $7200 

林雪蓮 $1600 林勝全 $7200 林勝隆 $7200 

林喻淳 $1800 林惠予 $3000 林惠如 $7200 

林惠君 $1000 林惠君 $7200 林惠芳 $6600 

林惠青 $1200 林惠玲 $4800 林惠珍 $4200 

林惠美 $5400 林惠珠 $717 林惠敏 $21600 

林惠滿 $100 林愉潔 $1000 林斐雯 $600 

林智卿 $14400 林棟 $60000 林欽誠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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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湋宸 $400 林湘柔 $1000 林湘陵 $600 

林琪 $1800 林琮瑛 $15600 林程鈞 $600 

林答恩 林憼恩 $1000 林翔頡 $5400 林舜華 $7200 

林詠鈞 $40000 林詠歆 $7200 林詠潔 $14400 

林貴美 $7200 林貽華 $7200 林超駿 $14400 

林進坤 $7200 林進忠 $7200 林進財 $1000 

林逸庭 $7200 林逸偉 $21600 林逸雯 $7200 

林隆財 $3600 林雅妮 $600 林雅倫 $7200 

林雅卿 $2000 林雅娟 $86400 林雅凰 $500 

林雅崙 $1800 林雅涵 $7200 林雅清 $1500 

林雅羚 $1000 林雅惠 $1800 林雅萍 $1200 

林雅雯 $20000 林雅慧 $1199 林雯莉 $1000 

林雯臻 $2250 林雲乾 $100 林順清 $7200 

林順嬌 $1800 林黃玉英 $2000 林黃素香 $6600 

林黃國 $7200 林勢傑 $2000 林意真 $7200 

林意欽 $6600 林愛涓 $4800 林愛齡 $1000 

林慈穗 $7200 林敬能 $2400 林暐哲 $798 

林楓 $400 林楚曼 $500 林業森 $7200 

林楷翔 $1600 林榆晨 $600 林源本 $1000 

林煌堯 $36000 林煒坪 $7200 林煜翔 $400 

林瑋珍 $798 林瑋真 $3600 林瑜真 $21600 

林瑜敏 $1000 林瑜榛 $400 林瑜璧 $14400 

林瑞枝 $2000 林瑞芬 $61000 林瑞珍 $14400 

林瑞強 $6000 林瑞華 $20000 林瑞寶 $7200 

林祺鈞 $1200 林稘珈 $1500 林經松 $18400 

林義川 $14400 林義坤 $237600 林義杰 $10800 

林義軒 $1800 林義盛 $7200 林義凱 羅翊榕 林

晏竹 林泓連 

$2400 

林聖哲 $7000 林聖斐 $7200 林聖然 $7200 

林萬芳 $7200 林裕峰 $7200 林裕盛 $7200 

林裕富 $7200 林詩偉 $7200 林詩敏 $36000 

林鈺倫 $1000 林鈺軒 $1500 林鈺婉 $7200 

林鈺涵 $798 林鈺翔 $1000 林鈺樺 $4000 

林鉅山 $7200 林靖如 $7200 林靖緹 $399 

林頎 $4800 林鼎芫 $750 林嘉彤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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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嘉玲 $300 林嘉容 $1800 林嘉晏 $136 

林嘉莉 $37600 林嘉琳 $1200 林嘉鈴 $7200 

林榮吉 $72000 林榮武 $14400 林榮美 $7200 

林榮新 $7200 林榮模 $16800 林榮輝 $14400 

林漢章 $14400 林漢銀 $7200 林漢龍 $1800 

林碧紅 $14400 林碧珠 $800 林碧純 $14400 

林碧雲 $3600 林碧霞 $21600 林福文地政士事務

所 

$500 

林福財 $1000 林翠釵 $7200 林翠萍 $7200 

林翠櫻 $5000 林蒲陽 $3600 林語謙 $7200 

林銘山 $7200 林銘芳 $7200 林銘修 $6000 

林銘源 $14400 林鳳 $7200 林鳳娥 $7200 

林儀卿 $6600 林墨軒 $1000 林嶠昱 $600 

林德昌 $600 林德賢 $36000 林慧宜 $14400 

林慧怡 $600 林慧芳 $6600 林慧玲 $14400 

林慧娟 $12000 林慧婷 $2700 林慧雯 $2000 

林慧蓉 $1000 林慧麗 $1800 林慶昌 $2000 

林潤生 $9000 林瑩如 $7400 林瑩真 $3000 

林緯宸 $3600 林蓼莪 林修武 蔡

素華 林碧洋 

$1000 林誼鄉 $600 

林賜勝 $3900 林賜福 $12000 林輝吉 $12400 

林震鴻 $7200 林靚婷 $150 林勳裕 $14400 

林學謙 $200 林曉君 $798 林曉雯 $14400 

林曉薇 $14400 林澧紳 $1200 林燈月 $14400 

林燕君 $7200 林穎青 $798 林翰 $7200 

林翰江 $3600 林翰威 $36000 林興壽 $1200 

林錡翰 $14400 林錦香 $64600 林錦富 $21600 

林錦鳳 $1800 林錫三 $18000 林靜宜 $1000 

林靜玫 $1800 林靜津 $2500 林靜玲 $1800 

林靜珍 $4200 林靜風 $1000 林靜娟 $1000 

林靜儀 $8700 林靜蘭 $7200 林應傑 $1200 

林曙昂 $2700 林燦焰 $7000 林鍾定 $14400 

林駿 $800 林駿騰 $1800 林鴻宇 $300 

林鴻佑 $7200 林鴻凱 $3000 林鴻德 $9400 

林鴻霖 $3600 林瀚鈺 $7200 林瓊如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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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瓊惠 $3000 林瓊華 $1800 林藝秋 $7200 

林辭陸 $2200 林麗子 $1800 林麗心 $28200 

林麗月 $7200 林麗玉 $8000 林麗君 $7200 

林麗玟 $600 林麗芬 $4200 林麗芳 $4800 

林麗玲 $14400 林麗美 $23400 林麗香 $7200 

林麗卿 $7200 林麗媚 $2400 林麗琴 $7000 

林麗華 $95920 林麗萍 $14400 林麗樺 $2400 

林麗霞 $9000 林麗瓊 $7200 林寶貴 $5000 

林寶霞 $84000 林儷真 $600 林櫻靜 $7200 

林鐳 $12000 林權堂 $43200 林灑華 $102600 

林艷秋 $2400 林鑫呈 $7200 林靈玉 $500 

欣和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9400 欣泰記帳及報稅代

理人事務所 

$7200 欣鑽企業有限公司 $14400 

武小姐 $350 武佩新 $7200 武庭芬 $14400 

武庭芳 $13800 武海燕 $3900 武裕安 $6500 

法洛奇拉有限公司 $11000 玫瑰色二手書店書

友 

$5000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200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

服務協會 

$500 社團法人台灣少年

權益與福利促進聯

盟 

$280240 社團法人台灣海外

援助發展聯盟 

$50000 

祁麟 $14400 肯琦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8000 芙莫沙國際有限公

司 

$6000 

花如瑩 $5400 花紹華 $5400 花麗梅 $8400 

虎成華 $1000 邱于洳 $600 邱千瑞 $4000 

邱子芸 $14400 邱子玲 $6000 邱子耘 $7200 

邱小晏 $12000 邱仁婍 $1800 邱文正 $7200 

邱文孝 $2400 邱文沁 $2400 邱文建 $500 

邱文香 $7200 邱月琴 $500 邱水塗 $7200 

邱水蓮 $7200 邱世芳 $7800 邱巧寧 $14400 

邱正貴 $7200 邱玉玲 $1800 邱玉琇 $500 

邱玉琳 $3000 邱玉豪 $1800 邱仲禮 $21600 

邱伊君 $4800 邱吉嗣 $7200 邱同毅 $500 

邱名烽 $1000 邱君奎 $4800 邱妍馨 $1200 

邱求賢 $5100 邱沁渝 $2400 邱秀娥 $1200 

邱秀婷 $3800 邱秀琴 $7200 邱秀滿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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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邱秀燕 $14400 邱佳怡 $3000 邱佳瑩 $2298 

邱孟德 $1200 邱怡婷 $1200 邱怡嘒 $1500 

邱怡靜 $3600 邱承慧 $7200 邱旺德 $1700 

邱明昌 $21600 邱泳均 $2000 邱玟棋 $2400 

邱亭榕 $400 邱俊勝 $1500 邱俊榮 $7200 

邱俊潭 $4000 邱勁惟 $1000 邱奕傑 $600 

邱奕翔 $100 邱奕菁 $6000 邱奕融 $3400 

邱建育 $600 邱建興 $7200 邱彥心 $300 

邱春美 $10000 邱昭智 $7200 邱昱宸 $515 

邱柏青 $14400 邱柏紳 $500 邱玲瑛 $3000 

邱珍琬 $14400 邱皇勝 $1500 邱皇朝 $7200 

邱秋君 $1500 邱美芳 $2000 邱苗榛 $600 

邱英妹 $5400 邱英嘉 $28800 邱貞香 $500 

邱貞菱 $400 邱郁文 $7200 邱哲鏞 $1000 

邱家寅 $6600 邱家榮 $2000 邱家樂 $600 

邱庭俐 $14400 邱振盛 $7200 邱振豐 $7200 

邱時敏 $7200 邱桂枝 $14400 邱桂英 $2400 

邱浩梅 $14400 邱珮茹 $7200 邱珮琦 $1000 

邱珮瑄 $2000 邱秧郁 $6600 邱素卿 $1000 

邱素惠 $7200 邱財興 $7200 邱乾達 $7200 

邱國智 $14400 邱國禎 $500 邱國權 $10800 

邱彩鳯 $300 邱涵愉 $3200 邱淑珍 $14400 

邱淑娟 $7200 邱淑惠 $7200 邱淑慧 $7200 

邱清璋 $7200 邱清輝 $50000 邱盛乾 $4200 

邱紹健 $3000 邱翌凱 $500 邱逢月 $7200 

邱凱苓 $500 邱創基 $2400 邱善群 $7200 

邱喨敏 $1200 邱惠芳 $7200 邱惠茹 $6000 

邱惠雅 $7200 邱惠麗 $7200 邱景隆 $1200 

邱晴姍 $8400 邱智涓 $2000 邱智強 $14400 

邱琬純 $5400 邱琬婷 邱甯容 $10800 邱琬瑜 $2000 

邱等蒼 $4200 邱華淑 $14400 邱進興 $1800 

邱雅蓁 $2400 邱雅樺 $1200 邱雲曜 $7200 

邱黃鶯住 $2400 邱意涵 $7200 邱意雯 $3600 

邱慎之 $7200 邱楊玉麗 300 邱景

隆 200 邱金君 100 

$7200 邱楊秀妹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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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邱楚茵 $1200 邱楨壹 $600 邱毓真 $7200 

邱毓婷 $7200 邱煜斌 $1700 邱煥城 $12000 

邱瑋如 $1200 邱瑞玉 $1600 邱瑞蓉 $2000 

邱瑞勳 $12000 邱羨嘉 $7200 邱萬娥 $36000 

邱鈺淩 $4800 邱靖中 $7200 邱靖珉 $7200 

邱嘉玲 $25800 邱嘉圓 $1200 邱寧 $1800 

邱碧月 $7200 邱綺甄 $7200 邱翡玲 $7200 

邱蜜雪 $43200 邱銘威 $2000 邱銘洲 $14400 

邱德旻 $5000 邱德智 $3600 邱慧貞 $2400 

邱慧娟 $14500 邱慧雯 $14400 邱憲璋 $3600 

邱曉吟 $16800 邱曉暉 $2700 邱曉潔 $7200 

邱燕銀 $21600 邱蕙蘭 $1200 邱錦城 $4800 

邱錦盛 $14400 邱錦鳳 $10000 邱錫靜 $6000 

邱薏茹 $3600 邱雙文 $9700 邱嬿方 $12000 

邱韻芳 $7200 邱韻凌 $43200 邱麗君 $1000 

邱麗兒 $1000 邱麗芳 $14400 邱麗卿 $600 

邱麗娟 $14400 邱麗嬌 $14400 邱麗譽 $7200 

邱馨慧 $600 邱馨頤 $7200 邱蘭馨 $500 

邱懿君 $2400 邵宜蓮 $7200 邵東海 $6000 

邵雨亭 $5400 邵昭翔 $1000 邵崇璋 $3600 

邵森蘭 $7200 邵新偉 $1200 邵義雄 $1200 

邵維鈞 $14400 金少爺實業有限公

司 

$7200 金玉婷 $3000 

金守國 $500 金志遠 $2400 金晉德 $3000 

金粟軒國際文化有

限公司 

$2400 金愛娣 $7200 金新安 $7200 

金嘉隆企業有限公

司所長茶葉蛋 

$1200 金穎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3000 金麗蘭 $7200 

金寶珍商行 $600 長安分館 $100 長順工程行 $1200 

雨晴 $600 青山能源有限公司 $300 侯心潔 $1500 

侯如芬 $14400 侯成一 $7200 侯宏昆 $7200 

侯志昌 侯冠瑋 $7200 侯芊亦 $6000 侯坤榮 $14400 

侯明君之所有聖物 $6000 侯明賢 $1800 侯金連 $7200 

侯俊銘 $14400 侯冠宇 $7200 侯冠年 $240000 

侯品禕 $3000 侯姵君 $1800 侯淑敏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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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侯淑琴 $13800 侯許陳笑 $7200 侯裕珍 $14400 

侯瑩瑛 $4200 侯穎軒 $7200 侯諾蘭 $4200 

侯麗琴 $14400 俞俊華 $15400 俞美吟 $7200 

俞素玉 $2400 俞啟升 $7200 俞婉柔 $7200 

俞藼芩 $500 信欣記帳及報稅代

理人事務所 

$21600 信義國小 506 $7200 

冠羿驗證股份有限

公司 

$20000 冠寶貿易有限公司 $1200 凃玲惠 $2400 

凃凱竣 $2798 凃舒婷 $7200 凃懿純 $1200 

南安宮 $8000 南特有限公司 $7200 南無阿彌陀佛 $14400 

哇寶國際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300 哈遠儀 $7200 奕碩企業有限公司 $2400 

姚乃瑛 $2400 姚士宜 $1000 姚文蘭 $10000 

姚立羽 $2600 姚立倫.江家慧.姚秀

山.姚玉霜.江定海.謝

英瓊 

$7200 姚亦帆 $5400 

姚百舟 $43200 姚阡義 $2000 姚明珠 $14400 

姚林麗花 $69600 姚虹伊 $1800 姚重愷 $600 

姚桂虹 $5000 姚朝祥 $3000 姚詒祥 $150 

姚意敏 $30000 姚嘉駒 $7200 姚蓉蓉 $14400 

姚馨怡 $14400 姚露玲 $2500 姚懿宸 $1200 

姜文莉 $1800 姜玉玲 $14400 姜金火 $36000 

姜俊傑 $150 姜昱堂 $21600 姜昶名 $14400 

姜柱圯 $6000 姜盈㚬 $1800 姜桂花 $7200 

姜淑義 $14400 姜盛雄 $14400 姜晴 $5000 

姜晴文 $7200 姜智彬 $3700 姜雅菁 $7200 

姜瑞霖 $7200 姜義祐 $7200 姜慧文 $2400 

姜樹正 $7200 姜龍文 $57600 姜麗卿 $8200 

姜麗容 $200 威倫電子(股)有限公

司 

$10000 威廉馬丁 $5000 

威鈺企業有限公司 $14400 客瑞有限公司 $100 宣家萍 $3600 

屏東市快樂分享協

會 

$7200 帥文欣 $7200 建達旅行社有限公

司 

$13200 

拾米豐瓶有限公司 $6800 拾渼社區管理委員 $4600 政一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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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施又誠 $3600 施玉娟 $2400 施玉珠 $7200 

施丞妤 $798 施如貞 $4800 施安宏 $399 

施妍安 $3600 施妍竹 $3600 施妍希 $1500 

施妏靜 $2400 施妙如 $14400 施宏溢 $7200 

施育政 $9600 施芍吟 $3600 施佩怡 $10800 

施函君 $14400 施坤忠 $1000 施宛芷 $7200 

施延宜 $2400 施松澤 $7200 施芳玲 $28800 

施長志 $10000 施建成 $7200 施政佑 $14400 

施政宏 $7200 施政委 $7200 施昭慧 $9600 

施柏聖 $798 施柏薇 $400 施秋遠 $1300 

施美智 $7200 施美祺 $7200 施美慧 $15000 

施泰亨 $1200 施淯翔 $1200 施淑真 $12000 

施嵐斌 $6000 施惠秋 $7200 施惠薰 $1000 

施雅涵 $7200 施瑛秀 $2400 施萱家 $600 

施豊沛 $3600 施靖秋 $7200 施睿昇 $1560 

施維倫 $1000 施靜萍 $7200 施聰瑜 $7200 

施瓊雲 $1000 施麗美 $300 施麗卿 $6600 

施鷹嬌 $3600 昶頤實業有限公司 $14400 柏小松 $7200 

柏金工程有限公司 $14400 查慧君 $7200 柯力行 $2000 

柯子翔 $7200 柯友敦 $7200 柯文麟 $7200 

柯王允智 $2400 柯正勇 $1800 柯永富 $100 

柯玉貞 $1000 柯立偉 $7200 柯玎霓 $7200 

柯廷諺 $7200 柯沛辰 $600 柯良忠 $7200 

柯念吟 $798 柯怡如 $7200 柯明志 $7200 

柯欣妮 $600 柯欣儀 $10200 柯欣潔 $2000 

柯玫君 $14400 柯采潔 $1000 柯亭亦 $2400 

柯奕杰 $7200 柯美如 $399 柯重光 $6600 

柯晟悛 $7200 柯祐靜 $1650 柯耿範 $14400 

柯惟苓 $18000 柯淑真 $17400 柯淑慧 $798 

柯清河 $6600 柯雪雲 $400 柯復華 $1000 

柯惠雪 $400 柯景鈞 $14400 柯雁騰 $6600 

柯雅芳 $2000 柯雅津 $1000 柯毓龍 $21600 

柯嘉琪 $7200 柯甄佩 $7200 柯翠青 $23600 

柯翠茹 $1500 柯德昌 $7800 柯曉菁 $7200 

柯樹蕾 林超熙 $3600 柯錫湘 $10800 柯瀅瀅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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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柳秀美 $7200 柳孟志 $1000 柳承宏 $7200 

柳泑任 $1200 柳柏樊 $7200 柳淑娥 $7200 

柳瑞敏 $7200 柳義明 $21600 柳麗華 $6000 

段至尚 李佩珊 $400 段孝勤 $12400 段秀儀 $7200 

段泊彤 $7200 段奕倫 $60000 段美蓮 $1000 

段起祥 $2000 段逸安 $800 段愛娟 $1000 

段曉暉 $3600 段禮翔 $1200 段瀚瀛 $14400 

洗素真 $7200 洪 $500 洪一梅 $7200 

洪三省 $7200 洪上琄 $1000 洪于荏 $1200 

洪千惠 $1800 洪士美 $7200 洪子涵 $1000 

洪子誠 $600 洪小姐 $1800 洪小珍 $600 

洪元博 $7200 洪心雅 $2400 洪文昌 $14400 

洪文鴻 $300 洪文露 $14400 洪月珠 $1000 

洪仙葉 $1200 洪巧燕 $1200 洪正雅 $7200 

洪玉玲 $600 洪玉璽 $1200 洪白凰 $72000 

洪光明 $14400 洪再傳 $7200 洪宇蓁 $7200 

洪妤芳 $1200 洪宏丞 $1200 洪志忠 $1200 

洪志明 $200 洪志賢 $2200 洪沁琳 $399 

洪男平 $7200 洪秀枚 $7200 洪秀青 $2000 

洪秀柱 $14400 洪秀玲 $1500 洪秀晴 $600 

洪育愷 $100 洪佩均 $1200 洪佳莉 $399 

洪宗孝 $2000 洪忠華 $500 洪昀妗 $1000 

洪昆憲 $3000 洪明皇 $1017 洪明珠 $13200 

洪東澤 $1000 洪東鎔 $21600 洪林宛庭 $7200 

洪林從德 $7200 洪林靖容 $7200 洪欣慈 $7200 

洪芝庭 $6000 洪芳珮 $5200 洪芳珮 洪芳珮 $798 

洪采微 $1800 洪采緁 $1500 洪金桃 $4800 

洪俊銘 $500 洪信織 $1320 洪南旭 $14400 

洪宣瑋 $4800 洪宥于 $800 洪彥文 游美鳳 $10000 

洪政民 $14400 洪政伶 $1800 洪柔晴 $7200 

洪派緯 $7200 洪玲玲 $1000 洪盈鈺 $399 

洪秋燕 $10000 洪致美 $14400 洪苡嘉 $9600 

洪英哲 $3600 洪家卿 $7200 洪海庭 $7200 

洪珮菱 $600 洪素芬 $7200 洪素珍 $5320 

洪素華 $100 洪茵茵 $7200 洪偉熙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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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健益 $7500 洪健富 $3000 洪基菁 $14400 

洪彩紋 $600 洪得耀 $14400 洪得馨 $14400 

洪御銘 $11000 洪梅津 $200 洪淑英 $1800 

洪淑華 $21600 洪淑絹 $7200 洪淑鶯 $7200 

洪祥熙 $21600 洪紹恩 $600 洪紹綺 $1200 

洪羚芸 $399 洪羚桂 $400 洪翊維 $7200 

洪翌珊 $500 洪媛琪 $14400 洪富建 $7200 

洪惠香 $1100 洪惠華 $1500 洪欽銘 $1200 

洪琳雅 $1000 洪逸釩 $600 洪逸慧 $1800 

洪逸齡 $7800 洪雅敏 $1200 洪新怡 $7200 

洪暄媗 $7200 洪楊明理 $6000 洪業 $4800 

洪楷迪 $100 洪瑋 $800 洪瑛禧 $7200 

洪瑞君 $4800 洪瑞芝 $1800 洪瑞苑 $7200 

洪瑞禧 $20000 洪筱筑 $399 洪聖堯 $10600 

洪聖翔 $400 洪裕森 $7200 洪詩婷 $400 

洪詩瑩 $7200 洪鈴寶 $1500 洪嘉柔 $300 

洪嘉偉 $600 洪嘉懌 $3600 洪嘉聰 $108000 

洪彰成 $7200 洪瑪玲 $2400 洪碩聯 $200 

洪維松 $13200 洪維恭 楊淑如 $2500 洪綵翎 $2000 

洪翠女 $7200 洪翠玉 $7200 洪翠霙 $7200 

洪肇利 $7200 洪語茹 $2000 洪語茹 洪語茹 $399 

洪豪均 $1200 洪銘泉 $200 洪銘陽 $2400 

洪銘澤 $7200 洪廣亮 $1800 洪德建.洪林秀薇.

洪輔晉 

$7200 

洪慧如 $12000 洪慧均 陽堅蘋 $1000 洪慧芩 $7200 

洪慧玲 $14400 洪慶龍 $7200 洪誼璇 $1200 

洪賢蓉 $4800 洪霈桂 $7200 洪燕華 $7200 

洪諠蘋 $1500 洪瀅瀅 $100 洪瓊芳 $2000 

洪麗欣 $7200 洪麗麗 $7200 洪寶全 $14400 

洪寶綢 $14400 洪耀仁 $7200 洪儷娟 $19200 

派力特有限公司 $7200 炬陽能源有限公司 $14400 皇田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24000 

皇品國際家飾有限

公司 

$27400 禹英武 $14400 紀幼儀 $2400 

紀正芳 $21600 紀佳宜 $7200 紀忠宏 $800 



  2020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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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明春 $7200 紀美伶 $1800 紀登彰 $7200 

紀華蓁 $400 紀雅綾 $7200 紀嘉禎 $1500 

紀德 $4800 紅棒有限公司 $1200 紅銘人力仲介有限

公司 

$1800 

美商德曼生技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12000 美商默沙東藥廠股

份有限公司 

$5497564 美斯特行銷有限公

司 

$1000 

美福多投資有限公

司 

$1200 背景概念有限公司 $2400 胡文英 蔡秋惠 鄭

曉恬 

$4800 

胡氏花 $500 胡巧宜 $4000 胡玉娟 $1800 

胡光裕 $2000 胡至善 $12000 胡孝芳 $7200 

胡秀茹 $14400 胡怡妙 $2400 胡明珠 $7800 

胡欣慧 $7200 胡秉倫 $57600 胡冠挺 $14400 

胡冠豪 $7200 胡南彰 $9600 胡秋萍 $1800 

胡美智 $2800 胡美華 $36000 胡英明 $7200 

胡哲睿 $399 胡恩瑜 $3600 胡桂芳 $9600 

胡桂馨 $600 胡素娟 $14400 胡培杰 $1500 

胡惟舜 $5400 胡淑玲 $14400 胡淑惠 $12000 

胡淑霞 $7200 胡貫三 $28800 胡凱禎 $6000 

胡富傑 $21600 胡斌 $700 胡景媛 $7200 

胡竣陽 $200 胡筌翔 $7200 胡翔婷 $2400 

胡進德 $14400 胡雅珊 $7200 胡雅純 $7200 

胡毓禎 $14400 胡瑜淮 $1800 胡筱郁 $1500 

胡僑芸 $1000 胡碧崔 $2000 胡慧麗 $7200 

胡學昭 $3000 胡燕秋 $6600 胡懋祥 $5500 

胡薫云 $1000 胡黛蘭 $6600 胡麗英 $8000 

胡耀欽 $22200 胡釋文 $400 胡櫻玫 $100 

英宏工程設計有限

公司 

$798 英國中華民國台灣 

上帝教堂教會 

$200 英富霖諮詢有限公

司 

$2000 

范力涓 $36000 范世榮 $3000 范玉鳴 $7200 

范秀蘭 $7200 范佳瑩 $500 范孟棋 $1200 

范宜秋 $7200 范怡楨 $7200 范明敏 $14400 

范芝菱 $1500 范金妹 $1000 范俊敏 $1500 

范信昌 $14400 范姜榮香 $14400 范珈嘉 $7200 

范美雲 $6000 范郁君 $7200 范容瑄 $14400 

范振明 $7200 范振頤 $600 范海明 $36400 



  2020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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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祐慈 $7200 范國照 $14400 范捷茵 $3600 

范雀姬 $2400 范凱鈴 $9600 范嵐容 $400 

范惠珍 $3000 范揚錦 $28800 范雅筑 $798 

范道莊 $5000 范靖敏 $399 范潔萍 $7200 

范澄珠 $7200 范憲治 $7200 范鴻甫 $14400 

范瀞文 $6000 茅瑜倩 $14400 郎慧玲 $1900 

重慶北路派出所 $500 面面創意整合有限

公司 

$7200 韋玨 $300 

韋金鑾 $1800 韋家豪 $100 韋筑媛 $2400 

韋雲玉 $7200 韋樞 $14400 飛大剛 $10000 

飛行者服飾 $28800 香港樂施會 $301866 倢聯投資開發顧問

有限公司 

$7200 

倪士峯 $7200 倪明枝 $7200 倪美華 $7200 

倪祐沁 $7200 倪淑萍 $8400 倪惠鳳 $7200 

党培倫 $7200 凌大海 $7200 凌白蒂 $7200 

凌凱甄 $1800 凌黃烏定 $1500 凌憶文 $7200 

卿瑞瑩 卿高勗 $11000 原輔冷飲店 $1000 唐子翔 $3600 

唐小玉 $7200 唐天麒 $2400 唐太太 $100 

唐文瓊 $7200 唐月英 $7200 唐玉龍 $500 

唐光華 $7200 唐如 $21600 唐羽姿 $7200 

唐秀琴 $1200 唐長生 $7200 唐為琳 $3600 

唐秋茵 $600 唐晨家 $3000 唐莘茹 $3600 

唐雅郁 $1000 唐義室內裝修設計

有限公司 

$7400 唐嘉和 $4200 

唐碧霞 $7200 唐綾嬬 $7200 唐曉玉 $14400 

唐衡宇 $7200 夏仁傑 $14400 夏玉雁 $1800 

夏志勇 $7200 夏咸義 $7200 夏浦洋 $1000 

夏崇軒 $3600 夏曼甄 $1000 夏愛珍 $7200 

夏愛麗 $21600 夏煒璵 $4200 夏慧麟 $26600 

夏韡嘉 鄧文媛 $7800 奚慕真 $7200 孫世娟 $300 

孫令愉 $7200 孫可基 $21600 孫台鳳 $14400 

孫正義 $14400 孫玉齡 $7200 孫志忠 $7200 

孫秀敏 $14400 孫秀華 $43200 孫坤煌 $1200 

孫松都 $1200 孫美華 $7200 孫英仁 $7200 

孫英奇 $7200 孫茄綾 $7200 孫振倫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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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素麗 $7200 孫涵詠 $7200 孫淑真 $5400 

孫富妤 $15600 孫煌振 $6000 孫裕中 $21600 

孫鈺祺 $400 孫嘉蕊 $14400 孫實義 $8400 

孫碧雲 $1800 孫翠蓮 $28200 孫慶泰 $14400 

孫震洋 $7200 孫憶蓉 $1200 孫戰民 $26400 

孫錦雄 $1500 孫靜芝 $7200 孫韻梅 $4800 

孫麗琴 $7200 孫麗雲 $21600 孫鶴珍 $14400 

宮之君 $21600 宮翠蓮 $600 家室美有限公司 $14400 

家誠不動產開發有

限公司 

$1000 家鑫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3600 席翊懷 $200 

庭瀚水電行 $4800 徐一心 $1500 徐千惠 $5400 

徐子胤 $14400 徐小姐 $200 徐小穎 $1500 

徐心儀 $1200 徐月仙 $1000 徐世禎 $21600 

徐以洳 $1000 徐正芸 $7200 徐永同 $500 

徐永京 $1500 徐永佳 $1800 徐永龍 $4000 

徐玉枝 $1015 徐玉芬 $6000 徐玉倩 $7200 

徐玉娟 $7200 徐玉財 $5500 徐玉鳳 $600 

徐玉蘭 $7200 徐白榮 $1000 徐兆平 $43200 

徐光宇 $9600 徐合柏 $14400 徐宇庭 $1700 

徐佐易 $2000 徐克武 $276800 徐君豪 $6000 

徐妤瑄 $100 徐廷萱 $3600 徐志仁 $7200 

徐秀卿 $300 徐秀真 $7200 徐秀惠 $7200 

徐秀華 $1000 徐芊芝 $399 徐邦宸 $1000 

徐佩筠 $74 徐佳蔓 $7200 徐侑靖 $500 

徐卓明 $2400 徐孟瑜 $600 徐宗慶 $21600 

徐宗璟 $600 徐承亮 $2400 徐承亮 林秀鳳 $2400 

徐松華 $3000 徐欣華 $1500 徐玟芳 $7200 

徐芳敏 $4000 徐金良 $14400 徐保鵑 $1600 

徐奕傑 $100 徐秋美 $600 徐秋娥 $7200 

徐秋華 $7200 徐秋蓮 $1800 徐美惠 $1200 

徐羿珊 $800 徐胡察里 $500 徐郁茹 $2400 

徐員玢 $7200 徐娟玉 $3600 徐家欣 $4800 

徐振元 $399 徐桐炘 $7200 徐珮君 $21600 

徐珮瑜 $1800 徐素玲 $1000 徐素貞 $7200 

徐素華 $1200 徐郡婕 $13200 徐偉玲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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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徐偉興 $7200 徐健明 $600 徐唯玲 $1000 

徐唯真 $6000 徐唯軒 $1000 徐啓崑建築師事務

所 

$800 

徐啟慈 $1800 徐國傳.林芳生 $7200 徐國獻 $14400 

徐培峰 $7200 徐培根 $12000 徐尉菘 $399 

徐崇仁 $36000 徐強 $28800 徐彩霜 $7200 

徐曼珊 $1800 徐曼凌 $600 徐淑怡 $14400 

徐淑卿 $7200 徐淑婉 $3600 徐淑莉 $7200 

徐淑釧 $7200 徐清晃 $7200 徐翊芳 李俊傑 $200 

徐翊飛 $3500 徐翌哲 $7200 徐莉莉 $1800 

徐莉萍 $5000 徐連霙 $300 徐陳秀麗 $1000 

徐創國 $14400 徐惠娟 $21600 徐港怡 $7200 

徐湘瑜 $200 徐菊英 $7200 徐華襄 $4800 

徐華鍈 $16400 徐逸如 $12000 徐逸娟 $2400 

徐開倫 $7200 徐雅雯 $21600 徐雅蕙 $1200 

徐雲萍 $6000 徐黃寶珍 $7200 徐意茹 $2400 

徐愷宏 $200 徐慈徽 $100 徐毓君 $7200 

徐瑀婕 $2400 徐瑋程 $2160 徐瑜華 $1000 

徐瑞玉 $7200 徐瑞珍 $19200 徐瑞霞 $6600 

徐筱婷 $6000 徐達光 $12000 徐靖茹 $798 

徐嘉芬 $7200 徐嘉慶 $6000 徐嘉蔚 $2400 

徐嘉璘 $6000 徐夢霞 $7200 徐漢璋 $400 

徐福源 $14400 徐豪 $2400 徐銘山 $1000 

徐德宏 $7200 徐慧君 $1800 徐慧珍 $7320 

徐慧苓 $7200 徐慧端 $1800 徐慧蘋 $2400 

徐慶珠 $14400 徐瑩傑 $7200 徐曉霞 $14400 

徐謂琴 $2000 徐錦芳電機技師事

務所 

$7200 徐蕾 $7200 

徐麒武 $7200 徐麗觀 $1000 徐儷芳 $7200 

徐顥恩 $500 徐懿君 $14400 挪比工作室 $2000 

振杏企業有限公司 $7200 時台明 $14400 時治室內設計公司

(潘小姐) 

$300 

晏冠仁 $1800 晏揚清 $14400 桂莉涵 $6000 

桃子腳國中小六年

正班 

$1600 桃玉妹 $600 殷秋屏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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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殷碧吟 $7200 泰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2000 泰菱有限公司 $450 

泰鈞營造有限公司 $8400 浤鉎實業有限公司 $7200 浦鈺偵 $21600 

海鷹狼 $2400 涂尹鋼 $399 涂宇寰 $7200 

涂旻義 $3000 涂俊維 $14400 涂家華 $380 

涂晋誠 $100 涂雅雯 $50 涂德惠 $1980 

涂德慶 $3600 涂靜婷 $3000 涂鍾琴 $600 

涂瓊文 $7200 涂麗玉 $3000 涂耀仁 $8400 

留欣如 $2400 留偉榮 $2000 益泰玻璃有限公司 $7200 

益盛國際商行 $14400 益華起重工程行 $7200 真硯印刷有限公司 $7200 

祝昀翔 $1000 秦子善 $7200 秦小姐 $100 

秦君文 $600 秦呂美玲 $9600 秦念華 $7200 

秦武良 $21600 秦嗣葵 $1500 秦照萍 $7200 

秦德水 $49200 翁大紳 $400 翁文治 $600 

翁文裕 $14400 翁永州 $7200 翁永裕 $14400 

翁永璋 $8380 翁玉妮 $250 翁玉瓊 $14400 

翁光滿 $20400 翁光瑩 $21600 翁如君 $2000 

翁羽辰 $500 翁克全 $50400 翁秀娥 $21600 

翁秀桃 $7200 翁秀緞 $7200 翁佳蓮 $2400 

翁明鈴 $30000 翁芳澤 $7200 翁俊東 $7200 

翁俊逸 $7200 翁美惠 $1800 翁若瑋 $7200 

翁英哲 $1200 翁茂峯 $6000 翁倩鈺 $1000 

翁家順 $400 翁挺維 $7200 翁素蘭 $6000 

翁國銘 $1500 翁婉甄 $5100 翁崇傑 $14400 

翁淑娥 $7200 翁笙耀 $4000 翁渝婷 $3600 

翁琦鴻 $7200 翁琳惠 $1200 翁菓蓮 $1800 

翁雅慧 $7200 翁順禮 $14400 翁瑜芳 $5000 

翁鈺婷 $1200 翁頌文 $14400 翁綺鞠 $7800 

翁銘鍵 $21600 翁銘顯 $200 翁靜如 $600 

翁懷蕊 $900 翁麗美 $7200 翁寶春 $28800 

翁儷菁 $7200 耿玉梅 $7200 耿孝勇 $21600 

耿芬 $7200 耿郁馨 $10800 耿冀媛 $8000 

袁中柱 $13200 袁永葆 $7200 袁由娟 $1000 

袁立仁 $28800 袁立德 $65600 袁仲毅 $28800 

袁同泰 $7200 袁延賡 $7200 袁知毅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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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袁珮憶 $1000 袁唯晰 $2000 袁淑韻 $14400 

袁紹芸 $7200 袁雅婷 $3600 袁瑋鈺 $1000 

袁嘉伶.袁章軒 $7200 袁嘉鴻 $7200 袁慧華 $100 

袁蓮芝 $6000 袁靜懿 $7200 袁韻如 $400 

袁櫻華 $14400 財團法人邢榮階紀

念父母慈善事業基

金會 

$100000 財團法人林宗毅博

士文教基金會 

$250000 

財團法人昭華慈善

基金會 

$840000 財團法人秋霜紀念

基金會 

$100000 財團法人英仕教育

基金會 

$300000 

財團法人高清愿紀

念慈母文教公益基

金會 

$50000 財團法人凱侖教育

基金會 

$50000 財團法人感恩聖仁

社會福利慈善基金

會 

$210000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

立蘇玉枝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65000 財團法人譚聖道慈

善基金會 

$391200 郝亞筠 $1320 

郝瑞卿 $14400 陣雪瓊 $1000 馬于捷 $1200 

馬允中 $3000 馬文軒 $44200 馬幼蘭 $10000 

馬仲驊 $7200 馬如祺 $1200 馬宏政 $32400 

馬姍妍 $1800 馬孟姚 $36000 馬雪萍 $31200 

馬湘怡 $36000 馬湘麗 $7200 馬慈偵 $7200 

馬維農 $18000 馬鳳鶯 $1600 馬齊文 $7200 

馬德勳 $7200 馬蕙芳 $8800 馬麗卿 $7800 

高于雯 $12000 高凡芸 $7200 高千又 $7200 

高子淯 $2400 高子淇 $8800 高子喬 $7200 

高子雯 $7200 高天嬌 $400 高文彬 $6000 

高方忠 $500 高月琴 $7200 高世浤 $2400 

高幼蘋 $300 高弘毅 $7200 高玉凌 $6000 

高玉彬 $2000 高玉琴 $4800 高玉菁 $7200 

高玉璁 $14400 高立穠 $1500 高伊婕 $4800 

高光復 $14400 高全德 $900 高同 $2000 

高如憶 $600 高宇 $10000 高年億 $14400 

高竹秀 $7200 高行慈善基金會 $36000 高志誠 $12000 

高秀英 $7200 高秀貞 $3600 高佩玲 $3600 

高佳荷 $5400 高明龍 $1000 高明鐵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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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高欣玲 $7200 高炎姬 $18000 高芯嵐 $2400 

高芷芸 $599 高長義 $14400 高俊文 $7200 

高俊彥 $7200 高昱琪 $600 高玲麗 $7200 

高秋萍 $7200 高秋滿 $1200 高苙娟 $1800 

高若婕 $12000 高若瑜 $14400 高茂峰 $18000 

高郁君 $7200 高恩慈 $5000 高振傑 $21600 

高偉玲 $600 高偉哲 $7200 高健誠 $7200 

高啓源 $2500 高啟專 $7200 高啟源 $7200 

高國卿 $1200 高國宸 $14400 高國華 $7200 

高婉珊 $7200 高婉容 $1800 高婕凌 $7200 

高晞洧 $600 高梅 $7800 高梓芸 $1000 

高淑娟 $2250 高淑華 $9800 高淑慧 $12000 

高淑霞 $1000 高添燈 $21600 高莉紅 $21600 

高莉美 $7200 高莞婷 $800 高許智 $5400 

高勝利 $7200 高惠貞 $3000 高斐蓓 $1000 

高湶泳 $7200 高菁穗 $600 高雯雯 $7200 

高愷駿 $21600 高慈慧 $14400 高敬棠 $7200 

高毓澤 $1500 高瑞婷 $1000 高義勛 $2400 

高詩涵 $7200 高榮伸 $2400 高榮華 $1800 

高禎鞠 $6000 高綵憶 $1500 高豪志 $7200 

高豪禪 $7200 高銀塗 $21600 高銘彣 $7200 

高銘斈 $7800 高銘謙 $14400 高儀涵 $1400 

高廣權 $8400 高德祥 $14400 高德雲 $7200 

高慧華 $2400 高毅芳 $7200 高賜寶 $14400 

高靜綿 $1000 高麗美 $42000 高麗英 $1200 

高麗雪 $7200 高鶴純 $14400 高鶴綺 $500 

高艷芬 $7200 偉成資訊科技有限

公司 

$6600 健鈦實業有限公司 $14400 

匿名 $1600 唯立有限公司 $43200 啟星半導体股份有

限公司 

$1200 

國立清華大學原住

民文化社 

$8000 國泰人壽海外事業

部 

$3600 國益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 

基鐸建設有限公司 $14400 堂盛機械實業有限

公司 

$4800 崔秉鉞 $14400 

崔泉生 $14400 崔宸瑞 $3600 崔雅雲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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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崔搢久 $1500 崔寧芯 $3600 崔曉芬 $100 

常貽華 $7200 常肇芬 $7200 康文燕 $2400 

康玉佩 $2400 康有民 $5400 康明昭 $7200 

康欣怡 $4800 康芳瑜 $7200 康采藥局 $14400 

康品洋 $1500 康美學 $7200 康家榕 $4800 

康恩綺 $1200 康祐榕 $7200 康素月 $21600 

康偉新 $7200 康婉君 $7200 康莉青 $3000 

康雅玲 $1500 康雅菱 $9600 康毓紋 $7200 

康源益 $3000 康夢薇 $500 康靜芬 $500 

康䕒云 $1000 康麗芬 $7200 張 $2500 

張丁月 $1800 張乃仁 $4800 張乃引 $6000 

張力仁 $7200 張力平 $1500 張子琳 $1500 

張小姐 $700 張小夏 $2400 張小娟 $21600 

張小琴 $1800 張小蘭 $7200 張中瀚 $7200 

張丰漫 $100 張之華 $7200 張予馨 $600 

張云馨 $1200 張仁帥 $400 張勻 $7200 

張升輔 $7200 張友律 $6000 張孔呈 $1000 

張心平 $14400 張心怡 $20400 張心榆 $7200 

張心寧 $7200 張文力 $22800 張文弘 $7200 

張文俊 $1100 張文振 $7200 張文益 $14400 

張文通 $30000 張文豪 $7200 張文輝 $7200 

張文鴻 $7200 張文馨 $1000 張方瑜 $400 

張月華 $12600 張月雲 $7200 張木信 $7200 

張水田 $44400 張水圳 $3600 張世昌 $717 

張世屏 $28800 張巧君 $600 張巧莃 $2400 

張戊榮 $7200 張正中 $7200 張正仁 $12000 

張正宗 $7200 張正宜 $1800 張永昌 $21600 

張永專 $2000 張永農 $2400 張玉民 $3300 

張玉菊 $12000 張玉萍 $1000 張玉滿 $10000 

張玉慧 $7200 張立仁 $7200 張立群 $1300 

張亦翔 $3600 張伊瑋 $66000 張伊齡 $7200 

張兆雲 $12000 張冰英 $7000 張圳成 $7200 

張如柏 $7200 張如飛 $14400 張如瑩 $7200 

張宇辰 $300 張宇承 $16800 張宇逵 $7200 

張守逸 $200 張安沄 $14400 張旭恆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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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張百福 $600 張羽忻 $6000 張聿君 $1500 

張伯瑋 $9600 張位曲 $7200 張克源 $7200 

張呂琦 $1200 張夆名 $7200 張妍甄 $12000 

張妙蓮 $1300 張妤菡 $7200 張妤甄 $798 

張宏君 $114400 張宏寧 $500 張宏旗 $1500 

張廷毓 $7200 張廷瑋 $1800 張志民 $600 

張志全 $7200 張志成 $21600 張志汖 $14400 

張志芬 $7200 張志愷 $21600 張志嘉 $7200 

張李玉桂 $6000 張沂州 $7200 張沛勻 張沛文 $7200 

張沛淋 張騰榮 $7100 張秀子 $1800 張秀如 $798 

張秀玲 $3000 張秀珍 $1200 張秀美 $21600 

張秀英 $14400 張秀娟 $25800 張秀琴 $14700 

張秀鳳 $4800 張秀慧 $5400 張秀蓮 $1800 

張秀蕙 $6000 張秀霞 $7200 張秀蘭 $6000 

張育瑄 $5400 張育嘉 $400 張良福 $3000 

張亞芬 $21600 張京城 $21600 張佩琪 $2928 

張佩蘭 $2600 張佳惠 $50400 張依樺 $600 

張孟凡 $7200 張孟昕 $7200 張宗勇 $5400 

張宗皓 $3000 張宛蓉 $1100 張幸治 $7200 

張忠誠 $7200 張怡文 $1800 張怡倩 $7200 

張怡雯 $3600 張承平 $2400 張承樹 $7200 

張招治 $5800 張招美 $32400 張明月 $38000 

張明治 $14400 張明建 $7200 張明玲 $12300 

張明容 $7200 張明振 $7200 張明堂 $7200 

張明傑 $7200 張枝妞 $4000 張物華.張齊右 $7200 

張玫芬 $2400 張玫棻 $3000 張秉仁 $57600 

張芯瑀 $400 張芯瑜 $2400 張芷瑜 $14400 

張芸禎 $36000 張金春 $7200 張金康 $500 

張俊仁 $1000 張俊南 $2000 張俊發 $6600 

張俊雄 $7200 張信忠閤家 $3000 張厚起 $21600 

張姚虹 $1200 張姵琁 $600 張屏芳 $7200 

張建毅 $600 張思云 $2400 張恒瑜 $7200 

張政健 $6780 張政雄 $6000 張政憲 $399 

張春花 $7200 張昭陽 $7200 張秋惠 $400 

張秋澄 $12000 張秋燕 $7200 張美代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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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張美秀.鄭溪冬 $14400 張美玲 $4800 張美英 $7200 

張美娟 $7200 張美惠 $7200 張美琬 $2400 

張美華 $21600 張美煖 $7200 張美鳳 $14400 

張美燕 $7200 張致高 $300 張致瑋 $50 

張苑君 $300 張苓綾 $200 張苔萍 $14400 

張若容 $2100 張英瑋 $14400 張茂麟 $2500 

張貞英 $7200 張郁琴 $7200 張修維 $32800 

張倍瑜 $25336 張原松 $6600 張哲宇 $4000 

張哲禎 $7200 張哲維 $6000 張哲綸 $13200 

張哲銘 $3600 張宴菖 $14400 張家杭 $7200 

張家芬 $7200 張家荃 $600 張家祥 $1000 

張家愷 $7200 張家毓 $3600 張家溱 $100 

張家瑜 $4800 張家誠 $7200 張家榮 $8400 

張家禎 $200 張家維 $14400 張家豪 $10800 

張家輔 $1800 張家銘 $7000 張家鳴 $100 

張家慶 $1200 張峰旭 $4200 張峰榮 $14400 

張峻榮 $72000 張師孟 $12000 張席瑋 $14400 

張庭瑜 $300 張庭維 $600 張庭蓮 $2000 

張恩 $7200 張恩輔 $600 張恩靜 $600 

張振亞 $1800 張振原 $7200 張振華 $7200 

張振興 $1200 張振徽 $21600 張晃龍 $1200 

張晉芬 $4800 張晉銘 $1000 張晉閣 $7200 

張晏碩 $2000 張書彩 $14400 張書堯 $16400 

張書榮 $7200 張桂芬 $21600 張桂芳 $1500 

張桂嘉 $7200 張桂穎 $500 張殷愷 $525 

張殷綺 $7200 張浩鈞 $10000 張海清.孫華琪 $14400 

張淯茜 $7200 張珠如 $10800 張珮珮 $1000 

張珮淳 $7200 張益生 $2000 張益真 $100 

張益崇 $7200 張益順 $21300 張祖武 $7200 

張祖烈 $7200 張純治 $33600 張純雯 $6000 

張純溶 $1000 張素玉 $2400 張素芳 $7200 

張素貞 $7200 張素娟 $1000 張素菱 $7200 

張素碧 $14400 張素慧 $7200 張翁月琴 $14400 

張茗芯 $7200 張茵淇 $500 張茹慧 $7200 

張訓憲 $7200 張財福 $16000 張軒維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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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張郡庭 $9300 張偉裕 $2400 張偉賢 $7200 

張健芳 $2000 張健哲 $7200 張啟明 $7200 

張國浩 $13200 張國興 $24400 張堃胤 $2400 

張崇溫 $6000 張常威 $7200 張康一 $7200 

張彩琴 $7200 張彩霞 $10800 張敏宏 $3000 

張敏哪 $7200 張敏慧 $1000 張梅 $1200 

張梤溢 $24000 張淑如 $74000 張淑君 $1000 

張淑宜 $1500 張淑芬 $14400 張淑玲 $10000 

張淑珍 $1000 張淑娟 $7200 張淑珒 $7200 

張淑茹 $4800 張淑媛 $14400 張淑惠 $7200 

張淑琳 $4800 張淑華 $2400 張淑暖 $3000 

張淑鈴 $100 張淑慧 $43200 張淑蘭 $1800 

張淳臻 $3000 張添福 $7200 張清水 $72000 

張清界 $7200 張琇雯 $600 張盛全 $14400 

張莉玲 $7200 張莉苓 $7200 張莉能 $6000 

張莉茵 $7200 張莉琴 $6000 張莉萍 $1800 

張莒芸 $7200 張許芳 $14400 張許秋珠 $7200 

張通理 $100 張速真 $7200 張陳素月 $7200 

張雪芳 $600 張雪虹 $7200 張傑陽 $7200 

張傑誠 $7200 張凱惟 $7300 張凱傑 $7200 

張凱崴 $3500 張凱翔 $1800 張勝榮 $2400 

張勝騰 $2000 張博和 $1000 張博堯 $7200 

張博智 $1200 張喜廣 $7200 張喬鈞 $300 

張婷婷 $7200 張媁雯 $30200 張富成 $100 

張富邦 $6600 張富東 $7200 張富冠 $17400 

張富政 $7200 張寓程 $1200 張惠如 $1000 

張惠萍 $3600 張惠雯 $14400 張揚民 $7200 

張揚名 $600 張景渝 $3600 張景皓 $1800 

張智凱 $1860 張智凱 張智光 $7200 張智勝 $3000 

張智超 $7200 張智誠 $7200 張朝斌 $7200 

張朝陽 $6000 張朝義 $2400 張棌媛 $1200 

張植雄 $14400 張欽偉 $1800 張欽棠 $7200 

張琡苹 $14400 張琦紹 $1800 張琪惠 $1800 

張琬如 $1800 張皓帆 $19800 張皓博 $4800 

張筑聿 $7200 張紫能 $7200 張紫璇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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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張舒雅 $900 張菁芬 $7200 張菊妹 $7200 

張華葳 $1500 張詠亮 $6000 張詠惠 $7200 

張貴茂 $5000 張進益 $2400 張逸宸 $2400 

張逸雯 $14400 張鈞逸 $399 張雄 $12000 

張雅芳 $1000 張雅芹 $100 張雅玲 $600 

張雅卿 $600 張雅淳 $14400 張雅琇 $7200 

張雅婷 $300 張雅鈞 $7600 張雅雯 $2600 

張雅綺 $7500 張雯婷 $7200 張順昌 $14000 

張順蓮 $3600 張黃超 $600 張傳昌 $1000 

張傳傑 $21600 張圓 $14400 張圓珠 $3000 

張圓圓 $10200 張愛金 $7200 張愛卿 $7200 

張愛敏 $1800 張愷哲 $2500 張慈芳 $500 

張慈晏 $7200 張慈蕙 $7200 張敬苓 $1800 

張新煉 $72000 張會淨 $200 張楓枝 $7200 

張楨宜 $2000 張毓欣 $2000 張毓凌 $500 

張毓琦 $20000 張滄誠 $7200 張煥堂 $7200 

張照世 $7200 張猷忠 $7200 張瑀倫 $1000 

張瑋婷 $600 張瑋瑄 $300 張瑋蓁 何麗娜 $4800 

張瑛 $1800 張瑛珍 $2400 張瑛美 $1800 

張瑜珍 $6000 張瑞昇 $14400 張瑞芳 $8100 

張瑞芸 $1200 張瑞玲 $7200 張瑞鏜 $6900 

張瑞鵬 $200 張瑞鑾 $7200 張筱慧 $100 

張綉綢 $15000 張聖佑 $1200 張聖松 $6000 

張聖芬 $1200 張裕昇 $7200 張詩妤 $7200 

張詩晨 $7200 張誠 $21600 張鈺淳 $2400 

張鈺艷 $36000 張靖以 $7200 張嘉丹 $7200 

張嘉芳 $1500 張嘉玲 $8200 張嘉庭 $1000 

張嘉真 $15000 張嘉豪 $200 張嘉慧 $100 

張嘉鎂 $1800 張嘉麟 $1200 張壽齡 $15400 

張廖元瑜 $7200 張廖年任 $6000 張廖萬祥 $7200 

張榮松 $7200 張榮訓 $7200 張榮發 $14400 

張漢中 $1800 張睿云 $7200 張碧玉 $21600 

張碧玲 $14400 張碧珊 $7200 張碧倫 $7200 

張碧娟 $600 張碧遜 $7200 張碩修 $1600 

張福今 $6600 張維忠 $12000 張維珊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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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張維庭 $7200 張維真 $21600 張維煌 $1000 

張綵軒 $6600 張綺秋 $2000 張綺甄 $3000 

張緒寧 $1200 張翠芳 $14400 張翠娥 $14400 

張翠鳳 $7200 張誌宇 $1200 張語倢 $2400 

張語庭 $14400 張趙淑珍 $1800 張銘宏.張育維.張

栢榞.張栢瑞.陳如

嫻.洪琬琳.張芝珮 

$6600 

張鳳如 $7200 張增凰 $3600 張廣正 $7200 

張德昭 $14400 張德瑞 $14400 張慧如 $7700 

張慧英 $7200 張慧敏 $2400 張慧雯 $7200 

張慶傳 $57600 張瑩雯 $1800 張蔡秀月 $500 

張鄭秋榮 $14400 張震揚 $7200 張黎琴 $7200 

張學淵 $1800 張憲光 $28800 張暻昀 $7200 

張曉婷 $200 張曉菁 $1000 張曉瑜 $7200 

張曉鈴 $7200 張曉燕 $10000 張曉臨 $7400 

張樹禮 $7200 張澤宏 $10000 張燕萍 $7200 

張穎奇 $4000 張穎貞 $7200 張蕙雯 $15400 

張錦鴻 $6000 張靜 $7200 張靜宜 $1000 

張韓平劭 $2400 張駿義 $2400 張鴻斌 $2500 

張鴻微 $100 張鴻銘 $1500 張簡苡君 $1000 

張簡聖哲 $7200 張簡裕豐 $600 張簡銘傑 $2400 

張簡麗卿 $14400 張簣蘭 $2400 張懷恩 $1200 

張瀞今 $1600 張瀞心 $7200 張瓈文 $1500 

張瓊云 $2400 張瓊文 $1200 張瓊月 $22600 

張瓊珠 $7200 張瓊茵 $1800 張瓊瑋 劉文欽 張

木政 

$2000 

張藝齡 $18000 張韞玉 $14400 張麗玟 $2400 

張麗真 $600 張麗菁 $16400 張麗慧 $800 

張麗霜 $14400 張寶仁 $800 張寶玉 $3600 

張寶珠 $3300 張競輝 $600 張耀文 $300 

張耀宗 $3000 張耀杰 $7200 張耀聖 $36000 

張耀濱 $600 張譯允 $5400 張議榮 $7200 

張鏸文 $1000 張馨云 $600 張馨文 $6600 

張騰睿 $500 張儷瓊 $7200 張譽 $400 

張譽寶 $100 張譽譯 $14400 張譽闡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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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張譽馨 $7200 張鶯瓊 $1500 張懿瑜 $6000 

張艷珍 $7200 彪輝國際貿易有限

公司 

$2260 戚中衍 $6000 

戚嫚甯 $7200 戚蕙萍 $8200 敏業實業有限公司 $7200 

曹中雄 $14400 曹中興 $1200 曹文建 $2400 

曹文玲 $21000 曹文靜 $7200 曹司玉 $7200 

曹正謙 $14400 曹玉桂 $7200 曹沐瀠 $2400 

曹佳君 $7200 曹叔元 $3600 曹宜峯 $14400 

曹宜蓁 $7200 曹治民 $14400 曹芯綾 $21600 

曹建偉 $32400 曹桂芬 $1800 曹茲偉 $2400 

曹國良 $7200 曹敏莉 $8200 曹淑婉 $7200 

曹陳月梅 $21600 曹智維 $7000 曹筑昕 $1000 

曹媽媽 $3800 曹薰憑 $1800 曹瓊方 $14400 

曹寶壬 $14400 曹齡之 $2400 梁元文 $24000 

梁元覺 $700 梁文枝 $2400 梁方澄 $800 

梁丕昇 $1000 梁世昌 $7200 梁巧呢 $7200 

梁平貴 $28800 梁玉金 $1000 梁玉青 $1000 

梁玉麗 $1800 梁丞泫 $900 梁名生 $7200 

梁旭昇 $12000 梁君安 $7200 梁宏斌 $7200 

梁志鴻 $7200 梁育馨 $1200 梁尚豪 $600 

梁東榮 $100 梁金煜 $1200 梁阿春 $500 

梁信義 $7200 梁洸禔 $8400 梁秋玉 $600 

梁美鳳 $7200 梁倨榮 $6600 梁家溱.楊媛欣 $81 

梁家瑜 $7200 梁家睿 $1000 梁容慈 $500 

梁振宗 $36000 梁振祐 $28800 梁書華 $1800 

梁耕宇 $7200 梁惇惠 $6600 梁捷惠 $4800 

梁淑靜 $7200 梁淳瑋 $400 梁凱竣 $1500 

梁博丞 $500 梁富翔 $1000 梁惠芳 $399 

梁惠真 $1000 梁琬雯 $2400 梁竣詠 $7200 

梁華 $5000 梁詠瑄 $7200 梁貽婷 $686 

梁裕豐 $3000 梁靖晞 $1200 梁銘 $9600 

梁銘顯 $2400 梁潔茹 $6000 梁黎芳 $14400 

梁學銘 $800 梁曉雯 $21600 梁謙聰 $7200 

梁譽燊 $7200 梅小姐 $2575 梅天君 $10800 

梅玉驊 $14400 梅慕敏 $7200 淡水涵碧園別墅住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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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戶大善人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淩子滔 $4688 現代財富科技有限

公司 

$1 產房 簡心穎 $3300 

畢宇涵 $399 畢惠鈞 $7200 畢鳳英 $4800 

畢劍如 $21600 盛吉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2000 盛旭隆 $15000 

盛揚興業有限公司 $28800 盛皖芸 $6000 盛榮泰工程行 $100 

盛融企業有限公司 $14400 祥冠牙體技術所 $7200 祥藤營造有限公司 $1200 

祥靈企業有限公司 $9200 章文賢 $14400 章劭仁 $4800 

章珍甄 $3600 章純 $7200 章堅 $7200 

笙發國際有限公司 $4800 符仙 $4200 符建中 $14400 

符懋佐 $7200 符懋佑 $4200 第十四設計事業有

限公司 

$14400 

粘毓華 $2500 粘嚴罄 $1200 統賀冷凍食品有限

公司 

$72000 

莊千塏 $1500 莊山明 $14400 莊介元 $21600 

莊尤金枝 $2560 莊文彬 $500 莊文鈞 $10020 

莊月玲 $12000 莊正義 $3000 莊永少 $2400 

莊永良 詹佳霓 $900 莊永怡 $2400 莊玉如 $50400 

莊玉昕 $999 莊玉芳 $1800 莊玉珠 $2200 

莊吉成 $600 莊旭男 $400 莊宏昌 $2000 

莊希聖 $14400 莊秀碧 $1000 莊育慧 $3200 

莊良吉 $3000 莊佳窈 $2400 莊孟渝 $1000 

莊孟謙 $300 莊宜甄 $500 莊岳儒 $14400 

莊東峯 $21600 莊東穎 $16200 莊芳憶 $7200 

莊金召 $72000 莊長森.趙芊姵.莊育

誠.莊旻霏 

$600 莊政霖 $7200 

莊玲玲 $7200 莊美花 $31800 莊美玲 $7200 

莊美惠 $1500 莊英傑 $7200 莊郁琳 $7200 

莊家昌 $14400 莊家荷 $4000 莊家誠 $1200 

莊振發 $2400 莊浩杰 $14400 莊素珠 $36000 

莊偉傑 $7200 莊國裕 $23600 莊國鑫 $6600 

莊崇立 $3600 莊梅芬 $7200 莊梅絹 $1500 

莊淇詠 $6000 莊淑貞 $3000 莊淑華 $7200 

莊琇雅 $500 莊莉葳 $5400 莊連雪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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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莊凱雯 $2400 莊惠貞 $600 莊惠茹 $7200 

莊智英 $10000 莊植焜 $9050 莊詠丞.莊鎧睿 $7200 

莊詠婷 $2500 莊詠棋 $1800 莊貴祊 $1800 

莊雅如 $9600 莊雅婷 $1200 莊雅嵐 $2400 

莊雯秋 $3600 莊雯惠 $600 莊順和 $7200 

莊瑞琴 $1800 莊瑞隆 $7200 莊瑟芬 $7200 

莊榮昌 $28800 莊福森 $7200 莊翠雲 $14400 

莊遠明 $1800 莊鳳蓮 $500 莊劉玉蘭 莊石麟 $3000 

莊慧君 $7200 莊慧珊 $1200 莊慧珍 $1800 

莊賢濬 $100 莊學琴 $1200 莊燕 $7200 

莊蕙琿.莊上逸 莊智

翔 

$10800 莊靜芳 $7800 莊燦皇 $8200 

莊鴻文 $1800 莊鴻專 $6000 莊鴻翔 $7200 

莊禮銘 $4800 莊雙 $7200 莊麗美 $7200 

莊蘭馨 $7200 莫宜臻 $7200 莫念蘭 $7200 

莫茜伃 $7200 莫雪卿 $14400 莫華珍 $7200 

許 Jessica $1200 許子育 $1000 許中仁 $3600 

許中熹 $63200 許介瑛 $14400 許元鐘 $6600 

許太太 $200 許心瑀 $600 許文信 $21600 

許文玲 $400 許文珮 $2000 許文勳 $7200 

許月珍 $600 許月鳳 $14400 許世榮 $14400 

許主盟 $1800 許仙瑩 $1000 許卉喬 $33000 

許可琪 $400 許巧宜 $7200 許正忠 $7200 

許永成 $20000 許永雄 $7200 許玉玲 $4800 

許玉珍 $7200 許玉璞 $14400 許玉齡 $21600 

許吉欽 $35700 許宇龍 $5400 許羽晴 $1000 

許羽葳 $798 許君寗 $14400 許呈潔 $100000 

許宏萁 $3000 許志榮 $500 許志豪 $12000 

許志銘 $7200 許秀鳳 $7200 許坤松 $8400 

許坤誠 $86400 許孟庭 $2000 許孟婷 $14400 

許孟勤 $4000 許季睦 $7200 許宗維 $1000 

許定寰 $1200 許岱玟 $3000 許岳飛 $5400 

許怡菁 $399 許昆崎 $1000 許明坤 $7200 

許明得 $9000 許欣瑜 $400 許泳勝 $500 

許玬云 $7200 許芮瑄 $6000 許芳慈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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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許芳綺 $5500 許芷綾 $7200 許金蓮 $1000 

許金霞 $72000 許阿田 $14400 許俊文 $7200 

許俊彥 $1200 許俊偉 $4800 許俊豐 $21600 

許品萱 $3000 許宥翔 $500 許建忠 $7200 

許建鈞 $100 許春蘭 $7200 許為傑 $32400 

許玲美 $3000 許珈甄 $1000 許癸鎣 $7200 

許秋玲 $14400 許美玲 $3000 許美珠 $14400 

許美華 $4000 許耐煩 $72000 許若畇 $1000 

許茂榮 $3000 許郁琦 $14400 許哲源 $14400 

許哲禕 $1590 許哲銘 $600 許家欣 $1500 

許家偉 $6000 許家菱 $1800 許家瑀 $1800 

許家瑄 $7200 許家瑋 $100 許家榮 $3600 

許家綺 $1800 許家綾 $1800 許峯彰 $14400 

許峰珠 $2400 許峻瑋 $14400 許庭榛 $7200 

許恭維 $2000 許振川 $14400 許振昌 $21600 

許振原 $7200 許時珧 $14400 許晉維 $7200 

許晉豪 $600 許晏崙 $2000 許書瑜 $1000 

許海喬 $10000 許益昌 $1800 許益挺 $666 

許真真.顧勝明.顧宜

庭.顧芮姍 

$200 許真豪 $7200 許祐菱 許力元 $7200 

許祐瑋 $4000 許素姿 $14400 許素凌 $3500 

許素卿 $3600 許素惠 $2400 許素華 $300 

許素職 $7200 許茹蓉 $1800 許起鳳 $7200 

許釗涓 $14400 許高銘 $1800 許偉哲 $3000 

許國賢 $7200 許彩蓮 $500 許得昌 $7200 

許梅 $216000 許梓鄢 $2000 許淑幸 $3600 

許淑芬 $7200 許淑芳 $36000 許淑玲 $3600 

許淑珍 $2400 許淑娥 $1000 許淑琇 $2400 

許淑華 $4800 許淑萍 $4300 許淑麗 $600 

許淨君 $2000 許清泉 吳錦霞 $7200 許清閔 $54500 

許紹業 $28500 許陳秀云 $800 許凱雯 $500 

許勝弘 $4800 許善富 $7200 許喜真 $14400 

許喬甯 $600 許婷琪 $7200 許惠珍 $14400 

許惠萍 $14400 許智超 $7200 許朝雄 $72000 

許筑筑 $21600 許絡安 $500 許翔雍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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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許菀庭 $4800 許華珍 $6000 許詒琨 $7200 

許詔墉 $2000 許賀欣 $2400 許進雄 $28800 

許逸晟 $15000 許逸茹 $500 許逸華 $1800 

許雅姬 $5400 許雅茹 $1000 許雅梅 $1200 

許雅淳 $1500 許雅棋 $2400 許雅竣 $1000 

許雅雯 $7200 許雅慧 $14400 許雅靜 $14400 

許雯琪 $14400 許雲茹 $1500 許順仁 $15000 

許微翊 $14400 許意梅 $1800 許愷峻 $1000 

許慈軒 $2400 許楨芳 $1200 許毓芳 $14400 

許毓倚 $7200 許瑋耘 $64800 許瑛珍 $7200 

許瑜芬 $14400 許瑞文 $14400 許瑞青 $4800 

許畹莛 $1000 許綉婉 $500 許群鴻 $5000 

許義佳 $1000 許聖宜 $1500 許聖恩 $1500 

許聖偉 $3000 許鈺雯 $1500 許鈺鸚 $1500 

許靖媚 $1200 許靖雅 $14400 許嘉玲 $1000 

許嘉倫 $13200 許嘉容 $1800 許嘉恩.許洺菀 $14400 

許嘉豪 $7368 許圖清 $500 許嫣茹 $1000 

許睿博 $4800 許碧峰 $7200 許碧霞 $7200 

許維真 $399 許維程 $7200 許緒玉 $7200 

許翠紋 $12000 許翡娟 $9100 許臺芸 $1200 

許銘秀 $7200 許銘忠 $7200 許鳳修 $7200 

許慧玫 $7200 許慧玲 $1200 許慧珊 $600 

許慧勝 $14400 許臻靖 $7200 許蕙萍 $2400 

許蕙蘭 $43200 許錦雲 $27000 許靜芳 $1000 

許靜美 $14400 許靜華 $79200 許薏環 $1000 

許鴻森 $43200 許禮繹 $500 許謦麟 $7200 

許鎮顯 $7200 許瀛洲 $800 許瀞云 $7200 

許瀞文 $5700 許瓈允 $6600 許瓊之 $7200 

許瓊雯 $7200 許麗君 $13800 許麗雪 $7200 

許麗樺 $7200 許寶 $14400 許耀云 $6600 

許耀仁.許孟舟 $7200 許耀文 $2500 許耀宗 $600 

許釋云 $2500 許鐘尹 $3600 許馨云 $1000 

許馨尹 $7200 許儷瓊 $21600 許蘭圜 $3000 

許權廣 $7200 透早日頭蔬食餐廳 $1000 逗點創造有限公司 $400 

連文黛 $2400 連吳盆 $6000 連妹妹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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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連宜婷 $1500 連招寶 $1800 連金峰 $7200 

連品鈞 $4800 連威霽 $14400 連英英 $6000 

連家榆 $1200 連偉娟 $4800 連婉婷 $3000 

連旋崴 $1200 連淑娟 $7200 連陳鳳凰 $12600 

連賀兒 $14400 連逸蓮 $14400 連榮盛 $2400 

連榮發 $7200 連慧如 $399 連靜怡 $1500 

連顗婷 $7800 連麗君 $600 郭丁文 $14400 

郭于倩 $14400 郭子瑄 $3600 郭子豪 $300 

郭元揚 $600 郭元蕙 $21600 郭世崇 $5500 

郭巧伶 $6700 郭弘億 $1680 郭正浩 $500 

郭永順 $36000 郭玉芬 $7200 郭玉婷 $4200 

郭玉琴 $5000 郭立人 $14400 郭立楷 $600 

郭仲瑜 $500 郭光森 $5400 郭如芬 $400 

郭妍廷 $10000 郭妙音 $2288 郭志忠 $4800 

郭李宗文 $14400 郭李繡琴 $20000 郭杜杰 $9600 

郭汪明玉 $7200 郭沛昕 $1000 郭秀華 $6000 

郭秀滿 $1800 郭秀蘭 $1100 郭邑娥 $7200 

郭佳穎 $10800 郭宗杰 $7200 郭宗瑋 $7200 

郭宗翰 $16200 郭宜芊 $500 郭宜湘 $10000 

郭念慈 $5400 郭怡吟 $7200 郭怡佩 $500 

郭怡青 $2500 郭怡綾 $7200 郭怡璇 $3600 

郭明周 $7200 郭明青 $7200 郭明珠 $500 

郭明德 $1200 郭欣錡 $3600 郭芳君 $1000 

郭芷祐 $11400 郭芷晴 郭君宥 $200 郭亭儀 $5400 

郭俊佑 $7200 郭俐雯 $20000 郭則序 $300 

郭咨宜 $600 郭品岑 $9600 郭品樺 $1800 

郭奕蓮 $1000 郭姵辰 $7200 郭姸筠 $7200 

郭姿君 $7200 郭宣含 $2200 郭建源 $3000 

郭建德 $14400 郭思伶 $200 郭政宜 $2400 

郭春枝 $7200 郭春蓮 $7200 郭昱平 $3600 

郭炳宏 $7000 郭秋錦 $300 郭秋霞 $7200 

郭美佐 $1000 郭美季 $1800 郭美欣 $7200 

郭美青 $28800 郭美珍 $600 郭美惠 $12000 

郭美蘭 $21600 郭美麟 $2400 郭羿利 $1000 

郭貞蓉 $3600 郭香君 $7200 郭香妏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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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郭香蘭 $1800 郭修燦 $7200 郭倫寧 $14400 

郭家吟 $26600 郭家榮 $6000 郭家綾 $7200 

郭宸希 $6000 郭峯誌 $7200 郭峰志 $7200 

郭庭妤 $1198 郭時錫 $200 郭晉榮 $200 

郭根在 $50000 郭桂軒 $2400 郭益宏 $4000 

郭祐榤 $7200 郭祐綸 $7200 郭素珠 $900 

郭素華 $14400 郭素碧 $1000 郭財發 $14400 

郭軒慈 $600 郭高岳 $1500 郭偉鵬 $1000 

郭健先 $14400 郭婉玲 $43200 郭彩如 劉麗娟 $1500 

郭淑玟 $7200 郭淑玲 $300 郭淑珍 $3600 

郭淑貞 $1200 郭淑莉 $2400 郭清輝 洪淑嬌 $2000 

郭莉姍 $15000 郭寒菁 $2400 郭惠玲 $9000 

郭景聿 $7200 郭景維 $7200 郭琬婷 $7200 

郭甦薇 $7200 郭雅欣 $599 郭雅惠 $600 

郭雅慧 $2400 郭黃淑薰 $5000 郭傳茂 $4800 

郭慈容 $20000 郭敬裕 $7200 郭毓麒 $7200 

郭瑞美 $14400 郭瑞鈴 $1200 郭葳葳 $3600 

郭詹素滿 $1000 郭道雲 $7200 郭達雄 $2500 

郭鈺慈 $7200 郭榮信 $21600 郭漢聰 $200 

郭睿恩 $14400 郭碧真 $2000 郭維舒 $5400 

郭翠華 $3600 郭肇菁 $7200 郭銘盤 $7200 

郭鳴宗 $14400 郭慧玲 $13200 郭輝鄉 $14400 

郭鄭玉珍 $7200 郭曉玉 $300 郭曉玲 $399 

郭樺澐 $14400 郭燁蓉 $7200 郭蕎穎 $10000 

郭蕙如 $1500 郭錦秋 $15000 郭錦珠 $14400 

郭錦瑜 $7200 郭靜璇 $1600 郭璦嘉 $7200 

郭曜彰 $6600 郭繡儷 $7200 郭豐祥 $7200 

郭瀚笙 $7200 郭瓊仁 $6600 郭瓊俐 $7200 

郭瓊玲 $7200 郭瓊惠 $7200 郭麗媚 $7200 

郭麗蘭 $2000 郭繼儀 $20400 陳 $600 

陳 JIN $500 陳 Sonia $3000 陳一弘 $300 

陳一通 $1000 陳一新 $200 陳一銘 $399 

陳乙淼 $9200 陳乙瑄 $10000 陳乙葳 $400 

陳乃慧 $7200 陳人毓 $1000 陳人豪 $7200 

陳又菁 $6000 陳又嘉 $2300 陳又榕 $1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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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于雯 $800 陳凡軒 $1500 陳大同 $14400 

陳子云 $100 陳子淇 $1500 陳小姐 $2400 

陳小梅 $14400 陳小莞 $30000 陳中怡 $13600 

陳中智 $600 陳仁詩 $600 陳允珠 $1000 

陳元榮 $21600 陳元翰 $7200 陳化育 $7200 

陳友森 $15000 陳天財 $3300 陳天興 $12000 

陳天鎮 $6600 陳少娟 $14000 陳少甄 $1800 

陳尤莉 $1800 陳心儀 $5400 陳文仁 $1200 

陳文吉 $7200 陳文杰 $21600 陳文治 $28800 

陳文美 $20000 陳文涓 $14400 陳文國 $7200 

陳文得 $7200 陳文盛 $7200 陳文貴 $6000 

陳文雄 $7200 陳文輝 $100 陳文謙 $7200 

陳文馨 $7200 陳月 $1800 陳月芳 $14400 

陳月富 $600 陳月琴 $21600 陳月貴 $7200 

陳水福 $2400 陳王雪香 $2100 陳世忠 $7200 

陳世旻 $7200 陳世杰 $4000 陳世枚 $2400 

陳世珍 $7200 陳世音 $1200 陳世峯 $4000 

陳世峰 $15400 陳世偉 $5000 陳世堂 $7200 

陳世斌 $4800 陳世榮 $7200 陳世霖 $7200 

陳仕宇 $7200 陳仕明 $1200 陳仕祥 $6000 

陳仕憲 $7200 陳仕穎 $7200 陳仙津 $7200 

陳可心 $1800 陳可芳 $100 陳可蘋 $5000 

陳巧玲 $600 陳巧誼 $800 陳平平 $17200 

陳幼滿 $3000 陳本泓 $600 陳正夫 $2000 

陳正正 $1000 陳正宗 $2213 陳正宜 $7200 

陳正益 $3600 陳正凱 $500 陳正道 $1600 

陳正達 $22200 陳正榮 $7200 陳正綱 $1200 

陳正輝 $30000 陳正鴻 $1500 陳民雄 $4800 

陳永昇 $2800 陳永昌 $14400 陳永芳 $201600 

陳永泰公益信託 $30000 陳永耕 $600 陳永盛 $9600 

陳永璿 $2500 陳玄璁 $7200 陳玉芬 $9600 

陳玉花 $1500 陳玉柱 $1000 陳玉玲 $800 

陳玉珍 $1800 陳玉貞 $4000 陳玉娗 $900 

陳玉娟 $7700 陳玉書 $12000 陳玉梅 $600 

陳玉惠 $14400 陳玉琴 $600 陳玉華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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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玉鈴 $7200 陳玉諭 $14400 陳玉聰 $2400 

陳玉寶 $1500 陳申金 $14400 陳立友 $1000 

陳立軒.陳振宇.陳仕

鈞 

$7200 陳立偉 $7200 陳亦琳 $1200 

陳仲和 陳慧櫻 $500 陳仲奇 $4000 陳仲陽 $500 

陳伊蘭 $1800 陳兆善 $10800 陳先盛 $21600 

陳先曜 $36000 陳光民 $7200 陳光勳 $20000 

陳再興 $7200 陳名娟 $60000 陳如如 $14400 

陳如萍 $4800 陳宇凡 $1600 陳宇杉 $6600 

陳宇婕 $1200 陳宇笙 $2400 陳宇甯 $14400 

陳宇謙 $7200 陳守元 $6000 陳安利 $21600 

陳年通 $7500 陳旭輝 $48000 陳有 鐘辭 $100000 

陳有銘 $7200 陳羽千 $3000 陳佑盈 $600 

陳佑慈 $1500 陳佑綸 $100 陳佟愷 $1500 

陳克如 張凱雯 $1197 陳君民 $10000 陳君宜 $2000 

陳君怡 $4400 陳均翰 $1000 陳妍希 $2400 

陳妍甄 $5000 陳妙英 $14400 陳妙蓮 $1000 

陳妤姮 $500 陳宏仲 $1200 陳宏昇 $7200 

陳宏笙 $400 陳宏鈞 $7200 陳宏彰 $7200 

陳宏衛 $14800 陳希平 $2400 陳廷昀 $399 

陳廷瑤 $800 陳廷寬 $7200 陳彤瀞 $100 

陳志光 $1197 陳志明 $140 陳志亮 $300 

陳志勇 $7200 陳志津 $10800 陳志強 $25200 

陳志華 $7200 陳志銘 $1200 陳志鴻 $7200 

陳李仲 $28800 陳杏媛 $2400 陳汶碩 $7200 

陳沛汝 $1200 陳沛样 $700 陳沛涵 $2000 

陳沛筠 $5000 陳沛瀅 $300 陳甫斌 $28800 

陳秀 $500 陳秀如 $1800 陳秀汝 $7200 

陳秀君 $7200 陳秀治 $7200 陳秀芬 $7200 

陳秀珍 $1200 陳秀英 $21600 陳秀娟 $100 

陳秀珠 $6600 陳秀媚 $21600 陳秀琴 $12380 

陳秀華 $6600 陳秀雯 $7200 陳秀瑛 $1200 

陳秀碧 黃郁文 $1000 陳秀禎 $300 陳秀鳳 $7200 

陳秀慧 $1650 陳秀蓮 $197600 陳秀蔥 $7200 

陳秀戀 $25200 陳肖惠 $14400 陳育利 張欽雲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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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育秀 $7200 陳育典 $600 陳育堂 $1800 

陳育聖 $28800 陳良煥 $9000 陳良萱 $7200 

陳芃名 $500 陳芃芸 $7200 陳芊菲 $5000 

陳邑榛 $7200 陳亞婷 $1500 陳佩伶 $800 

陳佩君 $7200 陳佩琪 $7200 陳佩雯 $21600 

陳佳文 $4800 陳佳佑 $5000 陳佳吟 $1200 

陳佳妘 $7200 陳佳宏 $2500 陳佳玲 $1800 

陳佳珮 $2500 陳佳翎 $2400 陳佳惠 $21600 

陳佳鈺 $2400 陳佳慧 $4599 陳佳諭 $600 

陳依容 $600 陳其福 $7200 陳其鴻 $7200 

陳協佑 $7200 陳和郡 $2000 陳和祥 $1500 

陳和惠 $7200 陳坤玄 $6000 陳坤和 $14400 

陳坤慶 $21600 陳奉樞 $400 陳妹 $1000 

陳孟巧 $1800 陳孟伶 $7600 陳孟均 $4200 

陳孟洋 $3600 陳孟窕 $4800 陳孟襄 $4000 

陳季微 $350 陳季睦 $5400 陳宗仁 $14400 

陳宗明 $7200 陳宗誠 $2400 陳定勝 $22000 

陳定渝 $1000 陳宛彤 $100 陳宛郁 $1800 

陳宛嫻 $8200 陳宛瑩 $6000 陳宜玄 $7200 

陳宜君 $1800 陳宜廷 陳宜煊 $7400 陳宜珍 $2400 

陳宜貞 $7200 陳宜萱 $7200 陳宜鈴 $1800 

陳宜寬 $1800 陳宜慧 $1200 陳宜瑩 $300 

陳岱蓉 $72000 陳幸如 $798 陳幸春 $1000 

陳幸婉 $14400 陳忠仁 $7200 陳忠正 $4800 

陳怜伶 $14400 陳怡心 $300 陳怡文 $400 

陳怡平 $21600 陳怡如 $36000 陳怡伶 $10000 

陳怡君 $13800 陳怡彣 $500 陳怡秀 $2400 

陳怡娟 $7200 陳怡庭 $7200 陳怡婷 $26400 

陳怡菁 $500 陳怡甄 $7200 陳怡禎 $7200 

陳怡蓁 $14400 陳怡蓉 $7200 陳怡潔 $7200 

陳怡燕 $3000 陳怡臻 $3000 陳拓良 $7200 

陳旻正 $798 陳昀融 $3000 陳昆成 $1500 

陳昇煌 $7200 陳昊威 $1000 陳昌哲 $14400 

陳明吟 $7200 陳明志 $7200 陳明秀 $1000 

陳明宜 $7200 陳明杰 $14400 陳明城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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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明玲 $7200 陳明祥 $7200 陳明傳 $380 

陳明暉 $1000 陳明裕 $3000 陳明福 $2000 

陳明謀 $600 陳明聰 $10800 陳易弘 $6600 

陳易徽 $7200 陳昕妤 $200 陳昕緯 陳宥羽 $5400 

陳杰陽 $2800 陳東白 $14400 陳松茂 $7200 

陳松輝 $1200 陳林罔樓 $100 陳林阿玉 $7200 

陳林春香 $3000 陳林業 $14400 陳林楷 $10100 

陳欣宜 $2500 陳欣怡 $3600 陳欣彥 $600 

陳武祥 $5000 陳河杰 $7200 陳治綸 $7200 

陳治銘 $7200 陳沼典 $14400 陳泂翰 $7200 

陳泑秀 $1200 陳泓文 $1200 陳泳宏 $7200 

陳炎成 $600 陳玟伶 $7200 陳玟叡 $620 

陳玟樺 $4800 陳玠宇 $798 陳玥樺 $7200 

陳玫伶 $7200 陳玫君 $6200 陳玫玲 $7200 

陳玫貞 $2000 陳玫鳳 $6600 陳玫勳 $660 

陳秉文 $12000 陳秉莆 $300 陳罔受 $7200 

陳芬芳 $7200 陳芬華 $3600 陳芬蘭 $400 

陳芳姿 $800 陳芳絹 $7200 陳芳蓉 $67400 

陳芷欣 $2500 陳芷儀 $3600 陳芸楷 $2400 

陳采妮 $3400 陳采蔚 $3600 陳金仙 $1000 

陳金生 $1000 陳金城 $10000 陳金春 $7200 

陳金楣 $600 陳金福 $20000 陳金德 張美悅 $26400 

陳金蓮 $7200 陳金戀 $7200 陳阿煌 $7200 

陳非平 $7200  $500 陳亭如 $10000 

陳亭羽 $14400 陳亮丞 $3600 陳亮嘉 $200 

陳亮銓 $3600 陳亮澐 $3600 陳俊元 $14400 

陳俊丞 $19200 陳俊各 $14400 陳俊宇 $2400 

陳俊安 $14400 陳俊成 $30000 陳俊利 $7200 

陳俊吟 $1500 陳俊孝 $7200 陳俊宏 $3600 

陳俊廷.王麗琴 $14400 陳俊和 $2000 陳俊淵 $600 

陳俊傑 $7200 陳俊皓 $3000 陳俊翔 $2000 

陳俊裕 $7200 陳俊豪 $20000 陳俊銘 $21600 

陳俐文 $8800 陳俐均 $1500 陳俐琳 $12000 

陳俐蓉 $2400 陳俐穎 $1000 陳俐諼 $100 

陳保君 $2640 陳俞亦 $4200 陳俞安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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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俞伯 $700 陳俞均 $245 陳信正 $36000 

陳信全 $200 陳信成 $7200 陳信宏 $20400 

陳信良 $980 陳信奇 $7200 陳信銘 $21600 

陳冠一 $14400 陳冠仁 $800 陳冠宇 $7200 

陳冠呈 $2000 陳冠宏 $300 陳冠岑 $500 

陳冠廷 $2460 陳冠憲 $14400 陳冠穎 $1500 

陳冠翰 $1000 陳冠融 $13200 陳則毓 $7200 

陳勇 $9600 陳勇志 $7200 陳勇誌 $3600 

陳咨妤 $50000 陳咨溢 $7200 陳咸伸 $7200 

陳品安 $3600 陳品秀 $2200 陳品嫙 $2100 

陳品霖 $1100 陳奕丞 $300 陳奕呈 $500 

陳奕翔 $14400 陳奕蓁 $6000 陳奕耀 $1200 

陳姜金鑾 $7200 陳姵如 $12000 陳姵伶 $1600 

陳姵妏 $4100 陳姸雲 $1500 陳姿如 $1000 

陳姿均 $2500 陳姿妙 $9900 陳姿雲 $129600 

陳姿蓉 $8400 陳姿潔 $1000 陳姿瑩 $2400 

陳姿樺 $5400 陳姿諭 $200 陳威杉 $1200 

陳威嘉 $30000 陳宣宇 $1800 陳宣延 $7200 

陳宥任 $7200 陳宥吉 $1200 陳宥杉 $7200 

陳宥朋 $715 陳宥庭 $798 陳宥瑄 $1200 

陳宥蓁 $200 陳宥蓉 $2400 陳宥憓 $7200 

陳建中 $7200 陳建文 $7200 陳建全 謝佳蓉 $150000 

陳建宇 $14400 陳建旭 $7200 陳建伶 $3600 

陳建宏 $15900 陳建良 $1200 陳建昌 $7800 

陳建珉 $7200 陳建財 $7200 陳建章 $300 

陳建滄 $1000 陳建誠 $36000 陳建鈺 $5700 

陳建滿 $1600 陳建勳 $7200 陳建霖 $7200 

陳弈婷 $1200 陳彥之 $7200 陳彥文 $4200 

陳彥宇 $1500 陳彥臣 $7200 陳彥廷 $1800 

陳彥忻 $600 陳彥榜 $10000 陳彥齊 $7200 

陳彥臻 $8190 陳彥霓 $30000 陳思妤 $2300 

陳思絪 $6000 陳思瑋 $2200 陳思樺 $27200 

陳思親 $1800 陳恆富 $7200 陳恆裕 $10000 

陳恒玲 $1200 陳政宏 $43200 陳政楷 $3000 

陳政煌 $7200 陳星元 $1000 陳星宏 $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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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星雲 $1500 陳映如 $1200 陳映汝 $800 

陳映伶 $2200 陳映岑 $7200 陳映儒 $2200 

陳映樺 $7200 陳春杏 $3900 陳春美 $14400 

陳春惠 $44400 陳春琴 $7200 陳春綢 $1000 

陳春慧 $7200 陳春賢 $21600 陳昭如 $1800 

陳昭安 $7000 陳昭廷 $3600 陳昭良 $7200 

陳昭諺 $399 陳昱任 $7200 陳昱佑 陳建甫 $12000 

陳昱芸 $500 陳昱瑋 $200 陳昱碩 $200 

陳昱綸 $7200 陳昱銘 $2000 陳昶安 $7200 

陳柏全 $7200 陳柏安 $5400 陳柏伶 $800 

陳柏宏 $7200 陳柏岑 $8000 陳柏秀 $5000 

陳柏邑 陳柏伸 $20000 陳柏源 $3000 陳柏瑄 $500 

陳柏瑛 $14400 陳柏聖 $2400 陳柏蓉 $1800 

陳柏儒 $400 陳柏叡 $300 陳柏融 $2800 

陳柏霖 $2400 陳柔似 $7200 陳柔妤 $800 

陳柔萍 $4000 陳柯成 $36000 陳洛伶 $4000 

陳炤堅 $14400 陳炤穎 $7200 陳炫仰 $2400 

陳炫希 $14400 陳炫廷 $7800 陳炯霖 $7200 

陳炳錕 $6000 陳玲玉 $28800 陳玲君 $400 

陳玲芬 $6600 陳玲憶 $100 陳珈汶 $300 

陳珊珊 $7000 陳珏嘩 $2000 陳皇霖 $5400 

陳盈卉 $5100 陳盈君 $1000 陳盈妤 $2000 

陳盈恩 $7200 陳盈瑄 $1200 陳盈瑜 $3600 

陳盈蓁 $1300 陳盈蓉 $500 陳盈澍 $7200 

陳盈勳 $7200 陳盈樺 $1000 陳相羽 $7200 

陳禹旗 $36000 陳秋月 $7200 陳秋珍 $10000 

陳秋香 $600 陳秋連 $1200 陳秋婷 $1800 

陳秋菱 $13200 陳秋萍 $7200 陳秋祿 $52800 

陳秋鴻 $7200 陳科仰 $7200 陳紀蓁 $1320 

陳美如 $2000 陳美朱 $2400 陳美伶 $2000 

陳美吟 $800 陳美妙 $4800 陳美妤 $7200 

陳美杏 $3600 陳美秀 $16200 陳美芬 $7200 

陳美春 $7200 陳美玲 $7200 陳美珍 $14400 

陳美倫 $50 陳美珠 $3600 陳美專 $14400 

陳美現 $4000 陳美惠 $15300 陳美絨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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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美華 $1700 陳美萍 $3000 陳美雲 $15000 

陳美嫦 $14400 陳美滿 $29800 陳美蓉 $2000 

陳美鳳 $14400 陳美慧 $14400 陳美蓮 $7200 

陳美儒 $1800 陳美樺 $60600 陳美燕 $200 

陳美齡 $3600 陳羿安 $1200 陳羿汎 $1800 

陳羿汝 $7200 陳羿竹 $7200 陳羿君 $20000 

陳羿逞 $7200 陳羿諼 $1688 陳胤萱 $21600 

陳若秋 $7200 陳若婷 $600 陳英涓 $10000 

陳茂順 $3000 陳虹伊 $7200 陳虹如 $7200 

陳虹汝 $3600 陳虹利 $7200 陳虹君 $12600 

陳虹吟 $7200 陳虹蓁 $1800 陳貞如 $1800 

陳貞妃 $1000 陳貞羽 $500 陳貞岑 $14400 

陳軍豪 $200 陳郁茹 $100 陳郁淇 $5000 

陳郁淳 $1500 陳郁婷 $600 陳郁斌 $600 

陳郁霏 $1200 陳重瑜 $72000 陳韋存 $600 

陳韋州 $7200 陳韋妏 $165000 陳韋廷 $7200 

陳韋豪 $2400 陳首宋 $100 陳首志 $6000 

陳香如 $7400 陳香伶 $1800 陳香君 $20400 

陳香鑾 $5500 陳修富 $400 陳倚幼 $6000 

陳倩如 $2400 陳哲修 $3600 陳娟娟 $1800 

陳娟惠 $14400 陳家宜 $7200 陳家振 $8000 

陳家淳 $5400 陳家祥 $7200 陳家惠 $7200 

陳家湘 $50000 陳家琪 $1000 陳家榆 $399 

陳家熏 $7200 陳家慧 $7200 陳家瑩 $3300 

陳庭毓 $7200 陳庭鋒 $200 陳恩琳 $1800 

陳振堃 $12000 陳振隆 $12000 陳振輝 $7200 

陳振曜 $21600 陳晉慧 $15400 陳書展 $7200 

陳書琳 $1800 陳書筆 $1000 陳書蕙 $12000 

陳桂花 詹健新 $7200 陳桓鈺 $3600 陳浚明 $1000 

陳浩文 $7200 陳浩宇 $19200 陳浩榮 $900 

陳珮玲 $1800 陳珮容 $12000 陳珮琦 $7200 

陳珮蓉 $7200 陳益招 $2400 陳祖輝 $7200 

陳秭璇 $399 陳紋枝 $7200 陳純如 $28800 

陳素玉 $7200 陳素珍 $14400 陳素美 $900 

陳素香 $23400 陳素娟 $13200 陳素華 $3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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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素靜 $8850 陳能鈞 $1000 陳茹君 $600 

陳偉民 $7200 陳偉君 $7200 陳偉玲 $7200 

陳偉欽 $21600 陳偉翔 $3500 陳健男 $7200 

陳健豪 $1200 陳國志 $7200 陳國忠 $7200 

陳國東 $3600 陳國政 $500 陳國勝 $3000 

陳國斌 $7200 陳國華 $14400 陳國源 $21600 

陳國僑 $1200 陳國銘 $14400 陳國輝 $3200 

陳國興 $7200 陳國鎮 $7200 陳培倫 $1500 

陳婉美 $1800 陳婉茹 $7200 陳婉琦 $100 

陳婉菱 $1500 陳婉逸 $2400 陳婌惠 $7200 

陳崇瑄 $3600 陳崇瑋 $500 陳張秀玉 $2000 

陳張美玉 $500 陳張美援 $4800 陳彩慧 $3600 

陳敏雪 $1000 陳曼玲 $1000 陳梅香 $1000 

陳涵琳 $1600 陳淑芬 $25600 陳淑芳 $7200 

陳淑芸 $50 陳淑玲 $15400 陳淑珍 $14400 

陳淑美 陳竹騫 $14400 陳淑貞 $12000 陳淑娟 $8100 

陳淑珠 $1800 陳淑真 $7800 陳淑婷 $15000 

陳淑惠 $70600 陳淑琤 $20000 陳淑菁 $7200 

陳淑萍 $14400 陳淑雯 $7200 陳淑順 $500 

陳淑楓 $7200 陳淑鈴 $7200 陳淑慧 $16400 

陳淑瓊 $3000 陳淑麗 $30600 陳淑馨 $1000 

陳淵勇 $7200 陳清月 $7200 陳清芳 $6000 

陳琇庭 $2400 陳祥凌 $40000 陳祥頤 $14400 

陳祥麟 $7200 陳章南 $230400 陳細蘇女 $7200 

陳翊綺 $1200 陳荷蓉 $399 陳荻臻 $14400 

陳莉明 $1000 陳莉芳 $7200 陳莉淑 $7200 

陳莎蒲 $11000 陳莞琇 $3000 陳訪順 $14400 

陳通福 $14400 陳雪欣 $1800 陳雪芳 $7200 

陳雪茹 $600 陳雪華 $1000 陳頂誠 $7200 

陳麥錫 $5000 陳傑人 $7200 陳凱琳 $1800 

陳博軒 $4000 陳善柔 $600 陳婷梅 $7200 

陳婷雲 $3600 陳媦娟 $4800 陳富華 $14400 

陳復霞 $1800 陳惠君 $14400 陳惠汶 $600 

陳惠姝 $3600 陳惠玲 $10100 陳惠珍 $7200 

陳惠美 $3200 陳惠娟 $7200 陳惠珠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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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惠梅 $6600 陳惠雪 $2400 陳惠雯 $7200 

陳惠鈴 $1000 陳惠燕 $3000 陳惠蘭 $3600 

陳愉昕 $12000 陳愉縈 $798 陳揚 $2400 

陳景芳 $1800 陳景濱 $7200 陳晶鈴 $1000 

陳晶瑩 $100 陳智明 $1800 陳智恩 $6000 

陳智超 $7200 陳朝村 陳司浩 $1200 陳朝福 $7200 

陳棋樺 $7800 陳游秀雲 $500 陳游淑貞 $3000 

陳湘妮 $1200 陳湘庭 $7200 陳湘菱 $1000 

陳湘瑜 $6000 陳湘綾 $6600 陳湘穎 $1200 

陳琦勛 $7200 陳琦蓉 $1000 陳琪苗 $3000 

陳琪靜 $7200 陳登川 $7200 陳皓元 $1200 

陳程坤 $7200 陳紫瑄 $600 陳紫瑜 $7200 

陳翔羚 $7200 陳舜敏(盧太太) $1200 陳菀青 $7200 

陳菀儀 $6000 陳華興 $14400 陳萊娣 $15000 

陳詠文 $508 陳詠禎.侯冠瑜 $7200 陳貴民 $400 

陳貴良 $7200 陳貴芳 $7200 陳貴珠 $2400 

陳貴雯 $399 陳賀雄 $12000 陳進立 $21600 

陳逸蓁 $3000 陳鈞宜 $7200 陳隆昌 $600 

陳雁雲 $600 陳雅芳 $12000 陳雅玲 $4000 

陳雅婷 $500 陳雅惠 $1600 陳雅琴 $7200 

陳雅萍 $1000 陳雅雯 $14400 陳雅儀 $5000 

陳雅慧 $28200 陳雅蓮 $7200 陳雅齡 $1000 

陳雅蘭 $7200 陳雯君 $1000 陳雯萍 $7200 

陳雲華(朱媽媽) $500 陳順弘 $6900 陳順益 $1000 

陳黃金雪 $7200 陳黃素雲 $1600 陳媺潔 $1000 

陳微雯 $2400 陳愛妮 $2000 陳愛玲 $7200 

陳愛琴 $7200 陳愛登 $7200 陳慈鶴 $10800 

陳敬淳 $3600 陳新昇 $7200 陳暄貽 $3000 

陳暉閔 $3600 陳榆之 $7200 陳榆惠 $100 

陳毓奇 $1800 陳毓婷 $900 陳煒騏 $3000 

陳煥文 $7200 陳煥吉 $7200 陳煥傑 $3600 

陳瑀婕 $28800 陳瑀儀 $1200 陳瑄妃 $1000 

陳瑋倩 $14400 陳瑋翎 $1301 陳瑋瑋 $21600 

陳瑋樺 $600 陳瑛琦 $7200 陳瑞玲 $7200 

陳瑞美 $1000 陳瑞娟 $600 陳瑞祥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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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瑞楨 $3000 陳瑞霞 $8400 陳瑟 $14400 

陳畹芷 $7200 陳盟宗 $400 陳盟淵 $1800 

陳祺芬 $4800 陳祺縈 $7200 陳稚錞 $7200 

陳筠臻 $1500 陳筱云 $10000 陳筱文 $100 

陳筱函 $7200 陳筱婷 $7200 陳筱琦 $1800 

陳筱筠 $7200 陳筱蓓 $476 陳筱薇 $7200 

陳群翔 $21600 陳聖文 $7200 陳聖銨 $70 

陳聖儀 $1800 陳葦如 $7200 陳裕中 $10800 

陳裕忠 $1650 陳裕榮 $14400 陳詩吟 $1600 

陳詩婷 $399 陳詩萍 $2400 陳載霆 $14400 

陳道穎 $600 陳鈴偵 $4400 陳鈺奇 $3000 

陳鈺姍 $7200 陳鈺琪 $200 陳鉅松 $24000 

陳靖渝 $14800 陳嘉芬 $2000 陳嘉真 $7200 

陳嘉惠 $600 陳嘉琪 $1800 陳嘉順 $7200 

陳嘉慧 $399 陳嘉霖 $600 陳榮 $2400 

陳榮木 $3990 陳榮宏 $7200 陳榮杰 $7200 

陳榮松 $500 陳榮修 $68400 陳榮富 $7200 

陳榮華 $2300 陳榮照 $7200 陳榮賓 $7200 

陳榮慶 $7200 陳榮輝 $100 陳滿生 $2400 

陳滿芳 $4800 陳漢民 $600 陳漢杰 $9900 

陳漢清 $14400 陳漢龍 $300 陳爾善 $100 

陳碧丹 $11400 陳碧玲 $9200 陳碧珍 $3600 

陳碧桂 $14400 陳碧華 $7200 陳福裕 $14400 

陳福霖 $7200 陳維方 $14400 陳維玲 $14400 

陳維貞 $1000 陳維浚 $600 陳維萍 $2000 

陳維葶 $798 陳翠玲 $14400 陳翠琪 $7200 

陳銀寬 $7200 陳銘功 $6000 陳銘昌 $300 

陳鳳蛟 $14400 陳儀倫 $1200 陳寬晃 $7200 

陳廣照 $1000 陳德生 $7200 陳德妃 $5500 

陳德宏 $7200 陳德聰 $7200 陳德權 $1100 

陳慧文 $13000 陳慧如 $6000 陳慧君 $500 

陳慧青 $1200 陳慧玲 $132000 陳慧珊 $8400 

陳慧卿 $600 陳慧珠 $7200 陳慧歆 $2400 

陳慧甄 $1500 陳慧鎂 $14400 陳慶宇 $14400 

陳慶泉 $14400 陳慶玲 $36000 陳慶福 $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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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慶璋 $1000 陳憓瑩 $14400 陳樂珊 $3600 

陳毅 $4300 陳毅軒 $3000 陳潔琳 $500 

陳潤群 $500 陳瑩 $7200 陳瑩芷 $500 

陳瑩容 $300 陳瑩禎 $6000 陳璉逢 $19200 

陳稼鈴 $798 陳緯家 $1200 陳緯翰 $1200 

陳蔚琦 $1800 陳誼儒 $1500 陳誼霞 $600 

陳輝松 $7200 陳靚瑢 $7200 陳儒晰 $7200 

陳儒諄 $7200 陳勳森 $120000 陳叡智 $17200 

陳憲佑 $3000 陳憶欣 $700 陳憶琍 $5000 

陳憶萱 $600 陳曉君 $50400 陳曉芬 $2500 

陳曉芸 $1200 陳曉萍 $2400 陳燕華 $7200 

陳燕輝 $14400 陳燕儒 $1500 陳蕙蘭.陳連奕.陳

王素瓊 

$7200 

陳衞權 $7200 陳諭慧 $7200 陳錢妹 $7200 

陳錦芬 $1000 陳錦斯 $21600 陳錦煥 $7200 

陳錦瑞 $15200 陳錦慧 $15600 陳錦龍 $12000 

陳錦鴻 $7200 陳錫民 $500 陳錫貴 $1600 

陳霖澐 $7200 陳靜宜 $16200 陳靜陵 $7200 

陳靜媚 $1200 陳靜儀 $11400 陳靜慧 $5800 

陳龍 $7200 陳龍陞 $5400 陳嶸盛 $8200 

陳濬承 $21600 陳繁夫 陳莊吉配 $600 陳聰吉 $14400 

陳薇如 $1198 陳薏 $1800 陳謝勝子 $7200 

陳鍾雄 $1800 陳駿墉 $4000 陳鴻進 $14400 

陳鴻順 $999 陳鴻榆 $14400 陳鴻瑩 $44400 

陳㵾蓉 $1200 陳曜宗 $4000 陳瀅如 $18800 

陳瀅年 $12000 陳瀅燕 $7200 陳禮建 $21600 

陳雙環 $7200 陳嬿如 $19200 陳璽鈞 $10800 

陳瓊如 $1000 陳瓊芳 $7200 陳瓊玲 $1500 

陳瓊瑜 $7200 陳穩立 $500 陳艶紅 $1000 

陳韻如 陳韻文 $14400 陳麒方 $1000 陳麗妃 $4900 

陳麗芬 $1600 陳麗芳 $3600 陳麗玲 $11600 

陳麗美 $7200 陳麗英 $3000 陳麗貞 $5400 

陳麗娟 $7200 陳麗敏 $21600 陳麗琇 $14400 

陳麗莉 $2000 陳麗惠 $7800 陳麗晶 $2400 

陳麗琴 $1500 陳麗絲 $19600 陳麗萍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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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麗貴 $6600 陳麗雅 $7200 陳麗雲 $22600 

陳麗嫦 $14400 陳麗滿 $3600 陳麗蘭 $4200 

陳寶如 $9300 陳寶麗 $2400 陳競天 陳亞蓓 $6000 

陳耀宗 $7200 陳巍中 $4800 陳鑑文 $290 

陳顯智 $7200 陶又華 $3000 陶氏妙英 $500 

陶玉璇 $600 陶志龍 $21600 陶昌穗 $500 

陶素蓮 $4000 陶楊夢鸞 $7200 陶睿智 $36400 

陶德芬 $7200 陶繼芬 $300 陸又綺 $900 

陸又麟 Yu-Lin-Lu $39600 陸玉立 $3500 陸志遠 $1400 

陸宗俊 $3600 陸建全 $2400 陸建華 $1200 

陸秋宏 $600 陸素菁 $10000 陸筠惠 $3600 

陸德安 $1000 陸麗華 $7200 陸齡霜 $600 

麥袁綸 $108000 麥慧玲 $13200 黄怡婷 $600 

黄梅足 $1000 黄寶嬌 $7200 傅子芳 $13000 

傅子華 $1200 傅子綺 $19800 傅心豪 $1000 

傅世欣 $200 傅冬蘭 $14400 傅永貴 $21600 

傅玉典 $3000 傅玉瑋 $14400 傅佳瑩 $14400 

傅金麗 $12000 傅阿素 $14400 傅俊誠 $7200 

傅奕璇 $7200 傅宣菀 $50 傅美蘭 $6000 

傅郁惠 $2400 傅原挺 $7200 傅素月 $7200 

傅啟天 $14400 傅強 $1200 傅淑穎 $1000 

傅莉芳 $14400 傅惠津 $14400 傅新治 $14400 

傅榆萍 $19400 傅瑞玉 $14400 傅萱瑩 $14400 

傅鈺蘭 $400 傅寧 $14400 傅肇慶 $7800 

傅錦標 $7200 傅顯雅 $28800 凱威聯合工程有限

公司 

$7200 

創毅國際科技有限

公司 

$7200 勞建華 $67800 博亞法律事務所 $21600 

博愛小吃店 $51000 善心人 $12200 善心人(萊爾富) $72420 

喬宗忞 $1200 喬延涓 $7200 喬松印刷品有限公

司 

$21600 

單文時 $14400 單暄隆 $400 單靖 $1200 

單薇 $5000 單耀德 $1200 喻宗明 $14400 

喻長清 $14400 喻會娥 $1000 喻賢珩 $72000 

堤維西交通工業股 $14400 富仕見科技企業有 $14400 富來科技有限公司 $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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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彭凡如 $7200 彭子紜 $43200 彭小再 $100 

彭元懋 $36000 彭天保 $2000 彭月娥 $3000 

彭月嬌 $14400 彭玉玲 $3600 彭玉詔 $36000 

彭玉蘭 $500 彭光正 $1500 彭成鴻 $7200 

彭而艾 $1500 彭宏宗 $7200 彭秀珍 $36000 

彭秀霞 $300 彭定華 $20000 彭怡姿 $28800 

彭武添 $7000 彭信明 $7200 彭品穎 $1800 

彭宥誠 $24000 彭建溢 $1200 彭思芸 $1500 

彭思翰 $7200 彭星維 $7200 彭美姿 $4800 

彭美政 $79200 彭美華 $9400 彭郁芳 $399 

彭郁娟 $600 彭郁菊 $7200 彭娟娟 $7200 

彭家卉 $1500 彭國省 $3600 彭國銓 $1000 

彭堃瑋 $7200 彭婉娟 $43200 彭惟欣 $1000 

彭梅順 $20000 彭淑玲 $7800 彭清宏 $7200 

彭清良、彭張玉

金、彭士基、廖麗

青、彭語柔、彭聖

博、彭聖維 

$1200 彭清族 $13200 彭紹杰 $14400 

彭弼涵 $7200 彭愉紋 $9000 彭斌珺 $7200 

彭琴茹 $7200 彭雲新 $14400 彭雲鳳 $6000 

彭雲燈 $16800 彭敬容 $4200 彭瑞瑩 $15400 

彭瑞燕 $1000 彭筠惠 $7200 彭綉景 $36000 

彭詩婷 $400 彭誠緯 $7200 彭路芳 $1000 

彭鈺茹 $1800 彭鈺雯 $1500 彭嘉尉 $7200 

彭嘉雯 $600 彭碧秀 $4800 彭與求 $20000 

彭鳳蘭 $7200 彭慧琳 $7200 彭憶芳 $7200 

彭澤溟 $7200 彭璟惠 $21600 彭豐昌 $7200 

彭懷 $7200 彭瓊嬅 $14400 彭瓊慧 $500 

彭韻如 $500 彭鐘惠花 $1000 彭馨嫻 $600 

彭馨誼 $200 惠康木蓉 $14400 惠眾水電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3600 

揭文鳳 $3600 普京全方位醫學診

所 

$1200 普慶華 $7200 

普瀚工程股份有限 $7200 景上嘉 $1200 智霖火鍋店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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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公司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曾 $400 曾乙峯 $1500 曾千娜 $400 

曾士宏 $5000 曾子恩 $14400 曾子旂 $7200 

曾子晴 $10000 曾子綺 $900 曾太太 $1000 

曾孔瓊慧 $18000 曾文祥 $7200 曾文隆 $500 

曾文顗 $7200 曾文蘭 $399 曾木陽 $7200 

曾氏歷代祖先 $1000 曾世華 $21600 曾以仁 $7200 

曾右彰 $1000 曾幼龍 $1000 曾玉珍 $20000 

曾玉燕 $200000 曾禾翠 $7200 曾立明 $17400 

曾先生 $700 曾印正 $600 曾圳銘 $7200 

曾秀芬 $1100 曾秀甄 $7200 曾秀蘭 $7200 

曾芊亞 $14400 曾妮娜 $14400 曾宛華 $2400 

曾怡嘉 $14400 曾明川 $1100 曾明泓 $6000 

曾明清 $7200 曾林枝梅 $10800 曾秉濤 $7200 

曾芬敏 $1600 曾芷榛 $7200 曾采彤 $7200 

曾金玉 $5000 曾金鳳 $4800 曾俊傑 $13600 

曾冠燕 $7200 曾宥騰 $3000 曾建聰 $21600 

曾思乾 $1200 曾星翰 $2700 曾春米 $1000 

曾昱 $14400 曾昱瑄 $600 曾昱瑋 $3000 

曾柏睿 $500 曾珍 $144000 曾盈華 $4200 

曾美玉 $1800 曾美芳 $7200 曾美惠 $200 

曾美貴 $14400 曾胤誠 $300 曾致凱 $1000 

曾若琦 $15000 曾英妹 $7200 曾貞英 $7200 

曾韋慈 $7200 曾家芳 $1800 曾峻峰 莊環蔭 $630 

曾振賢 $1200 曾晏儀 $1500 曾桂英 $2400 

曾桂銀 $7200 曾珮文 $2500 曾珮雯 $300 

曾益盛 $6600 曾素文 $2000 曾素慧 $7200 

曾素櫻 $36000 曾偉善 $1500 曾婉婷 $4800 

曾彩鳳 $14400 曾淑仁 $14400 曾淑伶 $14400 

曾淑芳 $1000 曾淑娟 $14400 曾淑敏 $9400 

曾清標 $12000 曾祥倍 $7200 曾雪芬 $7200 

曾惠玲 $15600 曾智平 $1200 曾森男 $14400 

曾渝欽 $1200 曾湘芸 $1200 曾琨華 $400 

曾貴保 蔡炫錦 $200 曾進煒 $2000 曾雅芳 $7200 

曾雅蓮 $7200 曾傳裕 $7200 曾愛華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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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曾慈暉 $2000 曾慈寬 $1800 曾敬驊 $1230 

曾新玲 $1000 曾新雲 $7200 曾楹媮 $7200 

曾煉忠 $12600 曾瑞光 $1200 曾瑞娥 江麗文 $7200 

曾瑞乾 $7200 曾瑞萍 $1000 曾筱芸 $7200 

曾義青 $1800 曾裕娟 $4275 曾裕傑 $6600 

曾詩媛 $800 曾詩穎 $19200 曾鈺萍 $600 

曾雍傑 $2000 曾壽德 $7200 曾夢良 $3600 

曾漵瑩 $1800 曾瑮蕓 $14600 曾維明 $1500 

曾維炘 $7200 曾綺華 $14400 曾德修 $7200 

曾慧珊 $1200 曾潓文 $200 曾蔡美英 $1100 

曾學忠 $3000 曾憲章 $7200 曾憶雯 $7200 

曾燕玉 $1500 曾燕如 $10200 曾錦運 $7200 

曾龍泉 $100 曾薆 $14400 曾薇儒 $9600 

曾薏靜 $300 曾黛如 $7200 曾鎮安 $200 

曾嬿陵 $7200 曾瀞萱 $4000 曾瀞慧 $1800 

曾瓊萩 $14400 曾藝玲 $1320 曾麒臻 $7200 

曾麗如 $2400 曾麗淑 $7200 曾麗華 $14400 

曾寶彩 $5400 曾寶雅 $12000 曾蘭惠 $1500 

温谷琳 $1200 温珮喻 $2000 温偉糧 $1000 

温涵勛 $600 温駿宏 $1800 港底工程行 $1800 

游人學 $5476 游士賢 $200 游子葳 $21600 

游小玓 $3600 游升志 $7200 游文鋒 $7200 

游水龍 $7200 游玉津 $7200 游如慧 $1500 

游宇君 $3000 游克強 $7200 游冷美玲 $600 

游宏仁 $798 游志勤 $7200 游佩雯 $21600 

游佳穎 $2050 游宗儒 $14400 游宜芬 $3600 

游旻潔 $1800 游芷柔 $600 游雨莛 $14400 

游美玲 $1800 游迦雯 $7200 游家麟 $7200 

游珮瑜 $798 游素英 $600 游素華 $7200 

游能益 $14400 游乾明 $7200 游健明 $1200 

游啟生 $7200 游崇德 $14400 游彩勤 $2800 

游淑芬 $1800 游淑美 $7200 游淑英 $14400 

游清雯 $7200 游琇喻 $1800 游凱婷 $30000 

游凱麟 $1000 游富美 $20000 游惠玲 $1400 

游惠珠 $1800 游智杰 $6000 游朝棟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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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游翔百 $16200 游賀旭 $21600 游雅嵐 $8700 

游雅菁 $400 游雲吉 $2400 游愷玲 $399 

游靖婷 $2000 游鳳美 $7200 游德崑 $9000 

游慧君 $4800 游潔貞 $21600 游錫璋 $49200 

游靜如 $1000 游應徵 $10000 游謙德 $14400 

游麗章 $7200 游騰益 $7200 湛俊恩 $50 

湯子瑩 $6600 湯令儀 $14400 湯宇潔 $1800 

湯安得 $20000 湯宏閔 $500 湯秀珠 $1500 

湯孟涵 $399 湯明宇 $100 湯明義 $7200 

湯松子 $28800 湯玟蕙 $5000 湯品臻 $44000 

湯家惠 $1500 湯家閎 $7200 湯淑如 $7200 

湯雪英 $7200 湯瑞連 $7200 湯艷琳 $7200 

無名 $11980 無名氏 $6421063 無名氏_台新 ATM $34800 

甯方菁 $600 甯淑芬 $14400 甯莉潔 $14400 

畫龜畫工作室有限

公司 

$10000 登秝國際有限公司 $600 登新有限公司 $3000 

程世明 $7200 程兆龍 $21600 程光華 $8850 

程俊樺 $7200 程冠豪 $3600 程彥傑 $1000 

程郁婷 $399 程素珠 $500 程茹鈺 $500 

程翊淳 $300 程智盟 $7200 程智裕 $7200 

程煒庭 $2100 程運達 $12000 程慧敏 $2400 

程憶芬 $14400 童嬿臻 $500 童曦 $14400 

筌友有限公司 $5000 筌聖老家食品有限

公司 

$14400 紫微妙東宮 $7200 

舒以欣 $7200 舒永泰 $7200 舒惠荃 $3600 

舒慧芬 $14400 菓菓心理創意有限

公司 

$2400 華一彩色印刷有限

公司 

$1800 

華珮涵 $21600 華朝龍 $1200 華瑞慈 $2400 

華嶽有限公司 $1800 覃玉珍 $6000 覃事成 $7200 

貴圓居夏華達 $16200 貴圓居路那 $3000 費成祺 $7200 

賀明琪 $6600 賀珩偉.賀姮燕 $600 賀廣如 $15400 

賀麗珠 $1800 超逸實業有限公司 $10000 越味館客人共同捐

款 

$1756 

辜俊卿 $14400 辜彥輔 $1500 辜思瑜 $1500 

辜惠軍 $7200 辜雅鈴 $7200 辜馨峯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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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鈔寫本廣告有限公

司 

$14400 鈞廷企業 劉旭杰 $399 閔鳫鏵 $10000 

隆豪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 

$8400 雅米義大利麵 $7200 雲玲媛 $7200 

項明芬 $1500 馮小鳳 $7200 馮文政 $5000 

馮文道 $10000 馮印龍 $78200 馮志民 $28800 

馮芝渝 $6000 馮芷媃 $7200 馮品喬 $4000 

馮品嘉 $10800 馮建三 $57600 馮春蘭 $21600 

馮恩惠 $5400 馮莉婷 $7200 馮凱芝 $1200 

馮博鈞 $14400 馮湘妍 $7200 馮雅莉 $600 

馮敬堯 $1200 馮瑜庭 $600 馮瑞麒 $7200 

馮嘉偉 $15400 馮嘉照 $19800 馮錦屏 $1200 

馮麗冠 $14400 馮寶安 $14400 黃 $2000 

黃一峯 $7200 黃一涵 $7200 黃于嘉 $7200 

黃千玲 $7200 黃士哲 $1000 黃士瑋 $7200 

黃士蔚 $1000 黃士驊 $14400 黃大展 $14400 

黃大慶 $2000 黃子恩 $500 黃子得 $3000 

黃子堯 $600 黃子雯 $798 黃子境 $1000 

黃子嬟 $400 黃子瀠 $1200 黃小文 $7200 

黃小姐 $18500 黃小飛 $600 黃小華 $2000 

黃小貴 $7200 黃中鼎 $3000 黃之凡 $600 

黃仁志 $14400 黃仁慈 $7200 黃仁煌 $6600 

黃仁興 $7200 黃介垣 $7200 黃允軒 $10000 

黃友才 $1200 黃天牧 $14400 黃天音 $200 

黃少雲 劉佳霖 $4700 黃尤芳 $7200 黃心綸 $1500 

黃心慧 $500 黃心韻 $798 黃心蘭 $14400 

黃文卯 $500 黃文柏 $7200 黃文貞 $600 

黃文娟 $6000 黃文婷 $600 黃文聖 $7200 

黃文潔 $1500 黃文賢 $21600 黃文興 $1000 

黃日賢 $500 黃月梅 $1200 黃月黛 $21600 

黃月瓊 $7200 黃木本 $200 黃木嫻 $7200 

黃水宗 $1800 黃世育 $5000 黃世銘 $798 

黃世輝 $7200 黃仙景 $4800 黃司汶 $7200 

黃正一 $11910 黃正穎 $14400 黃永明 $12000 

黃永松 $5400 黃永枝 $15200 黃永芳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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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黃永修 $1000 黃永煌 $14400 黃永瀚 $7200 

黃玉芝 $7200 黃玉城 $14400 黃玉玲 $3000 

黃玉純 $1000 黃玉琴 $7200 黃玉華 $7200 

黃玉鈴 $7200 黃玉潔 $3600 黃玉燕 $11000 

黃玉霞 $7200 黃田阿東 $1000 黃立敏 $5400 

黃亦雯 $1200 黃亦歆 $1200 黃仲仁 $3500 

黃仲廉 $500 黃仲豪 $50 黃任遠 $1200 

黃兆資 $7200 黃兆嘉 $10000 黃先誌 $14400 

黃光裕 $7200 黃全偉 $399 黃全興 $3600 

黃吉耀 $11000 黃好 $7200 黃如忻 $3600 

黃如來 $600 黃如萍 $2000 黃安蒂 $43200 

黃有為 $7200 黃江秋津 $7200 黃米玲 $75600 

黃至君 $7200 黃至毅 $1000 黃余星 $7800 

黃克義 $14400 黃吳秀雲 黃州成 $6500 黃呈義 $500 

黃呈黟 $2600 黃妙美 $2400 黃孜衍 黃孜勻 $30000 

黃孝茵 $1200 黃宏志 $7200 黃宏欽 $28800 

黃宏達 $2000 黃志成 $2400 黃志偉 $798 

黃志傑 $1000 黃志斌 $7200 黃志超 $7200 

黃志銘 $600 黃沁柔 $3000 黃沛文 $7200 

黃沛愉 $1500 黃沛儀 $12000 黃秀幸 $2000 

黃秀芬 $7200 黃秀春 $14400 黃秀英 $1200 

黃秀娟 $8000 黃秀娥 $500 黃秀雲 $4200 

黃秀滿 $7200 黃秀鳳 $14400 黃秀鑾 $14400 

黃育祥 $1300 黃良元 $7800 黃辰雄 $28800 

黃邦育 $7200 黃邦南 $3200 黃佩雯 $1500 

黃佳文 $3124 黃佳玲 $600 黃佳翎 $798 

黃佳燕 $7200 黃依琳 $24000 黃依慧 $7200 

黃其雲 $1500 黃坤駿 $500 黃孟莉 $399 

黃孟綸 $3000 黃宗琳 $1000 黃宗銘 $33000 

黃宜安 $1200 黃宜貞 $2000 黃宜華 $2000 

黃幸鈴 $21000 黃忠育 $6600 黃怡菁 $1000 

黃怡雯 $14400 黃怡瑛 $3000 黃怡嘉 $7200 

黃怡禎 $14400 黃怡璇 $7200 黃怡馨 $700 

黃旻齊 $7200 黃昌偉 $7200 黃明石黃吳玉秀黃

信一黃淑惠李夢禮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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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夢書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黃明宗 $600 黃明芳 $1800 黃明珠 $3600 

黃明智 $9600 黃明鳳 $12000 黃明霞 $14400 

黃松澤 $7200 黃枝樹 $6000 黃河源 $10000 

黃玟諺 $1000 黃玫玲 $4000 黃芝羚 $200 

黃芝蘭 $14400 黃芯珮 $7200 黃芳玲 $10000 

黃芳塋 $7200 黃金汾 $9600 黃金珠 $7200 

黃金鶯 $5500 黃雨凱 $8800 黃俊文 $14400 

黃俊弘 $1800 黃俊民 $21600 黃俊明 $500 

黃俊傑 $14408 黃俊程建築師事務

所 

$7200 黃俊嘉 $7200 

黃俊碩 $7200 黃俊維 $600 黃俊憲 $500 

黃俊諺 $800 黃信華 $14400 黃信嘉 $1200 

黃信維 $400 黃信興 $7200 黃冠智 $600 

黃冠瑋 $500 黃冠彰 $600 黃冠霖 $600 

黃勁蒼 $1000 黃勃雄 $7200 黃叙欽 $7200 

黃品淇 $3600 黃品瑜 $14400 黃品璇 $798 

黃品靜 $19200 黃垚勳 $7200 黃奕 $24000 

黃奕達 $7200 黃姿雅 $800 黃姿瑋 $300 

黃姿勳 $4800 黃姿錦 $1800 黃宥嘉 $600 

黃宥寧 $2900 黃宥榕 $500 黃宥榛 $200 

黃建文 $7200 黃建章 $4800 黃建智 $4500 

黃建程 $1200 黃建嘉 $14400 黃建德 $7200 

黃建樺 $7200 黃建橙 $1000 黃建穎 $500 

黃建融 $900 黃建霖 $14400 黃彥文 $14400 

黃彥菱 $600 黃彥綺 $21600 黃律瑄 $600 

黃思敏 $4800 黃思煒 $2000 黃思蔤 $600 

黃政彬 $12000 黃政揚 $7200 黃政達 $7200 

黃政勳 $14400 黃映慈 $600 黃春盆 $7200 

黃春香 $3600 黃春琴 $7200 黃春興 $14400 

黃昭月 $7200 黃昭雄 $12000 黃昭禎 $7200 

黃昭熹 $7200 黃昱承 $400 黃昱鈞 $3000 

黃柏凱 $1000 黃柏維 $600 黃柏翰 $1800 

黃柑寧 $300 黃炯芳 $7200 黃炳坤 $7200 

黃玲兒 $7200 黃玲娟 $1320 黃玲娥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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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黃珍映 $2400 黃皆盛 $7200 黃盈慈 $7200 

黃盈蓁 $14400 黃祈穎 $1800 黃禹睿 $1000 

黃秋珍 $7200 黃秋萍 $798 黃秋貴 $500 

黃紀華 $7200 黃美玲 $6000 黃美容 $1800 

黃美軒 $7280 黃美惠 $33900 黃美棠 $14400 

黃美寬 $14400 黃美麗 $800 黃羿斐 $1800 

黃致鋼 $1800 黃若茵 $43200 黃若筑 $7200 

黃若慈 $413 黃若儀 $1800 黃英哲 $1800 

黃英期 $200 黃英福 $14400 黃英豐 $28800 

黃茂峯 $100 黃茂源 $14400 黃貞智 $13800 

黃貞翔 $1200 黃郁文 $7200 黃郁方 $400 

黃郁欣 $200 黃郁芬 $600 黃郁敏 $7200 

黃郁涵 $100 黃郁琁 $300 黃郁媛 $7200 

黃郁惠 $7200 黃郁翔 $7200 黃郁雯 $5400 

黃重堯.梁素芬.黃燈

炎 

$7200 黃重謀 $1800 黃韋倪 $500 

黃韋豪 $2500 黃香菊 $1800 黃香璟 $200 

黃香嚴 $8400 黃倚慈 $14400 黃凌玲 $500 

黃凌華 $7200 黃凍金 $2500 黃哲偉 $14400 

黃哲祥 $14400 黃家宏 $3000 黃家茜 $3600 

黃家基 $14400 黃家琳 $7200 黃家榆 $7200 

黃家鼎 $7200 黃家樑 $7220 黃庭虹 $14400 

黃恩純 $7200 黃振鈞 $200 黃振憲 $7200 

黃挺益 $2400 黃栩玟 $2400 黃桂玲 $43200 

黃桂貞 $1000 黃桂香 $7200 黃桂蕾 $7200 

黃泰原 $7200 黃泰源 $5000 黃泰賓 $1200 

黃泰勳 $10800 黃浚育 $1200 黃浥塵 $14400 

黃珠玲 $7200 黃珮如 $10800 黃珮茹 $1000 

黃益良 $14400 黃紋君 $1000 黃素女 $7200 

黃素珠 $14400 黃素琤 $7200 黃素萩 $2400 

黃素蓉 $21600 黃軒翊 $1200 黃偉倫 $9000 

黃偉峰 $4800 黃偉師 $21600 黃偉瑜 $21600 

黃偉誠 $1950 黃健宇 $600 黃健輝 $7200 

黃啓明 $4800 黃啟芳 $100 黃啟紋 $3000 

黃國建 $3000 黃國恒 $7200 黃國堂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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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黃國樑 $10800 黃婉純 $400 黃婉琦 $2000 

黃婕榕 $500 黃婕鑫 $14400 黃崇家 $7200 

黃崇喜 $3000 黃崑益 $7200 黃彗瑀 $7200 

黃彩玲 $9000 黃採鑾 $1000 黃敏 $6600 

黃敏祥 $3600 黃敏華 $1000 黃敏雄 $1000 

黃敏榮 $300 黃敏鸞 $600 黃晨軒 $3000 

黃晨詩 $600 黃晨睿 $6600 黃梅妃 $1200 

黃梅君 $14400 黃梅英 $1500 黃梓瑜 $1800 

黃淑芬 $13200 黃淑芳 $20000 黃淑美 $9200 

黃淑苹 $600 黃淑珠 $21600 黃淑琴 $7200 

黃淑菁 $8600 黃淑華 $14400 黃淑雯 $36000 

黃淑雲 $10800 黃淑銀 $2400 黃淑慧 $3000 

黃淑靜 $600 黃淑嬪 $2400 黃淑霞 $7200 

黃淑瓊 $7200 黃淑馨 $90000 黃淑蘭 $4800 

黃淑蘭 $7200 黃淨珍 $4000 黃淳禎 $7200 

黃清秀 $1500 黃清達 $7200 黃清寶 $112200 

黃琇萍 $1500 黃琇鳳 $15600 黃琍琍 $7200 

黃盛財 $1200 黃盛超 $4260 黃章欣 $100 

黃笠軒 $1200 黃紹華 $6600 黃翊芩 $7200 

黃翊寧 $4800 黃翌鳴 $7200 黃莉文 $4600 

黃莉莉 $14400 黃莉婷 $1000 黃莉榛 $21600 

黃莎 $43200 黃莞晉 $2400 黃連花 $14400 

黃陳桂葉 $7800 黃凱琳 $2500 黃勝弘 $2500 

黃勝澤 $1500 黃博賢 $1800 黃富美 $6000 

黃富章 $14400 黃惠金 $1000 黃惠美 $7200 

黃惠娟 $7200 黃惠娥 $1800 黃惠敏 $400 

黃惠嫈 $20000 黃惠榆 $4600 黃惠鈺 $19800 

黃惠燕 $14400 黃惠蘭 $5000 黃斐榆 $200 

黃斯宇 $800 黃景新 $800 黃智焄 $1800 

黃智義 $1000 黃朝平 $7200 黃朝榮 $13800 

黃棋菱 $2000 黃棟煜 $14400 黃棠晴 $7700 

黃渟諭 $9000 黃湘梅 $6600 黃湘婷 $500 

黃湘蘭 $7200 黃然發 $1200 黃琡真 $1000 

黃琦淑 $300 黃琪芳 $300 黃琬玲 $13000 

黃琬倫 $1200 黃琮益 $900 黃琮祐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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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黃琮雅 $7200 黃琳雯 $1000 黃皓 $5400 

黃程暉 $14400 黃筑筠 $1800 黃紫晏 $6000 

黃紫涵 $7200 黃紫榆 $600 黃結春 $14400 

黃舜彬 $1800 黃華秋 $7200 黃評儀 $28800 

黃貴華 $1000 黃進福 $21600 黃進興 $14400 

黃鈞 $6600 黃閔琪 $2000 黃雄一 $7200 

黃雅平 $500 黃雅坊 $7200 黃雅玨 周建 $21600 

黃雅姿 $10800 黃雅珉 $7200 黃雅紋 $7200 

黃雅惠 $7300 黃雅鈴 $19200 黃順平 $7200 

黃順政 $5400 黃順敏 $7200 黃媺娟 $2400 

黃意凌 $2400 黃意蘋 $7200 黃慈芳 $1800 

黃敬唐 $7200 黃敬捷 $7200 黃敬揚 $7200 

黃敬穎 $2500 黃新年 $23000 黃新茂 $50400 

黃楨傑 陳玉玲 $36000 黃榆容 $200 黃歆詒 $3000 

黃歆評 $1200 黃毓雅 $7200 黃源統 $29400 

黃煌坤 $1500 黃瑄珮 $3600 黃瑜珊 $1000 

黃瑞松 $2000 黃瑞雨 $15600 黃瑞倫 $6000 

黃瑞誠 $2400 黃瑞緯 $36000 黃睦容 $7200 

黃祺嘉 $14400 黃筠婷 $399 黃筠惠 $7200 

黃筱昀 $1200 黃筱英 $14400 黃筱淇 $1000 

黃群馨 $1200 黃義益 $14400 黃義鈐 $200 

黃聖揮 $7200 黃聖鵬 $7200 黃葦萍 $14400 

黃詩宇 $4800 黃詩君 $7200 黃詩傑 $798 

黃詩婷 $7200 黃詩惠 $4800 黃詩雅 $4800 

黃詳越 $1200 黃資貽 $7200 黃達宏 $21600 

黃達偉 $14400 黃酩惠 $14400 黃鈴翔 $2000 

黃鈴雅 $600 黃鈺心 $7200 黃鈺婷 $7700 

黃鈺惠 $7200 黃鉦傑 $7200 黃雍勛 $14400 

黃靖芳 $1800 黃靖媗 $600 黃靖雅 $1000 

黃靖雯 $6600 黃嘉聖 $7000 黃榮鈺 $7200 

黃榮鵬 $36000 黃滌 $7200 黃漢欽 $14400 

黃漪茹 $3000 黃瑪莉 $7200 黃睿誌 $7200 

黃碧玉 $9600 黃碧桃 $1000 黃碧珠 $7200 

黃碧珠 林佳宏 林

佳穎 

$3000 黃碧琪 $7200 黃碧綺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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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黃碧慧 $1800 黃碧蓮 $600 黃碧樺 $1000 

黃精鶴 $6000 黃維玲 $3600 黃維乾 $14400 

黃蓓玲 $1000 黃語翎 $3000 黃銘宗 $6000 

黃鳳治 $6000 黃鳳美 $7200 黃鳳雪 $7200 

黃鳳嬌 $7200 黃鳳蓮 $4800 黃鳳鵑 $7200 

黃齊堯 $14400 黃墩翊 $7200 黃德江 $7200 

黃德明 $1500 黃德芬 $2400 黃德欽 $7200 

黃慧珠 $14400 黃慧真 $10000 黃慧菁 $7200 

黃慶淙 $14400 黃慶華 $14400 黃慶義 $14400 

黃慶豐 $1800 黃潤生 $7200 黃緗淩 $1000 

黃緯珊 $600 黃緯淳 $100 黃蓮玉 $1030 

黃蔡梅 $14400 黃賢霖 $1200 黃輝誠 $14400 

黃黎卿 $21600 黃憲智 $7200 黃憶婷 $2400 

黃曉楓 $7200 黃曉絹 $14400 黃燕玲 $144000 

黃燕美 $14400 黃燕雪 $2500 黃穎超 $7200 

黃臻妍 $7200 黃興富 $7200 黃蕙娟 $399 

黃融 $7200 黃錦屏 $7200 黃錦英 $10800 

黃錦堂 $6600 黃錦溢 $900 黃靜君 $1800 

黃靜雯 $300 黃靜誼 $7200 黃薇寧 $7200 

黃薇蓉 $15600 黃薏朱 $7200 黃謙賜 $1800 

黃謝葉 $14400 黃鴻仁 $3600 黃鴻英 $14400 

黃鴻鈞 $60000 黃藏賢 $1200 黃雙英 $7200 

黃嬿綾 $14400 黃瀚尼 $100 黃瀚頤 $800 

黃瀞瑤 $500 黃瀞瑩 $7200 黃瓈萱 $7200 

黃瓊芸 $7200 黃瓊華 $7200 黃瓊儀 $250 

黃瓊慧 $7998 黃瓊誼 $14400 黃瓊諄 吳玉灝 吳

玉瀚 黃晨恩 黃莘

葳 

$5000 

黃瓊諄 黃莘葳 黃

許喜華 吳徐桂英 

何虹怡 

$5000 黃瓊閱 $7200 黃藝珍 $600 

黃韞凝 $7200 黃韻如 $7700 黃鵬微 $1800 

黃麗枚 $24000 黃麗花 $1200 黃麗珍 $8400 

黃麗娟 $3600 黃麗雪 $200 黃麗惠 $1800 

黃麗華 $3600 黃麗萍 $14400 黃麗雲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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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黃麗鳳 $14400 黃麗燕 $303600 黃麗穎 $14400 

黃麗瓊 $10200 黃嚴嬉 $3600 黃寶珍 $15000 

黃寶珠 $21600 黃寶興 $7200 黃繽瑩 $1800 

黃耀祥 $21600 黃鐏億 $500 黃馨君 $3000 

黃馨慧 $1800 黃馨閱 $3600 黃櫻華 $4800 

黃譽華 $7200 黃鶴旻 $500 黃顯堂 $7200 

黃顯棟 $3600 黃麟皓 $200 圓石國際有限公司 $2000 

塗小姐 $7200 塗昆樺 $7200 塗彥和 $200 

廉佩樺 $200 意美 $1000 感恩潘家王家歷代

祖先 

$7200 

慈心堂 $7200 慈安工程設計有限

公司 

$14400 慈善救濟會 $9600 

慈悲愛心基金會 $10800 新加坡商美國國際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50000 新北市中和國小

520 班 

$7200 

新北市水上安全工

作大隊 

$3600 新北市私立吉而堡

幼兒園 

$3600 新北市私立淡水松

柏幼兒園 

$36000 

新北市私立新寶兒

幼兒園 

$1000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541503 新北市普羅愛心協

會 

$3000 

新竹市慈航淨宗學

會 

$21000 新竹黃氏佛堂不具

名 

$200 新竹縣司馬庫斯部

落互助教保服務中

心 

$7200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 $20000 新竹縣政府 $7281143 新泰糧食有限公司 $600 

新莊黃愚 $200 楊 $100 楊丁泉 $7200 

楊人鳳 $4800 楊又嘉 $2000 楊又蕙 $1800 

楊于萱 $7200 楊于慧 $7200 楊千里 $600 

楊士立 $1500 楊大牧 $7200 楊子申 $7200 

楊子軍 $14400 楊子旗 $1200 楊子瑤 $6000 

楊子慧 $600 楊子毅 $24000 楊子震 $7200 

楊川慶 $7200 楊仁豪 $1000 楊元益 $5400 

楊少君 $7200 楊尹慎 $7200 楊尹瑄 $600 

楊文吉 $7200 楊文君 $6000 楊文隆 $135 

楊文雯 $1800 楊文輝 $7200 楊世鈞 $500 

楊世瑋 $6000 楊以真 $399 楊以騰 $7200 

楊功奮 $14400 楊卉淳 $2500 楊巧 $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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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楊弘兆 $1000 楊正蔚 $1800 楊永成 $7200 

楊永定 $21600 楊永茂 $14400 楊永祥 $7200 

楊永智 $7200 楊永聖 $1000 楊玉娟 $4000 

楊玉斌 $1200 楊玉鳳 $7200 楊立琦 $1000 

楊立勤 $7200 楊立德 $7200 楊光烈 $7200 

楊光第 $14400 楊共榮 $13800 楊同慧 $3000 

楊竹美 $10200 楊至善 $36000 楊克明 $6000 

楊妤培 $13500 楊志明 $10000 楊志彬 $370 

楊志傑 $17600 楊志賢 $1200 楊沛玲 $1000 

楊秀貞 $7200 楊秀惠 $2400 楊秀華 $14400 

楊秀雯 $7200 楊秀禧 $7200 楊秀薇 $9600 

楊育芝 $7200 楊事琴 $7000 楊佩芬 $7200 

楊佩娟 $7200 楊佳蓉 $600 楊佳學 $3500 

楊佳穎 $1000 楊依洺 $7200 楊依儒 $6000 

楊孟泰 $14400 楊孟達 $12000 楊宗保 $4800 

楊宗峰 $2400 楊宗益 $14400 楊宗儒 $1000 

楊定潔 $7200 楊宛諭 $2500 楊宜欣 $800 

楊宜真 $2400 楊尚錡 $26400 楊岱例 $7200 

楊岸 $10800 楊幸穎 $200 楊忠輝 $6000 

楊念釗 $1500 楊怡庭 $400 楊怡真 $800 

楊怡脩 $7200 楊怡蘭 $7200 楊承軒 $1000 

楊昇霖 $7200 楊昌哲 $1200 楊昌祐 $1200 

楊昌貴 $14400 楊昌衡 楊奇達 $600 楊明正 $500 

楊明郎 $14400 楊明螢 $7200 楊明龍 $14400 

楊易倫 $300 楊杰興 $7200 楊東源 $144000 

楊松景 $1800 楊林翰 $21600 楊欣 $3600 

楊治平 $600 楊芳玲 $5800 楊金玉 $7200 

楊金煌 $5000 楊金龍 $14400 楊金鎮 $9600 

楊俊翊 $1000 楊信誼 $1000 楊建成 $7200 

楊建欣 $28800 楊思孝 $7200 楊政憲 $7200 

楊政諺 $7200 楊政霖 $7200 楊春妹 $200 

楊春信 $7200 楊春梅 $7200 楊春莉 $10800 

楊柳松 $7200 楊洦育 $7200 楊為翔 $600 

楊為勳 $1300 楊珊珊 $7200 楊盈樑 $7200 

楊秋敏 $200 楊秋雲 $9000 楊秋蘭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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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楊紅玉 $7200 楊美 $2400 楊美芳 $1800 

楊美玲 $7200 楊美淑 $1800 楊美雲 $1200 

楊美慧 $14400 楊美瓊 $3000 楊胡好 $1000 

楊茂青 $7200 楊迪維 $14400 楊倩茵 $600 

楊家鈞 $4500 楊家瑜 $798 楊家興 $3000 

楊容玫 $1200 楊展楣 $7200 楊師寧 $4200 

楊庭芸 $1500 楊徐秀鳳 $7200 楊晉嘉 $1000 

楊桂津 $399 楊海明 $2000 楊珩 $1800 

楊珮蓁 $4200 楊純如 $12600 楊素玲 $7200 

楊素卿 $14400 楊素琴 $1000 楊高煩 $185400 

楊偉達 $7200 楊啟聖 $2400 楊啟榮 $7200 

楊國君 $7200 楊國德 $6000 楊培安 $6600 

楊婉婷 $798 楊捷茹 $7200 楊敏智.洪淑珍 $14400 

楊敕貝 $2000 楊晨妤 $399 楊曼君 $9600 

楊望遠 $7200 楊梅 $7200 楊淑安 $14400 

楊淑芬 $3000 楊淑美 $300 楊淑娟 $8400 

楊淑梅 $14400 楊淑淇 $7200 楊淑惠 $1200 

楊淑華 $2500 楊淑雯 $2000 楊淑麗 $600 

楊淨越 $7200 楊淳淳 $7200 楊清平 $14400 

楊清海 $1000 楊清雲 $7200 楊珺雅 $1000 

楊琇妃 $1800 楊莉敏 $7200 楊逢辰 $6000 

楊雪玄 $14400 楊雪晴 $2000 楊凱婷 $1000 

楊勝坤 $14400 楊博宇 $7200 楊博淵 $7200 

楊博欽 $7200 楊喆欽 $2000 楊婷如 $1500 

楊婷珺 $600 楊媗閔 $7200 楊富明 岳霖 雅惠 

雅婷 陳金美 

$14400 

楊富涵 $1200 楊弼合 $7200 楊惠如 $1800 

楊惠泰 $5000 楊惠瑛 $8200 楊惠讌 $1200 

楊斐 $1200 楊景成 $4800 楊景超 $21600 

楊景祺 $1200 楊晴雯 $10000 楊智倢 $7200 

楊智欽 $4800 楊智雅 $7200 楊智穎 $3600 

楊朝全 $14400 楊朝強 $600 楊棻琴 $7200 

楊湘婷 $1000 楊登富 $14400 楊稀琳 $400 

楊舒珺 $2000 楊舒婷 $600 楊舒惠 $4800 

楊舒晴 $7200 楊舒雅 $28800 楊菊明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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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楊菊惠 $7200 楊詒絜 $3000 楊詠青 $7200 

楊詠翔 $7200 楊貴芳 $7200 楊貴英 $1500 

楊貽堤 $7200 楊超雅 $7200 楊進忠 $7200 

楊雅云 $600 楊雅芳 $1800 楊雅玲 $2000 

楊雅致 $500 楊雅婷 $7200 楊雅惠 $12500 

楊雅棋 $7200 楊雅琳 $1000 楊慈貞 $7200 

楊業成 $7200 楊毓萱 $12000 楊瑞華 $6000 

楊筱蓉 $43200 楊萬煜 $21600 楊誠一 $7200 

楊道存 $600 楊夢茹 $27600 楊旗之 $7200 

楊榮宗 $6600 楊榮容 $10400 楊碧姿 $3600 

楊碧蕾 $28800 楊福乙 $7200 楊福村 $1000 

楊福權 $7200 楊維中 $11550 楊維杰 $7200 

楊語婕 陳紫瑩 楊

瑞濱 

$5500 楊閣亭 $14400 楊鳳屏 $7200 

楊鳳榮 $7200 楊鳴弦 $3000 楊儀聲 $7200 

楊增平 $7200 楊嬌靈 $18000 楊德玄 $43200 

楊德忠 $14400 楊德峰 $4800 楊德鴻 $7200 

楊慧君 $200 楊慧茹 $7200 楊慧蘭 $19200 

楊慶泰 $14400 楊毅楨 $3600 楊蓮菊 $7200 

楊賢泰 $6000 楊輝堂 $7200 楊輝寶 $7200 

楊學和 $21600 楊曉琪 $500 楊曉薇 $14400 

楊蕙宇 $7200 楊錦心 $19800 楊錦愛 $12000 

楊靜美 $1000 楊靜雯 $7200 楊曜嘉 $14400 

楊曜鴻 $7200 楊璿安 楊珮安 $1200 楊禮慈 $1200 

楊麗玉 $6200 楊麗美 $14400 楊麗英 $7200 

楊麗卿 $22800 楊麗華 $1200 楊麗萍 $3000 

楊麗慈 $7200 楊麗甄 $7200 楊寶珠 $200 

楊寶琪 $5000 楊獻文 $500 楊繼志 $1500 

楠梓國中 103 班

(108 學年) 

$1800 楠梓國中 104 班

(108 學年) 

$1800 楠梓國中 110 班

(108 學年) 

$1800 

楠梓國中 119 班

(108 學年) 

$1800 楠梓國中 202 班

(108 學年) 

$1800 楠梓國中 203 班

(108 學年) 

$1800 

楠梓國中 215 班

(108 學年) 

$1800 楠梓國中 217 班

(108 學年) 

$1800 楠梓國中 218 班

(108 學年) 

$1800 

楠梓國中 219 班 $1800 楠梓國中 301 班 $1800 楠梓國中 303 班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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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108 學年) (108 學年) (108 學年)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楠梓國中 311 班

(108 學年) 

$1800 楠梓國中 313 班

(108 學年) 

$1800 楠梓國中各班 $1200 

業光堯 $7200 業博實業有限公司 $3600 溫世展 $1860 

溫仕邦 $7200 溫永明 $7200 溫玉燕 $7800 

溫聿彤 $100 溫欣欣 $7200 溫金光 $600 

溫金俊 $13200 溫俊維 $1200 溫柏彬 $14400 

溫秋美 $10000 溫素梅 $5000 溫崑宏 $1000 

溫淑珍 $1800 溫淞培 $6600 溫琇如 $14400 

溫琇雅 $7200 溫雪芬 $14400 溫富美 $399 

溫絮如 $7200 溫逸倫 $600 溫楊淑慧 $21600 

溫裕 $1000 溫嘉政 $7200 溫夢麟 $12000 

溫睿瀅 $7200 溫語禎 $4800 溫慧梅 $68800 

溫曉慧 $6000 瑜宸企業社 $1800 瑞欽沈 $600 

瑞陽有限公司 $18000 瑞儀光電股份有限

公司 

$10600 經梓 $5500 

聖華宮 $1000 萬惟親 $7200 萬華土地公 $5000 

萬義明 $86400 葉(王彗)璂 $14400 葉乃榮 $2400 

葉人中 $1200 葉人華 $28800 葉又瑋 $100 

葉千玫 $7200 葉士豪 $7200 葉大琦 $3000 

葉友琴 $7200 葉文慈 $7200 葉方源 $7200 

葉月英 $600 葉巧婷 $1500 葉永書 $26400 

葉永翠 $33600 葉玉珍 $7200 葉玉清 $7200 

葉仰安 $2400 葉任賢 $14400 葉宇珊 $200 

葉安庭 $7200 葉江美秀 $5400 葉羽致.葉莉婕.葉

信助.林秀玉 

$7200 

葉至真 $1000 葉至菁 $200 葉志峰 $2200 

葉志輝 $1000 葉沛涵 $12000 葉秀平 $600 

葉秀玲 $12000 葉芊妤 $2400 葉佳佳 $399 

葉佳玲 $7200 葉依婷 $7200 葉孟貞 $7200 

葉宗男 $7200 葉怡君 $5000 葉怡貞 $7200 

葉旻其 $4200 葉明蘭 $7200 葉欣芸 $800 

葉秉豐 $1800 葉芮汎 $7200 葉芳桂 $2400 

葉芷蓉 $7200 葉芸蓉 $233 葉金鳳 $2000 

葉長庭 $100 葉青郡 $1800 葉亭芸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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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葉亭儀 $1200 葉信宏 $7200 葉冠廷 葉宸宇 $7200 

葉宣吟 $8400 葉建民 $7200 葉思騏 $9000 

葉政黌 $14400 葉春敬 $1200 葉昶緒 $11400 

葉柏汎 $500 葉為謙 $6600 葉秋里 $7200 

葉美吟 $7200 葉美玲 $7200 葉美華 $14400 

葉美麗 $1000 葉茂盛 $2000 葉貞吟 $28800 

葉韋利 $14400 葉韋君 $7200 葉哲宏 $2400 

葉家欣 $7200 葉家卿 $1800 葉家齊 $2400 

葉宸驊 $800 葉容瑄 $100 葉峯銘 $8400 

葉庭葵 黃婉綺 $399 葉振鍊 $8400 葉書蓓 $6600 

葉桂圓 $3000 葉珮孜 $1100 葉祐宏 $1200 

葉素芳 $600 葉素珍 $12000 葉素茹 $6600 

葉國弘 $50 葉國昌 $7200 葉彩霞 $100 

葉惟功 $1500 葉敏雄 $600 葉梅芳 $7200 

葉梅英 $200 葉淑佳 $7200 葉淑貞 $1000 

葉淑娟 $6000 葉添鳳 $7200 葉清林 $7200 

葉莉屏 $2400 葉連俞 $1028 葉雪霞 $2000 

葉惠君 $4800 葉惠娟 $4800 葉惠珠 $7200 

葉惠靜 $7200 葉景琪 $200 葉森宗 $7200 

葉琦善 $7800 葉琬琳 $2100 葉登科 $115800 

葉紫睎 $8400 葉貴卿 $3600 葉雁如 $500 

葉雅欣 $1500 葉雅婷 $7200 葉黃民 $1000 

葉圓珠 $3000 葉滄安 $16050 葉瑞蘭 $2000 

葉聖濱 $7200 葉嘉雲 $1800 葉夢君 $1500 

葉綺霞 $14400 葉蓁蓁 $14400 葉銘修 $7200 

葉慧子 $7200 葉慧雯 $2400 葉慧瑩 $600 

葉蔭廷 $7800 葉曉焱 $8000 葉曉穎 $14400 

葉樹峯 $800 葉澤錡 $300 葉燕嬌 $5400 

葉璟芸 $800 葉錦菁 $14400 葉靜倫 $300 

葉龍泰 $1500 葉鴻城 $7200 葉豐儀 $7200 

葉懷玉 $1688 葉瓊月 $400 葉麗珉 $9600 

葉麗貴 $7000 葉麗澤 $14400 葉寶惠 $7200 

葉耀庭 $7200 葉懿嫻 $1500 葉靈秀 $3300 

葛凡 $1000 葛友中 $7200 葛世瑛 $89300 

葛酉蕃 $6600 葛珮育 $14400 葛婉湘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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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董又慈 $7200 董玉芸 $7200 董合祥 $1500 

董吳美媛 $4800 董宏華 $7200 董宜軒 $500 

董政哲 $7200 董昭伶 $3500 董素貞 $7200 

董崇敏 $800 董開燊 $7500 董瑜馨 $1200 

董聖玲 $1000 董儀坤 $7200 董靜螢 $7200 

虞國芬 $14400 虞積德 $36000 裕發精機有限公司 $21600 

裘金亮 $7200 解立言 $7200 詩特莉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320 

詳霖企業有限公司 $50000 詹于萱 $7200 詹子詮 $7200 

詹子瑩 $1200 詹仁志 $418 詹心瑀 $600 

詹文瑞 $7200 詹文絹 $300 詹文賓 $36000 

詹世宗 $7200 詹正煌 $1500 詹永江 $3000 

詹秀廷 $13800 詹育民 $7200 詹芊郁 $7200 

詹佩璇 $300 詹佳螢 $4200 詹佳霖 $7200 

詹明娥 $7200 詹欣琦 $1400 詹欣瑜 $14400 

詹芷幸 $14400 詹俊軒 $1800 詹信坤 $7200 

詹昭勇 $2000 詹為堯 $1200 詹秋杏 $3600 

詹秋菊 $3600 詹美玲 $21600 詹夏芝 $600 

詹振評 $21600 詹益城 $6600 詹祖修 $400 

詹啟鉦 $1200 詹敏宏 $14400 詹淑媛 $1000 

詹淵策 $28000 詹盛婷 $1000 詹喬麟 $4800 

詹智螢 $4200 詹森名 $7200 詹欽婷 $2400 

詹詠善 $7200 詹雅如 $1900 詹雅琳 $10000 

詹雅閑 $1800 詹雅閔 $2400 詹雅雯 $800 

詹慈億 $1000 詹煌欽 $18000 詹嘉甯 $7200 

詹廖初 詹俊杰 $21600 詹榮誠 $4800 詹碧珠 $14400 

詹裴莉 $1000 詹豪濱 $600 詹德民 $200 

詹慧君 $5000 詹慧美 $2000 詹賜發 $7200 

詹靜妍 $1800 詹璧如 $7200 詹鎧隆 $7200 

詹麗惠 $7200 資拓宏宇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2500 賈文琪 $1200 

賈玉玲 $2000 賈金梁 $7200 賈玲玲 $1800 

達榮大銹鋼有限公

司 

$100000 鄒千芝 $14400 鄒予晴 $1600 

鄒文獅 $1600 鄒文龍 $1600 鄒永乾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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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鄒佳璇 $7200 鄒坤霖 $28800 鄒宜婷 $1600 

鄒品彥 $1600 鄒品喬 $1800 鄒政熲 $14400 

鄒禹莀 $1600 鄒茂本 $14400 鄒家蘭 $7200 

鄒梅寧 $7200 鄒紹蘭 $1800 鄒陳景妹 $1600 

鄒惠敏 $14400 鄒翔恩 $1600 鄒毓營 $12000 

鄒運和 $1000 鄒運勝 $57600 鄒語諳 $1600 

鄒慶安 $1600 鄒麗華 $7200 鄔俐貞 $14400 

鄔啟潘 $7200 鉅昌企業社 $21600 雷佳穎 $3300 

雷洛 $1000 雷張美麗 $7200 雷雲雱 $14400 

雷麗雲 $7200 靖筱英 $10800 頑蝦餐館 $13106 

嘉偉利股份有限公

司 

$800 嘎嘎魔法屋 $1000 廖乃慧 $14400 

廖于婷 $500 廖大立 $2000 廖子晴 鍾彩瑈 $413 

廖子賢 $7200 廖仁凱 $1200 廖友誠 $14400 

廖天倫 $56000 廖天嬌 $500 廖心悅 $1000 

廖文正 $7200 廖文婉 $600 廖文榮 $21600 

廖文閣 $500 廖文輝 $100 廖水旺 $1500 

廖水蓮 $3600 廖火生 $14400 廖玉琦 $7200 

廖丞澤 $300 廖宇婕 $2400 廖江龍 $10000 

廖利虹 $1800 廖君彥 $2200 廖吟珊 $7200 

廖希寧 $7200 廖志文 $21600 廖汾淮 $14400 

廖秀玲 $1800 廖秀琴 $10800 廖育屏 $600 

廖育蔚 $600 廖見文 $14400 廖佩如 $1800 

廖佳美 $4800 廖協新 $21600 廖怡菁 $800 

廖明宣 $5000 廖泳家 $5400 廖泳貴 $7200 

廖芝萍 $5000 廖芠妏 $50400 廖金照 $7200 

廖亭宓 $7200 廖亭盈 $1500 廖亮琴 $7200 

廖俊宏 $800 廖信富 $1000 廖冠凱 $6600 

廖冠智 $100 廖冠瑋 $7200 廖凃秀淑 $200 

廖品黃 $14400 廖宥霖 $700 廖建榮 $7200 

廖彥華 $13800 廖恆緣 $600 廖政中 $1000 

廖映如 $400 廖昭哲 $43200 廖昭程 $1000 

廖柳景 $18200 廖洺銖 $380 廖炳焜 $1000 

廖玲玲 $1800 廖珊珊 $1000 廖珊貽 何芷儀 何

安婕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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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廖盈如 $100 廖苑綸 $17700 廖英雪 $18600 

廖英傑 $21600 廖述振 $7200 廖哲誼 $600 

廖家宏 $3000 廖家珮 $600 廖家豪 $500 

廖宸婕 $400 廖庭郁 $7200 廖庭葳 $7200 

廖恭鳳 $1000 廖書寬 $16800 廖格瑩 $1500 

廖珮伶 $1000 廖珮吟 $3000 廖珮縈 $2400 

廖祐新 $7400 廖素美 $7200 廖素貞 $800 

廖財木 $12000 廖偉志 $125 廖健宏 $14400 

廖凰妏 $1500 廖凰親 $380 廖參福 $7200 

廖啟州 $1200 廖啟發 $4800 廖國志 $14400 

廖國政 $4800 廖國棟 $14400 廖國隆 $7200 

廖培妤 $1600 廖婉伶 $7200 廖婉娟 $88 

廖婕妤 $14400 廖彗評 $7200 廖彩伶 $1500 

廖彩惠 $7650 廖曼吟 $3000 廖曼琳 $3000 

廖淑如 $3000 廖淑芬 $14400 廖淑美 $7200 

廖淑琪 $2000 廖淑霞 $2400 廖清松 $1500 

廖紳海 $1045 廖翊如 $2500 廖雪伶 $2200 

廖雪莉 $3600 廖婷鈺 $5400 廖晶玲 $7200 

廖筑君 $14400 廖紫峯 $12000 廖紫瑄 $300 

廖翔宇 $800 廖証興 $1000 廖進益 $500 

廖雅婷 $399 廖椲如 葉怡君 $399 廖照村 41595 $7200 

廖瑞平、吳桂美、

廖得能、廖麗青、

廖淑娟 

$900 廖瑞玉 $3000 廖瑞珠 $21600 

廖瑞華 $8400 廖筱軒 $100 廖聖松 $13200 

廖葉雲 $380 廖鼎盛 $600 廖嘉玉 $600 

廖嘉雯 $200 廖嘉綺 $1500 廖榮鑫 $4500 

廖睿泰 $600 廖碧華 $6600 廖銘珠 $7200 

廖德權 $24000 廖蔚明 $7200 廖賜慶 $36000 

廖賢靜 $25200 廖燕芬 $2400 廖靜宜 $3600 

廖顏碧凰 $7200 廖韻淳 $17200 廖麗青 $600 

廖麗雯 $4800 廖繼照 $380 廖蘊瑋 $10000 

廖蘭君 $7200 彰化定光佛 $81600 彰格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798 

彰泰國中 108 學年 $1800 榮谷川有限公司 $28800 榮彬家具裝潢有限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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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畢業班三年六班 公司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榮德芬 $7200 滿昱綸 $14400 滿維鈞 $600 

漢光金屬企業有限

公司 

$14400 漢誠興業有限公司 $7200 熊文瑗 $5000 

熊如瀅 $7200 熊克竝 $14400 熊秀珍 $12000 

熊秀英 $7200 熊庠羲 $3000 熊美玲 $2400 

熊家正 $7200 熊意文 $300 熊鳳娥 $200 

碩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72000 禎藏竹藝工房 $300 福將興業有限公司 $500 

管玉華 $6000 管至善 $3600 管淑君 $7200 

綠莎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12000 綦淑芳 $12000 維強布行 $2400 

臺北市私立友愛幼

兒園 

$2500 蒙俊傑 $100 蓋元周 $2500 

蓋玉琛 $2500 蓋恩馨 $2500 裴氏蓉 $1000 

趙子瑩 $14400 趙之潁 $48400 趙元山 $14400 

趙文元 $14400 趙可珍 $5000 趙平苑 $7200 

趙本清 $7200 趙永南 $87000 趙玉蓮 $100 

趙立本 $14400 趙亦南 $4500 趙宇薇 $7200 

趙安潔 $6300 趙旭明 $10000 趙竹成 $7200 

趙伯瑋 $7200 趙佑全 $7200 趙志明 $7200 

趙志堅 $21600 趙秀惠 $1600 趙亞華 $1000 

趙典芬 $7200 趙明芬 $14400 趙秉妍 $400 

趙芝穎 $7200 趙品諭 $600 趙映菘 $1000 

趙紀芙蓉 $10000 趙美玲 $2400 趙美鳳 $10000 

趙英俊 $7200 趙家儀 $101 趙珮語 $1500 

趙素梅 $2400 趙啟志 $7200 趙婉婷 $3000 

趙曼華 $14400 趙笠更 $600 趙琳 $7200 

趙逸軒 $200 趙瑞王榮 $1800 趙裕福 $14400 

趙詩怡 $6600 趙嘉宏 $1000 趙嘉彥 $3600 

趙榮文 $7200 趙睿 $7200 趙銘科 $1800 

趙鳳仙 $10000 趙慶梅 $21600 趙慶福 $28800 

趙毅龍 $100000 趙燕萍 $7200 趙璟瑄 $7200 

趙麗霞 $600 趙寶銀 $6000 趙馨渝 $7200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595 遠觀科技 $399 鄞佑霖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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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鄞孟里 $2100 銀河水晶藝品有限

公司 

$7200 銓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00 

銓興水電工程行 $7200 銜豐科技有限公司 $14400 韶瑪黎馨 $1320 

領頭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4200 齊光裕 $3600 齊治強 $4000 

齊慧芊 $14400 齊霞 $500 億馨針織股份有限

公司 

$399 

劉一璇 $500 劉乃瑄 $7200 劉人豪 $10000 

劉力瑄 $7200 劉又菁 $3900 劉又愷 $7200 

劉又煦 $600 劉又瑄 $6000 劉又瑜 $19200 

劉士萍 $7200 劉大緯 $3200 劉子安 $5000 

劉子成 $2400 劉子榮 $200 劉子綺 $800 

劉小姐 $500 劉小菁 $2400 劉川羽 $7200 

劉云琇 $7200 劉元琳 $7200 劉太太(劉淑如媽

媽) 

$2200 

劉文斌 $7200 劉文榮 $7200 劉方國 $1000 

劉月英 $6600 劉月娟 $100 劉月婷 $7200 

劉水山 劉鍾應娣 $6600 劉世鈞 $7200 劉世經 $600 

劉丙南 $7200 劉本國 $8400 劉民英 $7200 

劉永仁 $1000 劉永偉 $5400 劉玉林 $7200 

劉玉柯 $2400 劉玉娟 $7200 劉玉梅 $7200 

劉玉鈴 $20000 劉亦倫 $6000 劉亦雯 $1600 

劉仲祐 $798 劉伊容 $3200 劉兆文 $7200 

劉光圃 $325 劉光智 $14400 劉吉麟 $14400 

劉如怡 $2400 劉如芬 $3000 劉如琪 $14400 

劉如璧 $1000 劉宇晨 $7200 劉守仁 $3200 

劉有恆 $2400 劉朱淑梅 $650 劉羽芝 $4200 

劉妙千 $7200 劉妙英 $21600 劉妙茹 $3000 

劉屁 $1200 劉希艾 $1200 劉志倫 $2400 

劉沄蓉 $7200 劉秀妙 $9600 劉秀芬 $1000 

劉秀珠 $7200 劉秀穎 $14400 劉秀豐 $7200 

劉育伶 $2000 劉育軒 $2400 劉育滄 $500 

劉芊妤 $1200 劉亞茜 $600 劉佩筑 $7200 

劉佩瑜 $7200 劉佳郁 $7200 劉佳純 $1000 

劉佳強 $6600 劉佳惠 $600 劉佳誠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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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劉佳霖 $800 劉依文 $7200 劉依柔 $2400 

劉叔貞 $5000 劉和東 $10800 劉坤宏 $21600 

劉宗恆 $7200 劉宜玫 $7200 劉宜浲 $7800 

劉宜煜 $7200 劉岢昕 $200 劉延倫 $12000 

劉念恩 $3000 劉怡伶 $3700 劉怡君 $11600 

劉怡均 $50 劉怡廷 $1000 劉怡里 $7200 

劉怡琳 $1800 劉怡慧 $600 劉承吒 $100 

劉承睿 $7200 劉承諺 $7200 劉明昌 $7200 

劉明哲 $8000 劉明耕 $3000 劉明揚 $7200 

劉明智 $7200 劉明輝 $1200 劉易鑫 $3000 

劉杰 $100 劉東明 $36000 劉枋 $36000 

劉林月理 $5000 劉林照悅 $14400 劉林翳如 $6000 

劉林鎗 $14400 劉武雄 $14400 劉炎銘 $2400 

劉玫 $36000 劉秉昌 $4800 劉秉榮 $7200 

劉芝珊 $19200 劉芮辰 $80 劉芮寧 $2400 

劉芯蘭 $7200 劉芳宇 $7200 劉芳妤 $7200 

劉芳言 $5400 劉芳珍 $21600 劉芳棟 $6000 

劉芸辰 $6000 劉芹樺 $4800 劉邱鳳英 $7200 

劉金蓮 $7200 劉長政 $2000 劉阿姨 $500 

劉雨親 $1800 劉青縈 $1800 劉俊廷 $27000 

劉俊庭 $7200 劉俊賢 $600 劉俐 $2400 

劉俐媛 $1800 劉冠宏 $1200 劉品秀 $1000 

劉奕君 $1000 劉奕均 $1000 劉奕廷 $144000 

劉奕志 $400 劉姿伶 $798 劉姿君 $4800 

劉姿旻 $2840 劉威志 $1200 劉威源 $7200 

劉威麟 $10800 劉宥呈 $5400 劉屏和 $3600 

劉建均 $7200 劉建志 $2600 劉建良 $2400 

劉建紅 $2400 劉建德 $6600 劉彥伶 $7200 

劉彥廷 $100 劉思敏 $7200 劉政運 $1000 

劉春燕 $14400 劉昭辰 $11000 劉昭珮 $2000 

劉昱鴻 $7200 劉柏樟 $28800 劉柏毅 $3600 

劉洽民 $404 劉炳東 $19200 劉炳裕 $7200 

劉珈妘 $2400 劉珍儀 $13200 劉皇佑 $500 

劉盈初 $200 劉盈鋒 $36000 劉禹萱 $5000 

劉秋玲 $9600 劉紀孝 $100 劉紀綱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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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劉美玉 $7200 劉美美 $7200 劉美娟 $7200 

劉美惠 $14400 劉美慧 $600 劉美蕊 $7400 

劉苡妡 $300 劉若蕎 $1600 劉虹余 $2400 

劉貞佑 $500 劉倉銪 $6600 劉倖如 $7200 

劉倢婷 $300 劉倩卉 $2400 劉哲民 $7200 

劉哲嘉 $8800 劉唐勻 $5400 劉娟琳 $3600 

劉家伶 $7200 劉家芯 $3000 劉家淇 $600 

劉家鈞 $7200 劉家綺 $6600 劉峰旗 $3000 

劉峻瑋 陳亮吟 劉

睿睦 劉承淵 

$3000 劉峻睿 $1200 劉恩瑜 $21600 

劉恩嘉 $2400 劉振輝 $7800 劉振權 $100 

劉晁瑋 $7200 劉晉吉 $7200 劉晉昇 $7200 

劉晉瑋 $8400 劉晏廷 $14400 劉桂生 $7200 

劉桂梅 $14400 劉桂蘭 $7200 劉浩倫 $7200 

劉純伶 $1200 劉紘睿 $200 劉紜廷 $1100 

劉素君 $14400 劉素美 簡永長 $24000 劉素貞 $21600 

劉茗嘉 $36000 劉訓花 $7200 劉財源 $12000 

劉啓民 $3060 劉國華 $2400 劉國豪 $1000 

劉國瑩 $1000 劉婉柔 $1800 劉崑安 $5400 

劉崑林 $21600 劉崚蕙 $600 劉康平 $14400 

劉從葦 $56400 劉捷超 $1000 劉敏芙 $7200 

劉涵萱 $7200 劉淑如 $5300 劉淑芬 $21600 

劉淑亮 $10000 劉淑玲 $12000 劉淑珍 $7200 

劉淑敏 $1500 劉淑惠 $28800 劉淑華 $7200 

劉淑閔 $10200 劉淑霞 $1800 劉淑麗 $2400 

劉淨洵 $1200 劉深鏗 $21600 劉清一 $7200 

劉盛吉 $50 劉紹善 $1500 劉莊秀琴 $6600 

劉博弘 $28800 劉善夫 $14400 劉復漢 $7200 

劉惠美 $7200 劉惠貞 $7800 劉惠萍 $4200 

劉惠雯 $3600 劉斐瑛 $1200 劉景岳 $60000 

劉景庭 $8200 劉智誠 $600 劉欽麗 $7200 

劉湘玫 $7200 劉湘梅 $2000 劉湘琦 $1000 

劉琡琳 $7200 劉皓平 $4800 劉翔明 $7200 

劉舒湄 $400 劉華嫦 $7200 劉貴元 $7200 

劉貴正 $2000 劉開源 $2400 劉雅芬 $7200 



  2020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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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劉雅婷 $5400 劉順良 $5000 劉傳華 $1200 

劉傳銘 $7200 劉意珍 $14400 劉毓綺 $7200 

劉源寶 $7200 劉溫招妹 $7200 劉煥章 $28800 

劉煥章 $7200 劉瑞惠 $7200 劉筱芬 $3600 

劉義庭 $1500 劉萬輝 $1000 劉裕舟 $50000 

劉詩莎 $21600 劉詩婷 $21600 劉嘉芳 $7800 

劉嘉財 $10800 劉嘉琳 $3600 劉嘉雯 $100 

劉榮 $1200 劉碧芬 $7200 劉碧珠 $7200 

劉碧華 $7200 劉碧霜 $7200 劉福松 $14400 

劉福龍 $14400 劉綠瑛 $7200 劉綺芳 $2000 

劉翠美 $14400 劉翠娥 $2400 劉蒼梧 $7200 

劉語柔 $600 劉鳳山 $1000 劉鳳珠 $28800 

劉劍秋.吳素真 $7200 劉德容 $7200 劉德海 $11100 

劉德雲 $5500 劉德增 $7200 劉德駿 $1200 

劉慕薔 $7200 劉慧玉 $500 劉慧君 $14400 

劉慧芬 $7800 劉慧蓉 $1200 劉憬霏 $2400 

劉潤成 $14400 劉瑩 $14400 劉瑾樺 $2400 

劉醇正 $3600 劉憶茹 $600 劉曉佳 $1200 

劉樾 $7200 劉澤煒 $1000 劉燕君 $7800 

劉翰倫 $2400 劉蕙君 $1000 劉蕙蘭 $1500 

劉諭縈 $14400 劉豫 $7200 劉豫靜 $1800 

劉錦玲 $400 劉靜妮 $7200 劉靜宜 $10000 

劉靜怡 $100000 劉靜嫻 $3000 劉聰榮 $14400 

劉襄裕 $7200 劉黛娜 $4800 劉禮翰 $6600 

劉聶美玲 $6600 劉鎮宇 $7200 劉騏毓 $3000 

劉瓊純 $1000 劉瓊瑗 $6000 劉麗芳 $4000 

劉麗秋 $37000 劉麗卿 $7200 劉麗珠 $1200 

劉麗雪 $14400 劉麗惠 $7200 劉麗華 $3600 

劉麗瑛 $5000 劉麗鈴 $1200 劉寶康 $11200 

劉寶華 $3600 劉耀淞 $500 劉耀舜 $7200 

劉蘊葉 $7200 劉蘋 $21600 劉譯鴻 $1200 

劉馨憶 $7200 劉蘭芬 $5400 劉懿履 $1200 

劉懿瑩 $6600 劉灝 $14400 劉艷怡 $1000 

劉鑫亞 $300 廣沛股份有限公司 $7200 廣進事業有限公司 $7200 

廣照船舶貨運承攬 $7200 廣鎰電子有限公司 $28800 德勝企業行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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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慶. 黃香妹 $300 慶軒股份有限公司 $1800 慶雲 $14400 

慶雲教室 $1100 暴嘉林 $4000 樊芳妤 $600 

樊雯 $21600 樊劍西 $7200 樓姝芸 $21600 

歐小華 $5300 歐天慧 $200 歐衣庭 $1200 

歐秀美 $2400 歐金玲 $6000 歐雨鑫 $500 

歐亮欣 $1200 歐亮欣 吳坤翰 $798 歐俞靚 $7200 

歐客戶外休閒企業

社 

$1200 歐秋香 $2000 歐秋景 $14400 

歐倍均 $399 歐桂蘭 $12000 歐素玲 $3400 

歐陽宇容 $8800 歐陽姚 $2400 歐陽貞穎 $36000 

歐陽娟娟 $7200 歐陽湘玲 $100000 歐陽雍 $7200 

歐陽儀 $1200 歐雅玲 $8800 歐路易 $15600 

歐儀鴻 $7200 歐懷淳 $7200 毅超砂布紙有限公

司 

$48000 

滕建宏 $7200 潔懋衛浴有限公司 $3500 潘才愛 $3200 

潘予涵 $600 潘心俞 $600 潘氏美貞 $1000 

潘正華建築師事務

所 

$28800 潘玉佩 $1000 潘如庸 $1200 

潘宇莘 $300 潘宇琴 $1800 潘江騰 $7200 

潘芃諭 $7200 潘宜君 $600 潘幸惠 $399 

潘延慈 $2400 潘怡伶 $5000 潘明清 $7200 

潘欣怡 $2100 潘玥澐 $14400 潘芝 $21600 

潘亮羽 $500 潘勁宇 $400 潘姿伃 $1200 

潘建宏 $10000 潘建維 $1200 潘星元 $36000 

潘柏亞 $2400 潘玲娜 $7200 潘美嘉 $7200 

潘英成 $1200 潘虹伝 $4200 潘虹育 $14400 

潘員慧 $6000 潘家華 $600 潘振聰 $10000 

潘桂珠 $1800 潘珮如 $36000 潘素娥 $14400 

潘國柱 $7200 潘淑芳 $24000 潘淑美 $7200 

潘淑惠 $7200 潘淑蓉 $3200 潘清華 $6600 

潘景祥 $6000 潘進發 $5000 潘雅媜 $1800 

潘靖瑜 $2400 潘嘉慧 $200 潘漢昌-租客祈福 $7200 

潘碧珍 $7200 潘碧珠 $43200 潘慧婷 $1000 

潘慶造 $1000 潘黎香 $14400 潘叡麟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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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潘蕭緞 $2400 潘靜婷 $7200 潘麗娥 $1800 

潘麗雅 $7200 潘麗蘭 $28800 潘儷方 $7200 

潤豐金屬工程有限

公司 

$14400 潭美學堂 $100 澄享智聯股份有限

公司 

$600 

瑩綺有限公司 $14400 盤葛隔 $1200 瞎趴畢專 $1000 

磐石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 

$700 緯懋有限公司 $7200 練麗月 $1800 

蔚築室內裝潢有限

公司 

$800 蔡也好 $4000 蔡中明 $1000 

蔡仁哲 $1000 蔡元瀞 $1000 蔡天來 $14400 

蔡文堂 $28800 蔡文祥 $1500 蔡文華 $21600 

蔡月津 $7200 蔡月圓 $7200 蔡月霞 $650 

蔡王玉雀 $4800 蔡王麗雲 $800 蔡以津 $7200 

蔡冬霜 $7200 蔡巧梅 $600 蔡巧儀 $7200 

蔡弘仁 $7400 蔡本家 $12600 蔡正寛 $14400 

蔡永芳 $1000 蔡永峰 $14400 蔡永翼 $1500 

蔡玉玲 $2400 蔡玉婕 $19200 蔡玉霜 $1000 

蔡亦璿 $500 蔡仲勳 $7200 蔡吉飛 $7200 

蔡同謹 $7200 蔡名岩 $500 蔡宇倫 蔡潔宜 $14400 

蔡安婷 $1500 蔡式香 $2000 蔡老師 $300 

蔡伯昇 $100 蔡佑君 $1000 蔡君聖 $800 

蔡呈易 $100 蔡妙真 $1800 蔡孜縈 $7200 

蔡宏志 $7200 蔡志為 $7600 蔡志賢 $200 

蔡忻容 $7200 蔡汭利 $6600 蔡沁頤 $100 

蔡沛蓁 $100 蔡沛璇 $14400 蔡秀幸 $7200 

蔡秀珍 $2400 蔡秀媛 $1200 蔡秀華 $500 

蔡秀蘭 $7800 蔡育柔 $7200 蔡育婷 $1000 

蔡育靜 $600 蔡谷政 $200 蔡亞昕 $399 

蔡亞瓴 $7200 蔡亞晞 $400 蔡佩如 $5400 

蔡佩君 $9600 蔡佩妗 $7200 蔡佩妤 $1200 

蔡佩芬 $14400 蔡佩芳 $7200 蔡佩倚 $1200 

蔡佩瑾 $3200 蔡佩璇 $3600 蔡佩儒 $600 

蔡佩諭 $7200 蔡佰華 $15550 蔡佳男 $1800 

蔡佳珍 $14400 蔡佳恩 $12000 蔡佳純 $7200 

蔡佳惠 $8200 蔡佳琪 $1200 蔡佳蓁 $1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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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蔡佳蓉 $14400 蔡佳瑾 $14400 蔡佳穎 $7200 

蔡佳錡 $1000 蔡佳靜 $7200 蔡依恬 $6000 

蔡依倫 $7200 蔡依華 $1600 蔡依蓉 $7200 

蔡坤佑 $1000 蔡坤銘 $7200 蔡坤霖 $72000 

蔡奇益 $14400 蔡奇霖 $200 蔡奉文 $6600 

蔡姁容 $1000 蔡孟廷 $1000 蔡孟哲 $15700 

蔡孟軒 $8200 蔡孟涵 $200 蔡孟慧 $17400 

蔡孟潔 $2500 蔡孟瑾 $11200 蔡孟㯗 $600 

蔡季芳 $4800 蔡季恩 $7200 蔡季燕 $14400 

蔡宗利 $7200 蔡宗憲 $1000 蔡宗翰 $4800 

蔡定翰 $7200 蔡宛真 $7200 蔡宛貽 $7200 

蔡宜君 $7998 蔡宜芬 $7200 蔡宜珊 $7200 

蔡宜倩 $7200 蔡宜娟 $7200 蔡宜勤 $28800 

蔡宜蓁 $7200 蔡宜潔 $6000 蔡宜霖 $800 

蔡宜靜 $7200 蔡尚霖 $7200 蔡岦辰 $7200 

蔡岳峯 $7200 蔡幸江 $7200 蔡幸秀 $7200 

蔡幸真 $14400 蔡幸穎 $300 蔡府堅 $1200 

蔡忠明 $6000 蔡忠祐 $3000 蔡念家 $1250 

蔡怜香 $2400 蔡怡欣 $7200 蔡怡玲 $2400 

蔡怡真 $7200 蔡承佑 $30930 蔡承宏 黃雅雯 蔡

崴凱 蔡崴捷 蔡妤

欣 

$1000 

蔡承桓 $1500 蔡承瑋 $7200 蔡承翰 $20000 

蔡旻騏 $500 蔡昀芹 $6600 蔡昆翰 $3000 

蔡昇峰 $7200 蔡昌倚 $600 蔡明居 $14400 

蔡明珊 $1199 蔡明峻 $7200 蔡明欽 $7200 

蔡明達 $600 蔡明蓉 $4800 蔡明德 $7200 

蔡明勳 $72000 蔡易達 $2400 蔡易澄 $14400 

蔡昕育 $14400 蔡昕玲 $500 蔡朋達 $7200 

蔡杭芮 $7700 蔡松興 $500 蔡果蒼 $10000 

蔡欣安 $1500 蔡欣芸 $600 蔡欣微 $7200 

蔡欣蓉 $7200 蔡武男 $7200 蔡牧堂 $7200 

蔡秉全 $7200 蔡芝穎 $7200 蔡芳麟 $7200 

蔡邱和妹 $200 蔡采家 $21600 蔡金長 $3000 

蔡金屏 $12000 蔡金堃 $7200 蔡金龍 $21600 



  2020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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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蔡長永 $7200 蔡長庭 $500 蔡雨婷 $500 

蔡青橋 $1500 蔡俊男 $7200 蔡南翔 $1200 

蔡奕晴 $3400 蔡姿綺 $7200 蔡宥珍 $7200 

蔡建民 $7200 蔡政廷 $1500 蔡政昇 $2050 

蔡政諺 $3000 蔡春津 $14400 蔡春華 $7200 

蔡春鳳 $1500 蔡秋木 $7200 蔡秋安 $7200 

蔡秋宜 $3400 蔡秋明 $7200 蔡秋娥 $14400 

蔡秋鳳 $7200 蔡秋霞 $3600 蔡美玉 $600 

蔡美育 $3000 蔡美足 $7200 蔡美珠 $14400 

蔡美雲 $7200 蔡美蓮 $6000 蔡美賢 $12000 

蔡英蘭 $14400 蔡郁漩 $600 蔡香寧 $200 

蔡夏芳 $1200 蔡峻喬 $7200 蔡殷慈 $1200 

蔡純敏 $7200 蔡純嫻 $1200 蔡素卿 $9600 

蔡素娟 $1000 蔡素惠 $14400 蔡素華 $9000 

蔡茜容 $7200 蔡偉明 $7200 蔡啟東 陳丹 $5000 

蔡國欽 $1000 蔡國隆 $14400 蔡國權 $1200 

蔡培荊 $2400 蔡培裕 $7600 蔡堂當 $1500 

蔡專煜 $21600 蔡彩雲 $26400 蔡梅娟 $7200 

蔡淑芬 $14400 蔡淑芳 $600 蔡淑玲 $7200 

蔡淑娟 $800 蔡淑惠 $2600 蔡淑瀅 $12000 

蔡淳雅 $7800 蔡清課 $7200 蔡盛君 $700 

蔡盛琦 $400 蔡紹斌 $1000 蔡莉壎 $610 

蔡勝吉 $4800 蔡博炤 $7200 蔡尊涵 $1800 

蔡惠美 $1800 蔡惠敏 $7200 蔡惠琇 $7200 

蔡惠婷 $798 蔡惠媖 $1000 蔡景宇 $300 

蔡智翔 $7200 蔡朝春 $2400 蔡朝祿 $7200 

蔡棨旭 $13200 蔡湘芸 $6000 蔡湛財 $7200 

蔡筑枋 $6600 蔡舜文 $7200 蔡菩真 $24400 

蔡貴香 $7200 蔡進財 $1500 蔡閔舜 $399 

蔡雅伊 $600 蔡雅佩 $1200 蔡雅婷 $9000 

蔡雅慧 $7200 蔡順昶 $500 蔡新育 $7200 

蔡瑞昌 $21600 蔡瑞峻 $1000 蔡瑞滿 $300 

蔡筠惠 $1100 蔡詹蘭妹 $7200 蔡鈺貞 $2400 

蔡鈺娟 $1600 蔡嘉文 $10000 蔡嘉恆 $600 

蔡嘉容 $7200 蔡嘉純 $3600 蔡嘉勝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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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蔡榮展 $400 蔡爾森合家 $7200 蔡睿庭 $2500 

蔡睿澤 $7200 蔡睿穎 $500 蔡碧珊 $14400 

蔡碧華 $8700 蔡維安 $7200 蔡維汎 $43200 

蔡翠華 $7200 蔡翠萍 $14400 蔡翠碧 $14400 

蔡裴芳 $14400 蔡銀展 $1500 蔡銘箴 $8400 

蔡德霖 $2400 蔡德鍵 $1000 蔡慧青 $7200 

蔡慧倩 $1200 蔡慧嶸 $300 蔡慶華 $2400 

蔡慶爗 $1860 蔡蓬銘 $600 蔡蓮珠 $3600 

蔡衛忠 $6600 蔡憶萍 $7200 蔡憶榮 $4800 

蔡燕美 $400 蔡燕菊 $7200 蔡篤霖 $6600 

蔡興貴 $14400 蔡蕓帆 $7200 蔡蕙卉 $4800 

蔡蕙茹 $3600 蔡蕭文雪 $13200 蔡錦清 $14400 

蔡錦隆 $1000 蔡錦鳳 $14400 蔡錦蕙 $4200 

蔡錫坤 $12600 蔡靜宜 $6999 蔡鴻基 $7200 

蔡禮陽 $7200 蔡謦伃 $1200 蔡豐安 $7200 

蔡瓊弘 $6600 蔡瓊慧 $1000 蔡鏘河 $3600 

蔡麗玲 $2000 蔡麗美 $3600 蔡麗淳 $2000 

蔡麗雪 $2400 蔡麗華 $600 蔡麗霞 $7200 

蔡寶貝 $6000 蔡寶鈺 $1000 蔡耀德 $13480 

蔡馨儀 $7200 蔡鶴兒 $7200 蔡鑫興 $7200 

蔣以正 $79200 蔣永崇 $1400 蔣永萍 $7200 

蔣自強 $7200 蔣作潔 $1800 蔣旻谷 $14400 

蔣青原 $14400 蔣俐玲 $14400 蔣政憲 $7200 

蔣政諺 $7200 蔣美菊 $2400 蔣重炎 $14400 

蔣淑貞 $7200 蔣紫緹 $1500 蔣媽媽(顏瓊玉親

戚) 

$3300 

蔣詩瑤 $500 蔣鳳蘭 $1000 蔣慧樺 $10000 

蔣曉文 $1800 蔣蕙妤 $7200 蔣璨伃 $14400 

蔣禮霞 $4800 蔣簡香 $7200 蔣麗玲 $14400 

衛爾生物科技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144000 衛麗婷 $6000 衛寶蓮 $7800 

談善謙 $1200 談欽瑋 $2500 鄧千紀 $7200 

鄧文婷 $100 鄧民芳 $14400 鄧丞恩 $400 

鄧伊婷 $7200 鄧有昇 $300 鄧百純 $14400 

鄧伯隆 $900 鄧秀英 $1200 鄧佳雯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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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鄧林成妹 $12000 鄧芮琪 $2400 鄧威廷 $200 

鄧珮瑜 $7600 鄧起銘 $7200 鄧偉炘 $6000 

鄧國瑛 $600 鄧淑今 $5000 鄧淑菁 $14400 

鄧凱旋 $1800 鄧凱鐘 $1200 鄧景鴻 $7200 

鄧貴卉 $1500 鄧業柏 $2700 鄧瑞梅 $2000 

鄧詹玉英 $7200 鄧碧香 $500 鄧碧雲 $1000 

鄧銘豪 $7200 鄧濬逸 $2000 鄧雙福 鄧李速慎 $100 

鄧麗雲 $16000 鄭力憲 $7200 鄭大研 $15400 

鄭小姐 $100 鄭少武 $7200 鄭文昌 $7200 

鄭文淵 $1320 鄭文隆 $14400 鄭文福 $600 

鄭文輝 $7200 鄭月琴 $1600 鄭月霞 $7200 

鄭世榮 $16200 鄭以宸 $12000 鄭加慧 $7200 

鄭台福 $14400 鄭正霖 $7200 鄭民群 女士 $14400 

鄭玉苓 $1800 鄭玉梅 $4800 鄭立宗 $100 

鄭立昌 $100 鄭仲凱 $21600 鄭伊珊 $1000 

鄭伊婷 $1200 鄭兆吟 $7200 鄭兆容 $300 

鄭兆閎 $600 鄭名珊 $1000 鄭名翔 $6600 

鄭夙媜 $6600 鄭奷琇 $100 鄭如伶 $1000 

鄭宇伶 $3000 鄭宇廷 $7200 鄭宇倢 $6600 

鄭宇晃 $8850 鄭宇程 $300 鄭安 $300000 

鄭安傑 $7200 鄭旭峰 $1800 鄭有權 $12000 

鄭竹君 $800 鄭羽宸 $1500 鄭至鈞 $7200 

鄭至閔 $7200 鄭衣玲 $1000 鄭宏展 $7200 

鄭彤薰 $8800 鄭杏茹 $3600 鄭沂琳 $7200 

鄭秀文 $100 鄭秀枝 $5600 鄭秀美 $7200 

鄭佳虹 $14400 鄭佳媛 $2000 鄭依庭 $300 

鄭定睿 $14400 鄭宛菁 $1800 鄭宜昌 $7200 

鄭念慈 $399 鄭怡方 $798 鄭怡珊 $2000 

鄭怡鈞 $21600 鄭承慧 $1000 鄭明旭 $2400 

鄭明昌 $7200 鄭明珊 $21600 鄭欣佩 $800 

鄭金秋 $7200 鄭阿成 $3000 鄭俐莉 $28800 

鄭春玫 $1200 鄭昱壎 $6600 鄭洵錚 $600 

鄭派燙 $1800 鄭為全 $1200 鄭秋平 $14400 

鄭秋英 $7200 鄭美月 $2400 鄭美秀 $7200 

鄭美枝 $7200 鄭美華 $10800 鄭美雲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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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鄭致學 $7200 鄭茂林 $7200 鄭茂雄 $7200 

鄭重 $7200 鄭修哲 $7200 鄭家榆 $2400 

鄭庭惠 $1200 鄭恩秀 $2400 鄭悅華 $7200 

鄭書烈 $7200 鄭書婷 $200 鄭海洪 $7200 

鄭祐任 $14400 鄭紋州 $7200 鄭純喜 $14400 

鄭素玲 $6600 鄭素莉 $7200 鄭素惠 $7200 

鄭能韜 $7200 鄭茜純 $1000 鄭茹方 $10800 

鄭茹月 $4800 鄭國才 $7200 鄭國耀 $14400 

鄭婉君 $1200 鄭惇遠 $7200 鄭敏宏 $2500 

鄭敏足 $7200 鄭敏龍 $7200 鄭涵云 $399 

鄭涵渝 $64 鄭淑仁 $1500 鄭淑勻 $7200 

鄭淑玫 $7200 鄭淑芬 $15000 鄭淑美 $8200 

鄭淑娟 $7200 鄭淑珠 $1800 鄭淑惠 $8000 

鄭淑滿 $2400 鄭淑甄 $200 鄭淑銀 $21600 

鄭淑燕 $2400 鄭淨月 $7200 鄭清宗 $14400 

鄭琇珍 $2000 鄭速紅 $7200 鄭雀 $7200 

鄭凱云 $7200 鄭凱元 $1500 鄭凱祐 $600 

鄭凱茵 $1000 鄭博仁 $2500 鄭博勝 $10800 

鄭博賢 $28800 鄭善謙 鄭詠燕 $7200 鄭喻緋 $1000 

鄭堯文 $7200 鄭婷云 $399 鄭媃伊 $2400 

鄭富仁 $800 鄭富安 $7200 鄭富美 $1000 

鄭富蓮 $7200 鄭惠文 $14400 鄭惠珍 $7200 

鄭惠娟 $7200 鄭惠蘭 $1200 鄭敦仁 $20000 

鄭斌能 $13200 鄭景文 $300 鄭智方 $7200 

鄭智茂 $12000 鄭智銘 $500 鄭朝升 $7200 

鄭棽如 $300 鄭皓 $7200 鄭筌允.鄭品鈺 $14400 

鄭菊華 $7200 鄭詒如 $1000 鄭詒銘 $1100 

鄭詠央 $100 鄭詠涵 $5000 鄭貴芳 $1000 

鄭進雄 $21600 鄭逸雲 $2400 鄭鈞云 $3600 

鄭雁庭 $1000 鄭雅之 $300 鄭雅仁 $14400 

鄭雅文 $999 鄭雅芳 $7200 鄭雅屏 $7200 

鄭雅玲 $1800 鄭雅萍 $3600 鄭雅瑄 $200 

鄭雅靜 $1000 鄭雯雅 $4800 鄭順益 $30000 

鄭傳寶 $12000 鄭園霖 $400 鄭暖暖 $21600 

鄭献堂 $3600 鄭瑞仁 $7200 鄭瑞楠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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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鄭睦鄰 $7200 鄭筱伶 $1200 鄭群泰 $1000 

鄭資陵 $600 鄭韵蓉 $2500 鄭嘉容 $100 

鄭嘉雯 $14400 鄭嘉維 $1000 鄭嘉齡 $7200 

鄭榮人 $798 鄭榮傑 $23400 鄭熊金秀 $7200 

鄭睿勝 $2400 鄭碧霞 $7200 鄭維瑄 $12000 

鄭綺芬 $13200 鄭翠芳 $2400 鄭翠華 $7200 

鄭翠蓮 $3600 鄭銘樂 $9000 鄭德榮 $10000 

鄭慕寧 $7200 鄭慧馨 $600 鄭潓霖 $180800 

鄭瑩琪 $878 鄭曉如 $7200 鄭曉竹 $7200 

鄭積敏 $7200 鄭薀 $14400 鄭鴻文 $7200 

鄭鴻武 $7200 鄭蟬昀 $7200 鄭豐瑜 $1000 

鄭藝玟 $1000 鄭麗捐 $21600 鄭麗梅 $14400 

鄭麗琴 $6000 鄭寶媛 $7200 鄭顧珍 $7200 

鋭霖精鑄有限公司 $3600 魯榮鳳 $7200 黎氏釵 $14400 

黎氏麗 $21600 黎志公 $500 黎秀美 $200 

黎佳昌 $800 黎冠廷 $3000 黎姿妤 $3000 

黎彥伶 $7200 黎家慶 $21600 黎高興 $21600 

黎煥堂 $5000 黎暾源 $1200 儒億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4000 

勳展企業社 $3600 叡應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21600 導善社 $1300 

曉周工作室 $7200 澤洋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7200 璟騰企業有限公司 $1000 

盧文娟 $7200 盧文祥 $16200 盧文程 $21600 

盧文萍 $7200 盧永福 $798 盧玉珍 $7200 

盧吉勇 $7200 盧有恆 $252 盧妍安 $2700 

盧廷森 $7200 盧秀美 $4800 盧佩玉 $14800 

盧孟志 $14400 盧宗正 $14400 盧幸君 $7200 

盧怡安 $1500 盧怡堯 $600 盧欣欣 $1800 

盧泱全 $400 盧芸香 $8700 盧金蘭 $5400 

盧青龍 $7200 盧俊成 $7200 盧俊傑 $63 

盧冠廷 $7200 盧映潔 $6000 盧柏睿 $7200 

盧柔瑩 $7200 盧皇銘 Kevin.Lu $600 盧盈杉 $7200 

盧盈甄 $7200 盧美妏 $7200 盧貞夙 $14400 

盧國棟 $7200 盧淵鴻 $6000 盧猛郎 余秀月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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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盧勝煜 $7200 盧惠珍 $1000 盧智宏 $800 

盧進興 $14400 盧閔琤 $550 盧煜煬 $4000 

盧祺婷 $1500 盧群仁 $7200 盧裕文 $27600 

盧銀田 盧林翠媛 

盧宜秈 盧泳瑞 

$300 盧銘盛 $500 盧震紳 $7200 

盧嬑慧 $14400 盧曉婷 $7200 盧曉琪 $14400 

盧燕惠 $4000 盧聰敏 $2800 盧麗娟 $1200 

盧寶龍 $8400 盧耀勳 $4800 盧蘭琴 $7200 

穆瑞琪 $7200 翰霆營造有限公司 $30000 臻品興業有限公司 $14400 

興泰五金行 $1000 興聯盟廣告有限公

司 

$10000 蕭凡凱 $600 

蕭子倞.邱鈺淇.邱正

弘 

$23000 蕭文生 $21600 蕭玉枝 $7200 

蕭玉華 $798 蕭伃珊 $7200 蕭伊吟 $3200 

蕭兆羽 $9600 蕭如容 $2000 蕭宇晴 $3000 

蕭伯彬 $9000 蕭廷坤 $14800 蕭志忠 $7200 

蕭志芬 $7200 蕭志國 $36000 蕭志鵬 $7200 

蕭沁宇 $2400 蕭沛淳 $500 蕭甫國 $5000 

蕭育哲 $800 蕭邦彥 $1400 蕭坤進 $500 

蕭宗宏 $300 蕭明葳 $500 蕭芮蓁 $7200 

蕭近仁 $28800 蕭采媞 $100 蕭金仁 $7200 

蕭南隆 $300 蕭春榮 $7200 蕭昭琳 $14400 

蕭禹璇 $800 蕭秋霞 $4200 蕭美玉 $7200 

蕭美玲 $14400 蕭美容 $1200 蕭美蓮 $7200 

蕭美麗 $14400 蕭郁如 $200 蕭淯駿 $1000 

蕭珮純 $900 蕭珮茹 $800 蕭素月 $7200 

蕭素真 $7200 蕭啟明 $15400 蕭婕雯 $350 

蕭寀婷 $7200 蕭彩桂 $7200 蕭涵瑞 $7200 

蕭淑卿 $798 蕭淑琴 $600 蕭莉君 $3300 

蕭傑懿 $100 蕭博展 $14400 蕭喬木 $1200 

蕭婷瑄 $6000 蕭惠芳 $2400 蕭景堂 $14400 

蕭森華 $1660 蕭竣方 $8400 蕭雅分 $7200 

蕭雅玲 $25200 蕭毓仁 $7200 蕭毓慧 $14400 

蕭瑞琴 $1800 蕭萬龍 $8600 蕭裕濤 $7200 

蕭嘉蜜 $36000 蕭碧雲 $500 蕭禔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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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蕭豪敬 $5400 蕭慧如 $7200 蕭慶淳 $165 

蕭澍經 $4800 蕭蔚芳 $9000 蕭儒鴻 $21600 

蕭憶湘 $7200 蕭燕婷 $1800 蕭翰瀛 $1500 

蕭興義 $2000 蕭錦綢 $4100 蕭錫懋 $43200 

親愛的工作室有限

公司 

$5000 諶卉萱 $6000 諶瀅汀 $7200 

諾亞西點麵包店 $7200 賴五妹 $6600 賴允晉 $7200 

賴心怡 $300 賴世哲 $7200 賴巧純 $500 

賴弘國 $200 賴玉美 $5020 賴玉衡 $600 

賴仲哲 $7200 賴守國 $7200 賴妤宣 $5400 

賴宏華 $1000 賴志成 $7200 賴志權 $20400 

賴秀芳 $7200 賴秀慧 $7200 賴秀靜 $1800 

賴育志 $7200 賴育賢 $7200 賴芊妤 $1200 

賴佩君 $600 賴佳辰 $399 賴佳慧 $9600 

賴來康 $2400 賴依秀 $7200 賴坤洲 $7200 

賴奇厚 $1000 賴宜平 $4800 賴宜均 $400 

賴宜珊 $600 賴怡如 $7200 賴怡安 $7200 

賴怡君 $12000 賴怡陵 $7200 賴怡達 $343 

賴承楷 $14400 賴招珊 $3000 賴昇科 $1100 

賴明成 $1000 賴明亮 $14400 賴明春 $3600 

賴明雄 $6000 賴明燦 $500 賴泳竹 $7200 

賴玟圻 $7200 賴玟靜 $500 賴秉宏 $7200 

賴金萍 $400 賴金葉 $7200 賴俐伶 $1500 

賴俞汶 $7200 賴信彥 $12000 賴冠尹 $7200 

賴冠伶 $16600 賴冠郎 $28800 賴品妏 賴品妘 $7800 

賴奕安 $7200 賴奕彣 $1500 賴姵蓉 $7200 

賴姿坊 $399 賴姿秀 $7200 賴姿芸 $2000 

賴姿穎 $7200 賴宣佑 $6000 賴宣宏 $7200 

賴宥霖 $399 賴建均 $7200 賴彥廷 $7200 

賴彥蓉 $900 賴思維 $7200 賴春芳 $1200 

賴昱辰 $4800 賴昱晟 $3000 賴柏蓁 $7200 

賴柏翰 $400 賴柔靜 $399 賴玲惠 $1200 

賴秋任 $7200 賴秋芬 $3600 賴美吟 $14400 

賴美里 $7200 賴美珠 $10800 賴美雲 $7200 

賴英秀 $14400 賴貞妃 $7200 賴庭亮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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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賴悅珊 $7500 賴振安 $7200 賴浿欣 $4800 

賴淯楷 $7400 賴珩如 $7200 賴素玉 $16800 

賴素枝 $1800 賴素秋 $7200 賴素惠 $1800 

賴偉勝 $5400 賴健升 $100 賴國山 $200 

賴國助 $7200 賴國隆 $7200 賴密束 $10200 

賴尉勝 $3000 賴敏惠 $3600 賴淑(金琴) $500 

賴淑君 $14400 賴淑卿 $799 賴淑娟 $3000 

賴淑華 $7200 賴淑雅 $21600 賴清仁 $600 

賴清煌 $7200 賴莉娜 $7200 賴雪貞 $7200 

賴雪娟 $2400 賴雪晴 $14400 賴雪萍 $6600 

賴惠如 $1200 賴惠美 $8000 賴惠英 $1600 

賴揚霖 $7200 賴景賢 $7200 賴朝永 $7200 

賴琬瑜 $1000 賴雅玲 $2400 賴雯郁 $12000 

賴順枝 $7200 賴傳莊 $14400 賴溫如 $22800 

賴瑞玉 $7200 賴瑞玲 $7200 賴瑞蓮 $7200 

賴綉鈞 $2400 賴鈺雯 $5400 賴靖怡 $3600 

賴鼎夫 $7200 賴榮宗 $2200 賴碧姬 $17400 

賴福鑫 $600 賴綜諒 $36000 賴銘珠 $14400 

賴鳳如 $3000 賴儀蓉 $7200 賴嬌蓮 $9200 

賴德龍 $3000 賴慧如 $2400 賴慧芬 $21600 

賴憬諆 $28800 賴輝謙 $5000 賴樹銓 $14400 

賴燕莉 $6000 賴螢梅 $1500 賴靜如 $7200 

賴靜怡 $2500 賴豐奇 $13800 賴韻如 $900 

賴麗雅 $7200 賴麗雲 $12000 賴麗蘭 $4300 

賴靈焜 $1197 遲中慧 $28800 遲正儀 $3800 

遲名珉 $6000 遲策 $4500 錢明煌 $6000 

錢淂元 $7200 錢詠霓 $108000 錢敬 $1800 

錩新實業 $798 錫勳食堂 $12000 閻子維 $1200 

閻作瑩 $7200 霍仕國 $8400 駱秀寬 $1800 

駱孟瓦 $1800 駱俞汝 $1200 駱貞如 $7200 

駱紹平 $7200 駱慧玲 $6000 鮑元顥 $5000 

鮑明信 $1200 鮑俊明 $21600 鮑澤民 $28800 

龍妍苡 $7200 龍采翎 $2400 龍柏晧 $7200 

龍嘉雲 $7200 龍龍騰 $7200 優利冠企業有限公

司 

$1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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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優試達科技貿易有

限公司 

$1000 應海濤 $21600 應圓圓 $14400 

懋凱國際有限公司 $4800 戴仁文 $21600 戴元利 $1000 

戴少緯 $7200 戴文真 $20000 戴世明 $7200 

戴世茵 $7200 戴永和 $14400 戴圭姿 $7200 

戴如青 $7200 戴如媛 $7200 戴君玫 $28800 

戴君芳 $7200 戴宏林 $500 戴志龍 $7200 

戴沛琦 $1000 戴秀玉 $7200 戴宜靜 $6000 

戴居瑞 $1800 戴明妹 $7200 戴明燊 $10000 

戴東庚 $3600 戴芳苑 $1000 戴采葳 $7200 

戴阿雙 $7200 戴思宸 $600 戴恬恬 $1500 

戴紀遠 $500 戴勝鴻 $200 戴惠伶 $600 

戴菀璘 $2400 戴詠哲 $1800 戴雅芳 $11688 

戴慈盛 $1500 戴煖妮 $14400 戴瑄 $2400 

戴瑄宜 $1800 戴筱銜 $1800 戴漢河 $14400 

戴銀珠 $7200 戴鳳嬌 $7200 戴儀瑄 $200 

戴瓊美 $6000 戴麗雯 $1100 戴蘭香 $1800 

濮陽思典 $1200 燦陽科技 $3000 環保之家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00 

禪茶氣三班 $6500 繆沂蓁 $14400 繆曉珍 $3600 

聯合機電技術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聯熒商行 $7200 薇閣中學八年望班 $3000 

薛千金 $14400 薛水來 $14400 薛玉梅 $7200 

薛伃婷 $14400 薛東都 $36000 薛欣蘭 $21600 

薛玫 $1500 薛美玲 $7200 薛貞強 $12000 

薛郁馨 $6000 薛素沂 $700 薛彩鳳 $9600 

薛善尹 $10700 薛惠如 $2500 薛雅玲 $7200 

薛雲迪 $7200 薛詩詒 $1200 薛嫦娥 $14400 

薛榕森 $3000 薛碧雯 $6000 薛語蕎 $300 

薛劉玉枝 $7200 薛燕慧 $1000 薛燦龍 $800 

謝一華 $1000 謝乙仕 $17600 謝上元 $14400 

謝千儀 $100 謝子凡 $14400 謝川安 $2200 

謝中川 $7200 謝予晴 $600 謝予澤 $600 

謝文柔 $4800 謝文娟 $800 謝文紹 $14400 

謝文鈞 $1200 謝文慶 $7200 謝月里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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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謝月鳳 $7200 謝氏蘭英 $500 謝世欣 $7200 

謝弘怡 $700 謝正哲 $14400 謝玉貞 $1800 

謝玉清 $7200 謝玉蓮 $6600 謝亦其 $28800 

謝名颺 $8466 謝在倫 $7200 謝如玉 $1200 

謝宇宣 $700 謝宇思 $14400 謝宇翔 $7200 

謝旭斐 $1800 謝有容 $1800 謝羽婕 $7200 

謝艾芸 $600 謝衣涔 $1800 謝吳過 $2000 

謝妗錚 $4800 謝志遠 $600 謝沂庭 $2000 

謝秀春 $20400 謝秀晶 $2400 謝秀銀 $5400 

謝育廷 $7200 謝育蕙 $7200 謝良宗 $13200 

謝京修 $400 謝佩妤 $500 謝佩真 $1000 

謝佩錡 $14400 謝佳君 $12000 謝佳秀 $7200 

謝佳芬 $2400 謝佳洲 $7200 謝佳玲 $12000 

謝佳容 $7200 謝佳純 $6000 謝佳雯 $1800 

謝佳曄 $7200 謝佳穎 $21600 謝佳縈 $7200 

謝佳臻 $2000 謝佳龍 $7200 謝侑昇 $600 

謝侑華 $1800 謝依均 $1000 謝依蒨 $1600 

謝依靜 $7200 謝兩勝 $7200 謝咅均 $1000 

謝坤融 $7200 謝孟芬 $7200 謝宗坤 $7200 

謝宗達 $2000 謝宗儒 $14400 謝宗勳 $1000 

謝宛廷 $7200 謝宜君 $3200 謝宜宏 $7200 

謝宜桐 $1197 謝宜澤 $7200 謝宜靜 $8300 

謝尚儒 $14400 謝岳樺 $7200 謝岳熹 $3000 

謝怡忻 $800 謝承軍 $3000 謝承翰 $14400 

謝昀秀 $7200 謝昆恭 $21600 謝明妤 $600 

謝明忠 $8000 謝明昌 $8000 謝明瑤 $6600 

謝明輝 $12000 謝明樹 $14400 謝明蕙 $1200 

謝易岱 $7200 謝昕彤 $600 謝欣妤 $7200 

謝欣潔 $6600 謝玠揚 $28800 謝秉修 $4800 

謝秉渝 $500 謝秉翰 $7200 謝竺憬 $798 

謝竺樺 $14400 謝芳汶 $798 謝芷涵 $200 

謝芸臻 $7200 謝采燕 $7200 謝金珍 $7200 

謝金容 $100 謝金榮 $7200 謝金樺 $14400 

謝雨茜 $200 謝青雯 $7200 謝俊安 $7200 

謝俊宏 $600 謝俊銘 $399 謝冠承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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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謝建安 $2000 謝政成 $14400 謝政家 $36000 

謝春松 $3600 謝春滿 $7200 謝昭文 $500 

謝柏良 $600 謝玲如 $399 謝珈宜 $8400 

謝秋英 $7200 謝秋梅 $2400 謝秋惠 $1800 

謝美月 $19200 謝美玉 $7200 謝美芳 $7200 

謝貞美 $600 謝飛華 $500 謝家妮 $4500 

謝家福 $21600 謝振宇 $2400 謝純茵 $23400 

謝素娟 $7200 謝素琴 $11200 謝偉迪 $7200 

謝凰筠 $600 謝培俐 $14400 謝堂騰 $500 

謝婉玲 $12000 謝崑永 $10000 謝梅珍 $1100 

謝淑君 $6500 謝淳安 $200 謝添宇 $1600 

謝細粉 $4800 謝紹凱 $7200 謝雪貞 $7200 

謝喻亘 $300 謝富米 $500 謝富貴 $7200 

謝惠如 $1700 謝惠珍 $1800 謝惠卿 $7400 

謝惠婷 $600 謝惠蘭 $44400 謝敦羽 $7200 

謝朝光 $6600 謝棋芳 $1320 謝焽財 $4440 

謝詠竹 $7200 謝雅櫻 $1800 謝雯雀 $21600 

謝愛卿 $500 謝業鈿 $6600 謝瑞雲 $7200 

謝綋勝 $19800 謝義濱 $7200 謝榮軒 $400 

謝榮達 $7200 謝睿憲 $400 謝禎墐 $19200 

謝維倫 $400 謝慧芝 $1800 謝慧美 $1800 

謝慧茹 $2000 謝慧靜 $7200 謝慧蘭 $5000 

謝慶祥 $600 謝潔柔 $4800 謝瑩.謝璿 $25000 

謝蔚菁 $36000 謝學梅 $7200 謝穎成 謝秀庭 $12000 

謝穎明 $7200 謝蔾朱 $72000 謝蕙蔓 $7200 

謝錦坤 $7200 謝靜文 $8300 謝爵安 $7200 

謝璧如 $2400 謝璧襄 $2300 謝職全 $1000 

謝鎮宇 $400 謝馥名 $7200 謝瓊金 $8400 

謝鵬陽 $4000 謝麗玉 $1000 謝麗枝 $7200 

謝麗英 $21600 謝寶慧 $21600 謝耀欽 $36000 

謝耀萱 $100 謝馨瑩 $1197 鍾于芳 $399 

鍾子鴻 $100 鍾小元 $6500 鍾小芳 $7200 

鍾之儀 $2000 鍾仁超 $7200 鍾升燕 $800 

鍾尹修 $1200 鍾文琪 $7200 鍾文駿 $4800 

鍾巧娟 $21600 鍾玉英 $1200 鍾全亮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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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鍾吉美 $300 鍾宇倫 $1500 鍾宇雯 $7000 

鍾君玉 $300 鍾宏寬 $500 鍾志成 $4200 

鍾志松 $5500 鍾志遠 $1200 鍾沂蘋 $7200 

鍾秀媛 $7200 鍾育慧 $600 鍾佳玲 $3000 

鍾佳峻 $800 鍾依紋 $14400 鍾叔娟 $7200 

鍾孟珊 $100 鍾宜哲 $7200 鍾宜庭 $1000 

鍾宜絮 $600 鍾宜蓁 $7200 鍾宜臻 $1800 

鍾宜錦 $7200 鍾帛汶 $1500 鍾延年 $4800 

鍾明祐 $3600 鍾明瑄 $6000 鍾東穎 $7200 

鍾林燕 $7200 鍾欣凌 $38800 鍾欣容 $400 

鍾采玲 $1800 鍾金山 $7200 鍾俊輝 $4500 

鍾政妙 $7200 鍾珉 $400 鍾绗云 $100 

鍾美玉 $1200 鍾茂生 $7200 鍾家馨 $399 

鍾展揚 $7200 鍾振達 $7200 鍾晏榆 $1000 

鍾素娥 $14400 鍾素菁 $13200 鍾素燕 $7200 

鍾國仁 $14400 鍾悠儒 $7400 鍾淑君 $1200 

鍾凱如 $7200 鍾惠花 $500 鍾惠貞 $7200 

鍾智仁 $7200 鍾皓宇 $8400 鍾雅琴 $1800 

鍾裕輔 $7200 鍾達坪 $14400 鍾嘉原 $109 

鍾嘉煒 $600 鍾漪雯 $7200 鍾維欣 $28800 

鍾維洲 $7200 鍾語薇 $100 鍾鳳蘭 $7200 

鍾德泉 $12000 鍾慧音 $1000 鍾緹縈 $3000 

鍾曉玫 $7200 鍾蕓如 $1500 鍾蕙萍 $50400 

鍾錦然 $300 鍾錦發 $7200 鍾禮竹 $7200 

鍾麗雲 $61200 鍾寶珠 $7400 鍾蘇燕 $10000 

鍾馨儀 $100 韓世平 $7200 韓世華 $500 

韓永隆 $2400 韓立民 $37000 韓伊菁 $1600 

韓志遠 葉金玉 狗

妮妮 

$100 韓亞熙 $1200 韓佳君 $7200 

韓承穎 $5400 韓承融 $6600 韓美蓮 $7200 

韓素梅 $7200 韓閔延 $1200 韓翠華 $14400 

韓銘堂 $5400 鮮于侑慈 $12000 鮮于靜婷 $7200 

鴻世科技自動控制

社 

$12000 叢慧滋 $2400 簡力洋 $2000 

簡士懷 $7200 簡士寶 $7200 簡小萍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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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簡文政 $21000 簡文祥 $7200 簡月華 $500 

簡世鴻 $100 簡正德 $18000 簡永泰 $399 

簡立宏 $2400 簡立涵 $100 簡再輝 $14400 

簡阡羽 $1200 簡君艾 $7200 簡孝誠 $1500 

簡宏昌 $10000 簡廷穎 $800 簡志翰 $100000 

簡杏如 $1000 簡辰光 $10000 簡佩瑋 $1500 

簡孟鈺 $1800 簡承旭 $3000 簡松年 $7200 

簡林燕秋 $7200 簡欣怡 $1200 簡芳榆 $2400 

簡政珍 $7200 簡柏睿 $7200 簡炳坤 吳小鈴 簡

鈺庭 簡溫蓉 簡嘉

宏 

$5000 

簡秋蓉 $600 簡美玲 $40200 簡珮怡 $7200 

簡素琴 $12000 簡素端 $7200 簡國彬 $7200 

簡國雄 $100 簡婉名 $7200 簡婉婷 $14400 

簡彗如 $100 簡淑芬 $1200 簡淑婷 $600 

簡淑媏 $500 簡清立 $800 簡翊淇 $7200 

簡莉芳 $7200 簡雪卿 $12000 簡單美形診所 $20000 

簡富泰 $100 簡智偉 $1000 簡曾麗芳 $7200 

簡琪臻 $21600 簡雯苓 $7200 簡愛珠 $7200 

簡慈彥 $7200 簡慈葳 $350 簡毓佑 $3000 

簡瑞鴻 $7200 簡鈴貞 $3600 簡嘉延 $14400 

簡嘉誼 $1200 簡甄儀 $7200 簡碧華 $4200 

簡碧雲 $6000 簡維億 $28800 簡翠屏 $7200 

簡肇盈 $7200 簡韶儀 $100 簡慕瑩 $7200 

簡慧宜 $400 簡潔 $1000 簡燕雪 $20000 

簡靜瑜 $28800 簡瀅灧 $7200 簡寶惠 $4800 

聶維汝 $14400 薰衣草休閒有限公

司 

$7200 藍元君 $3000 

藍心彤 $200 藍心明 $7200 藍玉芬 $36000 

藍志恒 $7200 藍佳琪 $7200 藍奕婷 $600 

藍秋燕 $2400 藍美雲 $7200 藍振喜 $100 

藍偉銓 $600 藍啟泰 $6000 藍國明 $2000 

藍梁宏鑫 $7200 藍梁綸 $7200 藍梁澄 $7200 

藍淑惠 $1200 藍紹譽 $14400 藍雪綺 $200 

藍凱綸 $1500 藍善元 $7200 藍琦雲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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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藍逸羚 $1800 藍逸婷 $7200 藍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 

藍榮昌 $12000 藍銀鋒 $3600 藍慧純 $1000 

藍鴻農 $399 豐原高中 2 年 14 班 $1100 豐鏡洲 $1200 

豐麗商行 $3000 闕士傑 $8800 闕光威 $7200 

闕壯全 $14400 闕宏瀛 $7200 闕河仁 $4800 

闕若云 $500 闕素琴 $2400 闕淑芬全家 $10000 

闕隆峯 $19800 闕嘉慧 $1000 闕錦惠 $14400 

闕麗芬 $4000 雙欣科技有限公司 $1000 顏上善 $7200 

顏士鈞 $1200 顏才鈞 $5500 顏文賓 $4030 

顏月英 $7200 顏王珍珍 $3000 顏巧芸 $7200 

顏好梅 $2000 顏汝真 $3000 顏伯旗 $7200 

顏伶妃 $1800 顏佑伃 $2000 顏君玲 $4800 

顏妙倪 $200 顏岑夙 $7200 顏良砡 $2400 

顏辰翰 $600 顏幸一 $3300 顏秋玉 $1800 

顏美秀 $7200 顏美淇 $100 顏振益 $14400 

顏素香 $7200 顏國禎 $3600 顏淑如 $1800 

顏淑真 $1800 顏雅鳳 $2500 顏源宏 廖尹緁 顏

均縢 顏上瀠 

$600 

顏煜鴻 $7200 顏瑛宗 $18000 顏瑞卿 $7200 

顏瑞瑩 $1800 顏瑞賢 $9800 顏詹淑鳳 顏廷安 $500 

顏鈺城 $1600 顏嘉君 $600 顏嘉宏 $36000 

顏嘉祥 $2400 顏嘉琪 $1500 顏夢蘭 $10800 

顏彰武 $14400 顏彰程 $5000 顏榮璋 $8400 

顏銘輝 $7200 顏銘樹 $1800 顏劉采昀 $7200 

顏靜宜 $7200 顏瓊玉 $16984 顏瓊蓉 $7260 

顏寶 $1800 顏鷥 $3100 馥瑩企業有限公司 $24000 

魏台蕙 $600 魏正權 $1200 魏玉玫 $7200 

魏田欣 $1500 魏仲凱 $14400 魏仲麒 $7200 

魏宇玉 $1500 魏妙娟 $7200 魏志宏 $7200 

魏志明 $7200 魏杏如 $4800 魏秀菊 $600 

魏育民 $7200 魏良夙 $1200 魏辰穎 $1000 

魏佳慧 $399 魏宗玉 $7200 魏宜君 $7200 

魏明峯 $7200 魏彥如 $3600 魏春貞 $4000 

魏美君 $21600 魏美珠 $21600 魏苑如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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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魏振業 $399 魏純穎 $7200 魏紘穉 $14400 

魏婉菁 $28800 魏彩玲 $1800 魏雪娟 $550 

魏喆生 $500 魏進弘 $7200 魏意茜 $7200 

魏榆蓉 $400 魏聖德 $800 魏鈴諭 $1200 

魏鈺融 $1200 魏碧慧 $1800 魏維玲 $3600 

魏綿祺 $2500 魏肇基 $3000 魏黎傑 $7800 

魏駿吉 $7200 魏瓊瑄 $399 魏麗娟 $7200 

魏寶珍 $7200 瀚林人力顧問有限

公司 

$30000 羅 $1000 

羅小嵐 $300 羅中肯 $1500 羅云佑 $1800 

羅文芬 $166 羅文政 $7200 羅文苑 $7200 

羅主媛 $5400 羅巧琳 $400 羅本佶 $10000 

羅正崙 $500 羅正銘 $8400 羅永如 $4000 

羅永騰 $7200 羅玉君 $1800 羅玉芬 $7200 

羅玉珠 $7200 羅伊珍 $600 羅伊庭 $4200 

羅汝伶 $3000 羅西安 $7200 羅志隆 $3250 

羅志輝 $7200 羅沁穎 $600 羅秀春 $28800 

羅秀蓉 $7200 羅佩萱 $817 羅孟珠 $1500 

羅昌齡 $7200 羅泳清 $7200 羅建方 $1500 

羅建民 $7200 羅彥詔 $7200 羅為駿 $100 

羅美玲 $6000 羅美娟 $10000 羅美惠 $1500 

羅貞成 $7200 羅郁叡 $7200 羅時孟 $4800 

羅桂珍 $7200 羅素娟 $7200 羅耘志 $7200 

羅財漢 $18000 羅偉志 $1197 羅偉林 $36000 

羅婉嘉 $4800 羅敏伶 $14400 羅曼蓉 $1800 

羅梅玲 $7200 羅淑華 $1000 羅淑賢 $1000 

羅清榮 $1000 羅盛豪 $1800 羅紹瑜 $7200 

羅翊郡 $2000 羅翊榛 $7200 羅翊銓 $600 

羅翎菲 $27000 羅訪元 $7200 羅惠玲 $19200 

羅惠娟 $2000 羅惠晨 $3600 羅惠瓊 $7200 

羅斯特有限公司 $20000 羅欽鴻 $3500 羅琬菁 $1000 

羅舒誼 $800 羅雅倫 $7200 羅雅楨 $3000 

羅雯莉 $1200 羅溫良.謝燕雪 $16400 羅瑞珍 $14400 

羅葆善 $7200 羅鈺霖 $3000 羅嘉佩 $3000 

羅嘉玲 $7200 羅嘉琪 $8000 羅碧霞 $4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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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 善播世界大同愛心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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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肇毅 $7200 羅德盛 $13200 羅德貴 $36000 

羅慧倫 $600 羅慧齡 $12000 羅緣華 $7200 

羅曉琦 $7200 羅曉琪 $2400 羅應源 $7200 

羅麗琴 $14400 藝之國有限公司 $7200 譚卉晴 $14400 

譚永揚 $3000 譚永慧 $7200 譚玉梅 $8200 

譚英娜 $7200 譚郭月霞 $5400 譚敦謙 $7200 

譚敦鴻 $7200 譚嘉緯 $7200 譚潤生 $5400 

譚鎮麟 $7200 譚麗娟 $100 譚櫻嬌 $7200 

邊正 $36000 關欣媛 $1800 關聖帝君 $30000 

龐寧寧 $21600 龐驊 $14400 嚴文超 $100 

嚴文綉 $100 嚴永賢 $8400 嚴玉雲 $500 

嚴吳含笑 $100 嚴孟舜 $3200 嚴俊德 $6600 

嚴盈茹 $36000 嚴美玲 $6600 嚴苓苓 $300 

嚴紫芸 $2000 嚴祿才 $100 嚴曉翠 $3200 

寶源水產有限公司 $7200 爐思羽 $200 籃雯琳 $7200 

蘇一慧 $7200 蘇丁權 $4500 蘇上娟 $7200 

蘇士婷 $9600 蘇大偉 $7200 蘇子涵 $2400 

蘇子扉 $3000 蘇子閔 $9000 蘇小姍 $7700 

蘇文忠 $10000 蘇文章 $2000 蘇文婷 $798 

蘇正民 $7200 蘇正峰 $5400 蘇玉伶 $7200 

蘇玉梅 黃千芩 黃

元宏 

$1500 蘇生賢 $3600 蘇仲生 $399 

蘇仲鵬 $5000 蘇吉文 $7200 蘇宇辰 $12000 

蘇志江 $10500 蘇志群 $23400 蘇志銘 $600 

蘇秀眉 $2400 蘇秀美 $7200 蘇育茗 $50 

蘇育菁 $1000 蘇育燕 $7200 蘇良中 $7200 

蘇佩玉 $1000 蘇怡萍 $1000 蘇承鈞 $13000 

蘇承寬 $7200 蘇明華 $14400 蘇炎坤 王秀氣 $84400 

蘇玫玫 $7200 蘇玫綺 $5500 蘇芬娟 $7200 

蘇芳儀 $7200 蘇芷妍 $3000 蘇芹柚 $1500 

蘇信雄 $7200 蘇品蓁 $1500 蘇品蕎 $400 

蘇囿蓁 $1000 蘇威寧 $9600 蘇彥庭 $100 

蘇彥瑀 $4000 蘇律嘉 $2400 蘇恒毅 $3600 

蘇昱寧 $100 蘇洪石鎮 $1600 蘇炤彰 $7200 

蘇盈通 $14400 蘇秋紅 $7200 蘇秋蓮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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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美玲 $6000 蘇美珍 $7200 蘇美惠 $7200 

蘇美華 $75600 蘇美嬌 $7200 蘇美燕 $9000 

蘇若庭 $7200 蘇英燦 $6600 蘇貞月 $7200 

蘇郁清 $3600 蘇家弘 $7200 蘇庭立 $7200 

蘇晏彣 $100 蘇晟瑋 $7200 蘇桑苓 $200 

蘇祐世 蘇筠婷 $2400 蘇祐徵 $100000 蘇國人 $13800 

蘇國正 $54000 蘇彩鳳 $3800 蘇淑枝 $5400 

蘇淑燕 $2400 蘇清池 $7200 蘇祥瑀 $7200 

蘇雪華 $7200 蘇勝忠 $21600 蘇喬 $7200 

蘇富穎 $21000 蘇惠芬 $1500 蘇惠美 $7200 

蘇斐雯 $7200 蘇朝生 $10800 蘇湘媚 $9000 

蘇琪媛 $4800 蘇紫萍 $14400 蘇貴強 $7200 

蘇雅花 $57600 蘇雅芳 $400 蘇順富 $21600 

蘇傳宇 $1000 蘇敬堯 $24000 蘇楷林 $7200 

蘇榆文 $1000 蘇瑋婷 $7200 蘇瑋璇 $6600 

蘇瑛敏 $3800 蘇瑞玲 $14400 蘇筠媗 $7200 

蘇葳 $1200 蘇葵羚 $2400 蘇鈴詔 $28800 

蘇鈺棠 $7800 蘇鈺雯 $6600 蘇靖閔 $7200 

蘇嘉慧 $10800 蘇嘉儒 $7200 蘇夢如 $8200 

蘇榮男 $2000 蘇維歆 $7200 蘇銘堯 $21600 

蘇鳳儀 $21600 蘇潔貞 $300 蘇曉芬 $2400 

蘇璟宏 $200 蘇穎平 $14400 蘇靜宜 $1000 

蘇龍鳴 $4800 蘇鍊標 $7200 蘇麗春 $1000 

蘇麗美 $12000 蘇麗琪 $7200 蘇麗馨 $14400 

蘇鐘霖 $700 蘇馨瑜 $1197 覺音精舍 $3800 

釋印智 $16800 釋宏空 $10000 釋見道 $5000 

釋法風 $77800 釋法悟 $7200 釋長合 $1200 

釋恆泰 $600 釋恒星 $3000 釋悟能 $6000 

釋道柔 $3600 釋德晟 $2400 鐘千閔 $800 

鐘少均 $2400 鐘心汝 $7200 鐘其宏 $100 

鐘建忠 $300 鐘紀山 $1000 鐘婉菱 張育明 $399 

鐘雅珠 $7200 饒先生 $400 饒振基 $7200 

饒珮慈 $7200 饒瑞雄 $1200 饒麗惠 $10000 

護理長的店 $4800 酆宗儀 $7200 顥天國際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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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立新 $4800 顧克基 $50000 顧為亮 $1200 

顧瑜玲 $3000 顧筱翎 $2000 顧耀彬 $7200 

龔作仁 $7200 龔秀美 $3600 龔怡慈 $400 

龔柔勻 $4800 龔盈瑩 $14400 龔美雲 $2400 

龔致豪 $15600 龔郁淇 $7200 龔惟中 $3200 

龔惟心 $3200 龔煜智 $400 龔義文 $3200 

龔聖峰 $7200 龔詳盛 $3000 龔磊哲 $4000 

龢青文化有限公司 $3600 欒紀宗 $7200 顯像企業有限公司 $7200 

鑫立開發有限公司 $1800 鑫誠鐵材有限公司 $7200 鑫樂蒂有限公司 $600 

觀世音菩薩 $3600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