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88888 $300 8888888 $300 33383388 $100 

0epic $200 ABON $1000 Adam Yi,Taipei 
City Government 

$5000 

angie c $1200 ann $200 Anonymous $200 

ASTER LEE $100 AURORA INVESTMENTS 

GLOBAL INC 
$3200301 Axel Limberg $5100 

ben $1500 Benjamin 
Hein,Merck 

$3000 Chang yaling $500 

changwern $2000 ChaoTingyu $200 ChenChunchih $600 

ChentsaiFumei $7200 chia wei chou $600 chien hung-ju $600 

chien paul $5400 Ching-Yi Liao $13200 CHUYI-HSUAN $1200 

Cider Kannan $1688 CookMatthew 
Thomas 

$1000 Daniel Teibel $14400 

Dany Cazelin/薛汝
婷/薛喬蔓/薛向洋 

$1000 David Yeh $3000 Deng Candy $1000 

ellen shang $3600 epic $800 est $2000 

Esther Le $2000 Fan Fan $500 GuTeresa $3600 

H Audrey $200 Henry Wei 魏維亨 $1000 HeYu Ting $1200 

HSIN-CHIN HSIEH $7200 HsingJung Lin $600 hsumao teen $8400 

Hung Chuen Kai $1200 james $300 JIMMY LIANG $600 

Joan Wu $1000 Jody Wu $4000 JunYe $200 

k $100 Kelly Kung $600 Kuo Chan Yao $1800 

L L $1000 LaiSharley $2400 LanRebecca $600 

LeeKuanhui $10500 Leesa Lin $28800 lin $100 

Lin Tony Lan Chun $322000 linsindy $600 Lisa Chuang $500 

lll21329938273 $300 LoHsiao-Chin $1200 lushoujen $14400 

Matt $1600 mel.H $100 Melody Chen $600 

mengshai li $6600 Metawin Opas-
iamkajorn 

$2210 mina $400 

Mina Kang $1200 NiJeremy $3000 Nina $600 

Non Non $100 Ophelia Lin $500 Peggy Lee $1688 

Pei Pei 
Kumawallice 

$7200 Peng John 
Chihyong 

$4000 PengKuo An $1200 

POH ANN KUA $10000 Ralph 
Uhlmann,Porsche 

$3000 richard $1400 

Ryan $200 Ryan $100 s $100 

safddfsdf $600 Shidai Tsai $7200 Shuwen Liao $2000 

Sophie Chang $4200 Sophie T $300 sun 必成 $21600 

Sydney Goldsmith $7200 Sylvia Lu $100 Tanaka Chie $4800 

TC Chen $5400 TeAn Yen $14400 TsengShu Ling $7200 

UK ONLINE GIVING 

FOUNDATION 
$10535 —-VS—- $1000 Washington 

Group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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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Wei Lee $5090 Wen $200 WEN YUAN LIN $1200 

Weng Sunny $258 wu family $200 WuFu Hsuan $2000 

WuMei fang $1200 Xxx Xxx $1000 y $100 

Yang Hsun Hou $17050 YangHogan $300 YANYILI $200 

Yu Chen Huang $7200 YU YACHUN $1000 YUNYUN CHANG $100 

ㄚ $500 丁于珊 $500 丁士婷 $1280 

丁巧娟 $2000 丁立文 $14400 丁立寧 $30000 

丁亦慧 $1800 丁妍芸 $5000 丁罕 $10000 

丁佩芳 $7200 丁佩珍 $7200 丁明盛 $7200 

丁秉中 $600 丁金蕊 $4800 丁金龍 $7200 

丁俊之 $7200 丁俊達 $200 丁屏 $7200 

丁彥真 $500 丁政堯 $100 丁映支 $1000 

丁玲綾 $6000 丁苑娟 $7200 丁苡喬 $7200 

丁振祝 $6000 丁偉家 $27200 丁婉琳 $12000 

丁康恩 $5090 丁勝麟 $6000 丁揚易 $100 

丁湘凌 $700 丁菊花 $2400 丁雅亭 $7200 

丁雲海 $7200 丁勤 $7200 丁瑋 $13200 

丁瑋君 $600 丁瑞閎 $6600 丁肇毅 $1000 

丁瑩瑩 $7200 丁憶淇 $2000 丁穎 $300 

丁麗萍 $6600 丁櫻桃 $300 九華山大興善寺 $600 

二哥豐 $500 刁健民 $600 十八子 $7200 

十方法界一切諸有情眾 $100 卜二娘 $14400 卜怡世 $18000 

卜美蘭 $1000 卜郭素玉 $7200 卜湘貞 $43200 

卜翠娟 $7200 卜翠萍 $7200 三暐企業有限公司 $7200 

三寶弟子 $3000 三寶國際貿易行 $1000 三馨有限公司 $43200 

上立食品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600 上億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21600 于士庭 $10800 

于子晴 $7888 于亞筠 $500 于金城 $2500 

于崇蘭 $500 于進有 $400 于雁 $24000 

于雲琪 $7200 于肇瑛 $7200 于蕙玲 $21600 

于鴻昌 $7200 千祈殿 $100 大千商行 $11800 

大田廚房 $7200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中壢環北展售中心 

$200 大廷設計工程有限
公司 

$2000 

大豆干 $2000 大珈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4400 大崙愛心志工團隊 $3000 

大雅記帳士事務所 $21600 大愛生活藥局 $1688 大漢歐鄉別墅住戶
管理委員會 

$2000 

大貓咪在天上飛 $200 大瀚建築師事務所 $6000 子攝影像工作室 $400 

小小心意愛心捐 $1200 小米 $600 干家圍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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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中和區復興國小六
年四班 蔡瑩楨老師 

$4000 中唯技術服務有限
公司 

$14400 中華萬姓祖靈 $100 

丹羽美術工程工作
室 

$43200 五嶽保全股份有限
公司 

$13200 元 $200 

元囿實業有限公司 $3000 元強 $6000 元揚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7200 

元憬數位科技有限
公司 

$4200 元禮國際貿易股份
有限公司 

$136926 升豐商行 $14400 

友嘉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6000 天得 $600 太陽 $300 

孔士豪 $6000 孔祥超 $36000 孔祥潔 $14400 

孔聖傑 $400 孔德正 $400 尤 $300 

尤文娟 $200 尤文萍 $7200 尤俊雄 $2000 

尤建閎 $7200 尤秋興 $135650 尤振宇 $200 

尤淑如 $1000 尤添福 $36000 尤惠玲 $14400 

尤湘怡 $1000 尤萍雲 $1200 尤雅琪 $4000 

尤雅瑩 $1000 尤意雲 $28000 尤瑞隆 $9000 

尤義明 $5000 尤慶丈 $7200 尤靜嫺 $1000 

尤韻雯 $300 尤馨婷 $1200 尹吉城 $6000 

尹季昌 $6290 尹青崎 $26000 尹昭德 $7200 

尹虹湄 $14400 尹家輝 $500 尹湘媚 $300 

尹新亞 $2400 尹筱玲 $300 尹維民 $1200 

尹曉蓉 $28800 巴紹.瓦旦 $3000 巴資可樂噶萊凱 $3500 

心淨茶飲 $6000 支黎丹 $7200 支穎霈 $7200 

文姍姍 $100 文信會計師事務所 $14400 文美丰 $1200 

文國華 $14400 文惠嫻 $100 文皓德 $450 

文聖 $700 文慶蘭 $7200 文藻外語大學英辯社 $50000 

方一紅 $5400 方予希 $500 方仁 $14400 

方仁政 $100 方允岑 $5400 方元亨 方元利 $6600 

方元政 $200 方文芸 $3900 方文毅 $100 

方世吉 $7200 方正安 $9200 方永宣 $100 

方永舜 $7200 方如瑩 $21600 方克民 $3600 

方克偉 $1100 方含文 $2000 方廷玉 $1200 

方秀如 $7200 方佳凌 $5400 方和慶 $2000 

方昀 $1280 方采芹 $6309 方俊卿 $7200 

方冠婷 $5090 方奕棠 $100 方姿婷 $1200 

方建程 $6600 方昱翔 $600 方玲琳 $7200 

方美芳 $14400 方美雲 $7200 方家聲 $300 

方悅如 $2000 方國銘 $7200 方婉阡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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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方梓菱 $3700 方淑美 $21600 方淑茹 $7200 

方淑雲 $1200 方祥玲 $4600 方雀娟 $7200 

方堰 $500 方壹賢 $7200 方惠美 $7200 

方意佳 $1000 方瑛芳 $5090 方瑜 $2000 

方軾涵 $21600 方鈺鳳 $600 方鈺樹 $100 

方靖瀅 $3000 方蓉生 $7200 方劉貴美 $7200 

方蕙蘭 $1280 方錦雲 $1500 方聰慧 $4000 

方鎮宏 $1200 方麗娟 $1200 方麗琴 林正生 林
庭羽 林志杰 

$21600 

方麗雲 $6000 方議莉 $600 方鐸瑾 $200 

方懿德 $14400 日智聰 $7200 毛生 $500 

毛佳成 $7200 毛信譽 $7200 毛秋臨 魏志剛 $21600 

毛崇知 $20000 毛盛一 $7200 毛琬慈 $1000 

毛蔚領 $10000 水工處南分處五分
隊 

$600 牛羽溱 $14000 

牛念英 $1200 牛彩屏 $43200 王 $200 

王一堅 $1000 王乃容 $300 王入霆 $7200 

王十雲 $5500 王三軍 $20000 王于珊 $200 

王于豪 $1000 王千瑋 $6000 王千瑜 $800 

王子賢 $500 王小玲 $7200 王小雯 $1200 

王中勝 $14400 王丹鈴 $1200 王允綺 $100 

王元良 $21600 王兮穎 $1200 王友村 $14400 

王天心 $500 王天生 $7200 王尹貞 $13200 

王心五 $21600 王心宏 $12300 王心妮 $1000 

王心怡 $300 王心鈺 $1000 王心瑩 $100 

王文一 $6000 王文正 王文弘 $14400 王文成 $7200 

王文君 $1200 王文欣 $600 王文斌 $21600 

王文雄 $7200 王文慈 $2500 王文群 $10000 

王文萱 $200 王文漢 $7200 王文麗 $7200 

王文騰 $7600 王方美 $500 王月美 $1280 

王月容 $100 王月霜 $7300 王世秉 $200 

王世芬 $6000 王世華 $9000 王世銓 $6000 

王世輝 $453 王以安 $1000 王冬蘋 $7200 

王卉妤 $2400 王卉莘 $500 王卉榆 $100 

王可育 $4700 王可珺 $26400 王正佳 $7200 

王正杰 $7200 王正棠 $200 王正煌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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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王永炘 $30000 王玉珍 $10400 王玉美 $200 

王玉惠 $3600 王玉萍 $14900 王玉鳳 $1500 

王立偉 $100 王仲良 $100 王仲德 $8288 

王先生 $6700 王在祥 $14400 王如至 $10000 

王如意 $1000 王如蘋 $300 王宇 $5400 

王宇涵 $200 王宇蓁 $3500 王宇謙 $200 

王安緁 $400 王有志 $1200 王有銘 $7200 

王江淑芬 $7200 王百堂 $14400 王羽涵 $800 

王艾瑄 $1200 王伯鈞 $36000 王位新 $6000 

王佑欣 $1500 王克俊 $1200 王利君 $600 

王吳月美 $11000 王呂桂香 $1000 王均薇 $14400 

王妍 $500 王妘暄 $5400 王宏良 $6000 

王宏慈 $500 王彤光 $7200 王彤玥 $300 

王志佑 $1200 王志坤 $7300 王志明 $7200 

王志強 $7200 王志雄 $14400 王志禮 $12000 

王忻幃 $500 王杏桐 余玲玉 $1200 王沁瑀 $7200 

王沁騏 $360 王沂汝 $1200 王沛晴 $1800 

王沛絨 $100 王沛瑄 $500 王沛榛 $14400 

王秀子 $7200 王秀吟 $7200 王秀枝 $5400 

王秀娟 $200 王秀敏 $7200 王秀琦 $3600 

王秀雲 $16700 王秀鈴 $7200 王秀綸 $2000 

王秀瓊 $7200 王育萱 $1200 王芍艷 $200 

王貝怡 $1200 王京容 $100 王佳真 $10000 

王佳榕 $4200 王孟琳 $200 王孟萍 $7200 

王宛宜 $100 王宜莉 $14400 王宜媚 $100 

王宜雯 $600 王宜蓁 $300 王延蕙 $7200 

王怜人 $7200 王怜尹 $7200 王怡人 $500 

王怡仁 $1500 王怡心 $7200 王怡文 $5712 

王怡如 $24000 王怡君 $100 王怡婷 $21900 

王怡雅 $600 王怡瑜 $1200 王怡賢 $7200 

王怡蘋 $1800 王承妍 $500 王明吟 $1000 

王明昌 $19800 王明貞 $7200 王明音 $3600 

王明珠 $7200 王明惠 $5400 王明達 $8480 

王易如 $1000 王果為.張莉黛 $28800 王欣禹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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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王武龍 $7200 王治傑 $5000 王泊皓 $1000 

王泓文 $2200 王泓儒 $6000 王玥婷 $500 

王玫丰 $7200 王玫心 $7200 王玫瑰 $2560 

王者馨 $2000 王芳草 $100 王芳婷 $500 

王芸蓁 $600 王采彤 $100 王金山 $7200 

王金木 $7200 王金富 $1200 王金慧 $6000 

王金標 $14400 王金蕊 $200 王雨婷 $500 

王青茂 $600 王青蘭 $6600 王非凡 $144000 

王亭又 $21600 王亭潔 $400 王亮月 $7200 

王俊人 $31900 王俊仁 $7200 王俊文 $7200 

王俊昌 $1000 王俊能 $3600 王俊偉 $3000 

王俊傑 $100 王俊勝 $143 王俊智 $7200 

王保珍 $1000 王俞婷 $200 王信惠 $7200 

王信評 $1688 王信驊 $10800 王冠中 $14400 

王冠為 $5400 王前宸 $36000 王勉心 $7200 

王厚禮 $500 王咨渝 $14400 王品蓁 $3600 

王品蓉 $3600 王品嫻 $37200 王奕婷 $1200 

王奕晴 $4200 王姝婷 $1200 王姝瑛 $3600 

王姵心 $100 王姿予 $250 王姿婷 $3000 

王姿閔 $500 王姿懿 $3300 王宥仁侯麗雅 $100 

王宥甯 $7200 王宥瑜 $200 王宥驊 $300 

王建文 $100 王建洲 $6600 王建智 $21600 

王建森 $12000 王建樺 $200 王彥勛 $500 

王思佳 $500 王思偉 $2000 王思驊 $3000 

王政仁 $5400 王政治 $2880 王政彥 $26200 

王政偉 $1000 王映琇 $1800 王映筑 $14400 

王春忠 $7200 王春熙 $7200 王昭正 $7200 

王昱元 $1000 王昱勛 $7200 王昱勝 $300 

王昱嵐 $7200 王昱斌 $7200 王昱晴 $1000 

王昱智 $500 王昱翔 $6000 王昱璋 $7200 

王昱臻 $6000 王昶欽 $7200 王昶筌 $100 

王柏元 $500 王柏閔 $2000 王洋凱 $7200 

王洪英 $500 王派欽 $6000 王玲菁 $600 

王珍芝 $28800 王皆誼 $3600 王盈丹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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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王盈羚 $1200 王盈舜 $2000 王盈嫻 $7200 

王禹皓 $200 王秋娥 $500 王秋涵 $900 

王秋婷 $7200 王秋媚 $7800 王科偉 $100 

王秒湘 $600 王紀評 $500 王紀儒 $5400 

王紅琬 $1000 王美文 $48000 王美玉 $2000 

王美芳 $2000 王美珍 $12600 王美娟 $7200 

王美清 $3600 王美雀 $14400 王美雅 $8400 

王美瑛 $6600 王美璧 $7200 王美麗 $7200 

王美懿 $1000 王羿捷 $4800 王致傑 $5100 

王致凱 $1800 王致舜 $14400 王若昀 $7200 

王若芸 $1200 王若琳 $7200 王若蓁 $7200 

王若蕎 $7200 王英帥 $500 王英傑 $100 

王英婷 $500 王虹竣 $2000 王虹貽 $600 

王貞雅 $6600 王貞蓉 $2000 王貞穎 $600 

王郁文 $4200 王郁絜 $6000 王郁慧 $300 

王重斌 王邱淑真 
王弘毅 王雅琳 

$3000 王韋婷 $300 王韋閔 $7200 

王修彥 $7200 王堉苓 $7200 王娟娟 $8200 

王家威 $1000 王家惠 $600 王容 $1000 

王恩喜 $7200 王振宇 $36000 王振軒闔家 $100 

王時璟 $22000 王桂煌 $200 王浚愷 $14400 

王浚懿 $14400 王淯珊 $500 王淯靖 $1500 

王淯譯 $200 王珠美 $7200 王珮珊 $7200 

王珮珍 $36000 王珮庭 $600 王珮雯 $4800 

王真佩 $7200 王祖虞 $14400 王純璨 $3600 

王素玉 $6600 王素芸 $24000 王素貞 $12000 

王素雲 $600 王素鳳 $10000 王茹瀛 $1000 

王財利 $7200 王偉(鹿零) $21600 王偉旭 $1000 

王偉良 $100 王偉明 $1300 王偉誠 $14400 

王偉霖 $7200 王偉驊 $500 王健郎 $2000 

王健聖 $300 王健銘 $600 王凰如 $1200 

王唯霖 $1100 王啟鈍 $900 王啟銘 $1200 

王國光 $14400 王國健 $14400 王國堂 $7200 

王國器 $200 王國樵 $2800 王國興 $14400 

王培馨 $1000 王基旭 $7200 王婉玲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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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王婉純 $1000 王婉榆 $7200 王婉儒 $7200 

王崇丞 $15000 王崇瑋 $3360 王康 胡琬玉 王少
璇 王少頤 

$36000 

王彩衫 $7200 王惟人 $7200 王敏宏 $7200 

王敏錡 $7200 王晨帆 $250 王曼珊 $2000 

王梅蘭 $2200 王淑仁 $7200 王淑玉 $7200 

王淑君 $7000 王淑芝 $300 王淑芳 $200 

王淑玲 $7700 王淑真 $12520 王淑婷 $7200 

王淑媛 $500 王淑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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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淑蘭 $1000 

王清輝 $36000 王琇仕 $100 王笠晴 $1600 

王紹明 $600 王羚綺 $1200 王翊庭 $2000 

王翊凱 $200 王莉美 $1688 王莉娜 $2000 

王莉華 $30000 王莛雅 $7200 王郭玉華 $5000 

王釧如 $1000 王陳月英 $660 王陶承 $28200 

王雪牙 $3600 王雪筠 $4200 王凱君 $7200 

王凱威 $500 王凱洵 $600 王凱諄 $6000 

王勝弘 $1688 王勝雄 $7200 王善方 $2400 

王善禾 $646 王善香 $300 王喬甄 $5600 

王富美 $7200 王富華 $57600 王尊 $8000 

王復生 $7800 王惠仁 $500 王惠芬 $1100 

王惠玲 $1000 王惠美 $500 王惠娟 $7800 

王惠瑩 $600 王斌佳 $7200 王景平 $1200 

王景怡 $6000 王晶琳 $800 王智慧 $7200 

王曾粉 $1000 王朝琴 $12000 王棟柱建築師事務
所 

$14400 

王棟嬌 $7200 王欽勇 $7200 王欽梅 $7200 

王渼棋 $200 王湘妘 $1000 王湘盈 $1000 

王湘婕 $100 王湘傎 $18000 王湘惠 $2400 

王琪寬 $7200 王琬宜 $600 王琳 $57600 

王硯安 $7200 王紫宇 $4200 王紫縈 $300 

王翔威 $7200 王舒怡 $7200 王舒品 $1000 

王舜涓 $2000 王舜琪 $50000 王菁芳 $21600 

王華榮 $800 王詠嫻 $1000 王貴金 $7200 

王逸芳 $6000 王逸琁 $1800 王逸蓁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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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王鈞麟 $6000 王雅夫 $600 王雅文 $1500 

王雅玲 $41400 王雅國 $200 王雅萍 $10800 

王雅雯 $1000 王雅萱 $300 王雅儀 $100 

王雅慧 $11400 王雅儒 $300 王雅嬬 $3600 

王雅薇 $1600 王雯宜 $7200 王雯徴 $450 

王雲天 $600 王雲怡 $10000 王黃巧如 $50000 

王傳奇 趙淑英 $5000 王勤豪 $28200 王意茹 $1000 

王意端 $500 王愛 $21600 王慈霞 $1000 

王敬文 $21600 王敬皓 $10800 王新友 $1200 

王新台 $1200 王暋森 $500 王楷鈞 $4600 

王毓翔 $2000 王源豪 $14400 王溫心 $1200 

王煥中 $7200 王煦慧 $600 王照之 $4800 

王照銓 $2000 王瑄鴻 $100 王瑋萱 $900 

王瑞珍 $14400 王瑞銘 王卉姍 $1000 王瑞賢 $3000 

王瑞鴻 $2400 王瑞麟 $588 王筠茜 $600 

王筱玉 $14400 王筱琪 $300 王筱筑 $7200 

王筱蓉 $5000 王綉真 $7200 王義和 $14400 

王義順 $21600 王聖友 $500 王聖岳 $14400 

王聖揚 $600 王聖智.吳芳怡.王千
華.王禹婷 

$2400 王董木榮 $4500 

王裕閔 $1800 王裕增 $14400 王裕儒 $2400 

王詩涵 $100 王詩婷 $3600 王詩琪 $2000 

王誠鴻 $2000 王鈴熙 $1000 王鈺清 $4800 

王鈺釧 $7800 王鈺媜 $7200 王鈺萱 $100 

王靖芳 $600 王靖善.黃泰宏 $14400 王靖雅 $500 

王靖儀 $1100 王靖懿 $6600 王鼎欽 $1000 

王嘉禾 $100 王嘉如 $16960 王嘉男 $1200 

王嘉茵 $100 王嘉蓉 $600 王嘉慧 $1000 

王嘉瑩 $500 王夢書 $7200 王夢蝶 $7200 

王廖美晨 $15000 王榮文 $200000 王榮宏 $7200 

王榮泰 $500 王榮福 $600 王瑤蕾 $7200 

王碧玲 $2400 王禎慧 $1200 王禎鞠 $2000 

王維邦 $21600 王維華 $12000 王維聖 $2000 

王綺蕙 $1280 王翠屏 $7200 王翠華 $1000 

王翠雲 $7200 王翠蘭 $7200 王肇英 $3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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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王語悅 $200 王語桐 $3000 王銀梅 $1000 

王銘基 $9600 王銘賢 $14400 王鳳志 $100 

王鳳枝 $7200 王鳳儀 $5000 王劍涵 $7200 

王增華 $14400 王廣平 $1000 王德峰 $1200 

王德湧 $14400 王德雄 $7200 王德愷 $14400 

王德維 $500 王慧中 $21600 王慧芳 $50 

王慧卿 $7200 王慧情 $600 王慧雅 $200 

王慧縈 $4800 王慶有 $100 王慶增 $36000 

王澍筠 $7200 王瑩 $7200 王瑩婷 $7200 

王緞緞 $500 王誼蘋 $7200 王震瑜 $1800 

王靚甯 $2000 王儒淳 $1000 王憶珍 $7200 

王曉珺 $100 王曉雯 $800 王曉慧 $100 

王澤豪 $16880 王澤豐 $5000 王燕芬 $7200 

王燕筑 $200 王燕燕 $7200 王璟俐 $500 

王翰偉 $100 王興中 $27200 王蕙玲 $6600 

王豫台 $14400 王錡淓 $1200 王錦泉 $7200 

王錦德 $7200 王錦慧 $2000 王錦豐 $14400 

王靜怡 $25800 王靜珊 $7200 王靜美 $114 

王靜梅 $7200 王靜華 $6000 王穗菁 $4800 

王聰明 $7200 王謝金葉 $7200 王鍵元 $72000 

王鍾月英 $7200 王瀅絜 $2000 王豐榮 $6000 

王馥瑩 $1500 王嬿琇 $400 王懷莒 $1000 

王瀚毅 $1200 王瀛皓 $12000 王瓊玉 $2000 

王瓊苑 $500 王瓊華 $1000 王瓊萱 $5000 

王瓊儀 $200 王瓊櫻 $7200 王繪嵐 $7200 

王藜蓴 $7200 王藝蓉 $200 王藝潔 $600 

王藝璇 $1000 王證婷 $7200 王證智 $2000 

王韻晴 $72000 王韻筑 $2400 王韻綾 $100 

王鵬凱 $7200 王鵬智 $7200 王鵬程 $20800 

王麒賀 $1200 王麗月 $1200 王麗利 $7200 

王麗玟 $3000 王麗雪 $50000 王麗晴 $7200 

王麗琴 $2560 王麗雅 $600 王麗雯 $14400 

王麗雲 $7200 王麗綾 $1200 王麗蓉 $7200 

王麗鳳 $14400 王寶玲 $21600 王寶貴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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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王獻之 $14400 王耀昇 $1200 王譯樞 $1200 

王馨培 $100 王騰國 $4200 王騰毅 $100 

王騰曜 $500 王櫻珍 $2000 王櫻桂 $28800 

王譽瑾 $500 王鐵君 $21600 王鐸錤 $100 

王顥學 $1200 王驛淳 $2000 世瀞惠 $7200 

丘宏昌 $36000 丘育君 $4200 丘梅君 $600 

丘圓媛 $3600 丘詩園 $21600 加彩石材美容有限公司 $7000 

包芸瑛 $6000 包蕙萍 $7200 北斗黃家魚焿店 $7200 

卉盛園藝有限公司 $2000 古少軒 $100 古合秀 $6600 

古名伸 $12000 古守軒 $2500 古秀蘭 林耘笙 $11300 

古佩宜 $500 古怡蘋 $28800 古欣蕙 $5400 

古芸瑋 $3000 古建楨 $7200 古彥童 $2500 

古政中 $7200 古珊玲 $3000 古峻全 $100 

古庭穎 $500 古珮君 $300 古素琴 $3600 

古敏鋒 $135600 古陳金蘭 $7200 古智文 $200 

古棋源 $200 古意花香 $300 古楷陞 $100 

古儀穎 $600 古蕙菁 $10000 古賴鳴呦 $200 

古錦輝 $1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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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0 台灣三田物產有限公司 $20000 

台灣昌民股份有限公司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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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0 

台灣海福樂股份有限公
司 

$3000 台灣夢派智能有限公
司 

$40000 台灣磁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 

台灣歐德傢俱股份有限
公司 

$1000 史玉琪 $600 史光雲 $79200 

史坤山 $2000 史美娟 $14400 史美慧 $3600 

史家慧 $2000 史婕瀅 $600 史旋謀 $3500 

史雅文 $600 史維斌 $200 史慕凡 $43200 

史懷則 $7700 四海遊龍博愛店客人
共同捐款 

$50 布魯特有限公司 $14400 

平安喜樂投資有限公司 $15000 正美開發有限公司 $54000 永大電池有限公司 $2400 

永佳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7200 永欣企業社 $18000 永億源有限公司 $2400 

永聯豐有限公司 $14400 玉祿企業社 $4800 甘百暚 $13800 

甘含笑 $14400 甘思芸 $100 甘娟娟 $36000 

甘琬琪 $1200 甘貴蓉 $200 甘詩婷 $7200 

田力仁 $7200 田中孟文 $7200 田中真紀夫 $7200 

田名哲 $12000 田秀銖 $1500 田秀權 $200 

田育芬 $7200 田芳亦 $600 田玲珠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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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田書宇 $1800 田淇隆 $12000 田雪林 $7200 

田紫瀅 $200 田絢綺 $7000 田進芳 $2000 

田楷民 $1000 田筠迎 $300 田嘉暄 $1200 

田箴 $600 田曉燕 $7200 田靜宜 $28800 

申康 $7200 白乃夙 $2400 白文斌 $7200 

白玉峰 $3600 白玉鳳 $1000 白宏文 $1000 

白育匡 $400 白育澄 $28800 白佩諭 $6000 

白佼靈 $7200 白承偉 $200 白杰恩 $1000 

白東興 $7200 白芷瑄 $4800 白建弘 $3000 

白珊如 $100 白美蘭 $7200 白英慧 $2000 

白哲維 $6000 白庭安 $21600 白書瑋 $413 

白桂香 $7200 白淯宜 $1000 白純宜 $7200 

白茜儀 $6000 白淑慧 $7200 白許寶蓮 $3600 

白媄綺 $6600 白惠華 $5400 白景文 $14400 

白雅敏 $1800 白雅琴 $3600 白雅鈴 $3600 

白曉燕 $100 白蕙慈 $100 白靜雯 $7200 

白璨榮 $21600 白鴻玉 $12000 白璧媛 $2400 

白麗馨 $15600 皮噴 $200 石正惟 $1000 

石永禎 $7200 石玉如 $500 石伊雯 $1800 

石兆元 $2000 石名玉 $300 石宇微 $1000 

石志恆 $1500 石佩真 $2000 石佳芬 $200 

石佳嬿 $8760 石侑鑫 $2000 石孟珊 $100 

石孟容 $600 石居鳳 $300 石忠漢 全文琴 $7200 

石昀庭 $14400 石秉勳 石雨蓉 陳
淑玲 

$4200 石金珠 $14400 

石青華 $7200 石柏瑞 $2400 石美花 $1000 

石庭瑜 $7200 石晏菱 $3600 石國建 $2000 

石敏雯 $5000 石凱文 $990 石進益 $14400 

石雅君 $4800 石愛慈 $100 石毓卿 $21600 

石瑜萱 $7200 石碧滿 $14400 石綵彤 $2000 

石蔚雯 $3000 石鎔禎 $14400 禾昀室內裝修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7200 

禾康 $100 立全尚業有限公司 $100 立源之森園藝事業
有限公司 

$4800 

立鼎紡織有限公司 $1000 任小姐 $200 任元鼎 $25200 

任奇雅 $200 任奕璇 $1800 任建威 $600 

任昱雪 $500 任婕 $7200 任善榆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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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任蕊穎 $500 伊庭芸 $100 伊錪實業有限公司 $1100 

伍文寶 $7200 伍王月霞 $7200 伍妍蓉 $200 

伍昀君 $500 伍芸樂 $1200 伍南蘋 $8400 

伍姿蓉 $14400 伍建璋 $7200 伍秋賢 $3500 

伍家慶 $28800 伍瑞蓮 $21600 伍毅 $200 

兆宏昌茶業股份有限公
司 

$2200 先得利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7200 光明福德祠 $7200 

光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20000 光暉瓦斯有限公司 $24000 全欣 $3700 

全宥縢 $2860 全勝鴻實業有限公司 $7200 全斌機器五金行 $7200 

匡信國 $3100 印瀚室內裝修設計有
限公司 

$14400 危麗玲 $14400 

合正交通有限公司 $2000 合創企業社 $1000 合會人等 $42000 

合鼎企業社 $2400 合德五金塗裝加工所 $2480 吉祥化學有限公司 $14400 

吉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向秀芬 $3000 向育瑩 $800 

地藏菩薩 $100 好人二 $100 好土海鮮職人 $2000 

如是社會福利公益信託
基金 

$412290 宇貫企業有限公司 $5000 宇頡科技有限公司 $26000 

宇翰人力開發有限公司 $4800 安亦廷 $1200 安安人力仲介有限
公司 

$7200 

安伯忠 $16800 安恆武 $600 安重武 $200 

安原良 $7200 安徒生廣告實業社 貢
貝穎 

$16800 安閎金屬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14400 

成慧美 $7200 成數慶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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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輔華 $7200 有氧素食 $1000 朱 $400 

朱小玲 $500 朱中震 $300 朱丹桂 $7200 

朱少英 $1000 朱文正 $18000 朱水松 $2400 

朱世澤 $3000 朱正雄 $12000 朱永光 $7200 

朱永翔 $500 朱玉芳 $900 朱玉萍 $1000 

朱仲翔 $50 朱仲齡 $7200 朱兆豪 $14400 

朱如敏 $1000 朱妍蓁 $2400 朱孝忠 $100 

朱孝怡 $7200 朱良彬 $1000 朱佩怜 $7200 

朱佳燕 $600 朱來儀 $2000 朱定皆 $200 

朱怡 $40000 朱怡柔 $3000 朱怡倩 $1000 

朱怡瑾 $1000 朱玟錡 $36000 朱芳瑤 $7200 

朱芷萱 $3600 朱芸萱 $3600 朱品仲 $3000 

朱垣銘 $3600 朱奕潔 $7200 朱奕璇 $7200 

朱奕臻 $7200 朱宥銓 $2250 朱彥龍 $79200 

朱政和 $2000 朱政源 $6000 朱昭宏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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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朱玲玲 $3600 朱紅橞 $1600 朱美映 $7200 

朱美淑 $14400 朱美惠 $7200 朱美慧 $7200 

朱美麗 $14400 朱致瑋 $3600 朱虹 $6600 

朱倖誼 $2000 朱家君 $1688 朱家賢 $200 

朱家靚 $600 朱容妮 $500 朱容瑩 $500 

朱恩廷 $5000 朱時梁 $58000 朱晉明 $1000 

朱桂如 $1000 朱浚銓 $1000 朱浩遠 $7200 

朱浩霖 $7200 朱祐萱 $600 朱祐麟 $1200 

朱素香 $6600 朱國豪 $800 朱婉艷 $14400 

朱情 $21600 朱敏綺 $7200 朱曼婷 $7200 

朱梅素英 $14400 朱淑佩 $100 朱淑芬 $500 

朱淑貞 $10000 朱淑娟 $7200 朱紹群 $3600 

朱翊銨 $36000 朱莉華 $7200 朱陳芳 $100 

朱陳彬 $3000 朱惠玲 $1600 朱曾秋霞 $2400 

朱皓 $7056 朱紫珊 $3600 朱華全 $6600 

朱雅欣 $200 朱雅芳 $2400 朱雅玲 朱蘇菲 $600 

朱雲濤 $1000 朱煦 $7200 朱瑋哲 $100 

朱瑞珠 $7200 朱瑞璿 $3600 朱盟雅 $14400 

朱稚芬 $7200 朱筱玉 $14400 朱筱嵐 $7200 

朱鉅偉 $4000 朱靖巧 $200 朱嘉慧 $2700 

朱榮 $2400 朱維靖 $1000 朱遠德 $7200 

朱銘賢 $7200 朱慧玲 $4800 朱慧敏 $4800 

朱瑩熹 $7200 朱誼 $600 朱憶萍 $1200 

朱澤安 $500 朱鴻鎰 $7200 朱鎔駿 $14400 

朱鎧琛 $600 朱璽潤 $7200 朱瓊芳 $20000 

朱麗月 $7200 朱麗璇 $5000 朱懿中 $21600 

汐止秀珍瑜珈愛五
班 詹月嬌等 

$7200 汐止區農會 $20000 江少鎕 $3000 

江支新 $1000 江文章 $28800 江文惠 $14700 

江月靖 $7200 江世宏 $600 江仕德 $7200 

江玉珍 $2000 江玉婷 $500 江玉琴 $10000 

江仲瑋 $7200 江如申 $500 江如敏 $888 

江旭平 $7200 江旭弘 $7200 江志華 $7200 

江秀芳 $3600 江秀美 $28800 江佩玲 $2450 

江佳明 $100 江佳玲 $7200 江佳倫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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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江佳慧 $1300 江佳潔 $100 江佳樺 $9400 

江和男 $500 江孟妍 $7200 江孟謙 $1800 

江定洋 $200 江宜珍 $7200 江岫樺 $100 

江岱軒 $5400 江怡慧 $7200 江承育 $1000 

江承訓 $1200 江明 $4200 江明修 $18000 

江明憲 $7200 江易芳 $2000 江易錚 $1200 

江東輝 $28800 江林阿露 $2000 江欣鴻 $1000 

江泓毅 $1000 江芳宜 $7200 江金安 $300 

江俊緯 $5400 江俊誼 $7200 江俞旻 $3600 

江信甫 $7200 江品宸 $900 江品樂 $200 

江奕震 $1800 江建億 $1600 江建興 $100 

江彥威 $10000 江彥葶 $600 江政毅 $7200 

江柎銂 $12000 江柏昆 $100 江柔 $555 

江柔臻 $1000 江炳煌 $14400 江盈盈 $5000 

江盈蓁 $5400 江秋燕 $100 江美清 $1000 

江美燕 $2000 江衍東 $7200 江衍銓 $14400 

江韋利 $7200 江倩維 $12000 江家豪 $5000 

江珮琳 $7600 江珮瑱 $200 江紜怡 $14400 

江素君 $7200 江茜茜 $200 江偲瑜 $1200 

江啓志 $7200 江國偉 $100 江國瑩 $200 

江婕希 $9750 江崑豪 $600 江敏甄 $200 

江晨瑄 $1200 江淑真 $7200 江淑樺 $144000 

江清祺 $2400 江祥豪 $600 江翊維 $100 

江凱行 $7200 江嵐筠 $600 江惠民 $59600 

江惠如 $7200 江惠瑜 $4900 江惠燕 $7200 

江渙霖 $200 江紫筠 $200 江隆富 $2900 

江雅音 $100 江黃秀枝 $9000 江愷緹 $3200 

江煜坤 $1000 江煥然 $6800 江瑋 $8000 

江瑞萍 $14400 江葉淑美 $7200 江詩涵 $2200 

江嘉恒 $19800 江榮堂 $2000 江睿彥 $200 

江碧蘭 $7200 江鳳嬌 $6000 江廣鋒 $100 

江慶仁 $7200 江慶鴻 $50400 江瑩娟 $3600 

江錦龍 $15300 江靜儀 $21600 江龍泉 $1150 

江鎂蘭 $6600 江豐華 江俊誼 江
宣萱 

$7200 江鎮宇 $73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6.-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江麗茹 $300 江麗華 $28800 江麗雲 $200 

江寶桂 $7000 池元祥 $1000 池淑鈴 $900 

池惠君 $1500 牟昌瑞 $3600 牟毅庭 $1000 

百二歲國際開發有
限公司 

$6600 百事嘉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12000 竹則安 $7200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3000 老榮民 $150 艾秀芸 $7200 

艾斯企業社 $14400 艾鉅有限公司 $2658 伽藍菩薩紀雲深分
享會 

$27390 

何乃馨 $7200 何小玲 $7200 何仁鳳 $7200 

何元豪 $1200 何太太 $1000 何心怡 $3600 

何文雄 $16200 何文傳 $3000 何月逢 $2000 

何水綉 $1000 何弘琦 $200 何永貴 $57600 

何玉英 $1200 何玉瓶 $7200 何玉森 何黃美智 $3000 

何玉鳳 $600 何立圳 $14400 何宇宸 $7200 

何宇婕 $600 何妍萱 $7200 何玖龍 $7200 

何秀菊 $21600 何佩佳 $7200 何佩珊 $21600 

何佳容 $100 何佳琪 $1000 何佳儒 $600 

何佳燕 $7200 何佳霖 $100 何侃學 $9600 

何依宸 $4800 何依婷 $1800 何兒真 $12000 

何其中 $5090 何咏錡 $2400 何坤榮 $64800 

何奇峰 $400 何孟軒 $12000 何宗儒 $7200 

何宗翰 $7200 何宛芃 $2480 何宛華 $1600 

何宛霏 $500 何宜玲 $6000 何宜臻 $7200 

何宜頻 $2000 何居鴻 $350 何岱育 $1000 

何庚倚 $7200 何怡如 $5400 何怡姍 $4000 

何怡樺 $300 何承峰 $14400 何明芳 $21600 

何明彥 $14400 何明洋 $4800 何明修 $6600 

何明哲 $1000 何明惠 $7200 何明翰 $7200 

何明聰 $7200 何松輝 $1000 何欣航 $200 

何秉恩 $1000 何芝蘭 $14400 何芳儀 $12800 

何芳錦 $500 何金蓮 $400 何俊民 $7200 

何俊億 $5000 何俊緯 $3000 何俞生 $4800 

何俞佑 $5400 何信雄 $14400 何信賢 $6600 

何勉 $7200 何品誼 $1000 何品賢 $1600 

何奕慬 $7200 何奕潔 $7200 何威翰 $500 

何建廷 $1000 何建邦 $7200 何建德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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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何昭毅 $2000 何昭賢 $1200 何昱安 $1000 

何昶嫻 $7200 何柔澐 $7200 何泉漢 $100 

何洲源 $43200 何玲璋 $200 何盈姍 $300 

何秋杏 $5400 何秋玫 $4200 何秋評 $24000 

何美珍 $100 何美滿 $286 何美謙 $500 

何羿欣 $7200 何若珊 $5400 何英華 $103 

何原仰 $200 何家薇 $1000 何振文 $7800 

何振明 $57600 何振南 $1000 何晏慈 $1800 

何桂卿 $21600 何桂萍 $7200 何泰儒 $7200 

何浩健 $100 何珮宜 $7200 何珮瑜 $100 

何珮嫙 $600 何純帆 $7200 何啟彰 $300 

何國裕 $7200 何婉華 $1200 何婉慈 $7200 

何婉瑜 $1200 何彩雲 $7200 何悰恩 $1000 

何曼寧 $1800 何梅珍 $200 何梅清 $14400 

何淑翠 $5400 何翊誠 $1200 何郭玉綿 $200 

何勝雄 $100 何惠貞 $3780 何惠雯 $1000 

何惠鵑 $200 何琪華 $6600 何舒婷 $6600 

何進益 葉文玲 $7200 何雅惠 $600 何愷芮 $3000 

何溢豐 $100 何煌富 $7200 何瑞謀 $100 

何萬青 $36000 何嘉容 $100 何嘉慧 $14400 

何嘉麗 $7300 何熙蕾 $300 何碩元 $7200 

何慧娟 $3600 何輝耀 $500 何鄧玲莉 $300 

何曉文 $2000 何曉玫 $600 何燕玲 $10180 

何靜怡 $7200 何檀均 $2000 何鴻龍 $7200 

何曜名 $1000 何燿章 $7200 何瓊芬 $2288 

何麗雯 $20000 何寶生 $1200 佘弘傑 $500 

佘韻安 $7200 余小姐(于文萍小姐) $400 余文宏 $6000 

余文雅 $300 余文靖 $600 余文豪 $7200 

余以欣 $2700 余永泉 $4560 余玉如 $7200 

余玉葉 $10000 余立飛 $57600 余仲元 $13000 

余仲明 $600 余光榮 $7200 余如盈 $500 

余宏達 $400 余育欣 $3000 余亞璇 $14400 

余佳蓉 $100 余佳霖 $10000 余坤錫 $10000 

余孟芳 $100 余孟庭 $200 余孟真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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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余宗泫余昱澂余鴻
文林月鳳余承霙余
承澤 

$8400 余宗健 $7200 余幸惠 $3600 

余昔真 $28800 余東育 $7200 余芳紋 $100 

余采樺 $3000 余采瀅 $2000 余雨謙 $1688 

余威亮 $6600 余彥瑤 $6600 余思頤 $100 

余政祥 $600 余珈萱 $300 余珈瑢 $14400 

余美貞 $7200 余美香 $250000 余羿雯 $1280 

余苓瑀 $14400 余修賢 $5994 余哲維 $7200 

余庭輝 $500 余振賢 $11590 余書百.余長學 $6600 

余桂榕 $1200 余浩廷 $5090 余珮琪 $7200 

余素卿 $2400 余國樑 $7200 余國興 $100 

余崑玉 $7200 余淑玲 $1200 余荷仙 $3200 

余喬媛 劉啟樟 $6000 余然安 $1200 余發捷 $300 

余皓倫 $5090 余筑筠 $1000 余紫瑄 $1100 

余貴珠 $2000 余閔雄 $7200 余雅琪 $7200 

余嘉芳 $500 余榮剩 $7200 余漢昌 $7200 

余睿晉 $2000 余福順 $5090 余遠伸 $1280 

余學敏 $7200 余憶佐 $10000 余龍柱 $18000 

余懷倫 $1000 余麗紅 $14400 余麗美 $7200 

佛 $700 佛菩薩 $500 克臻有限公司 $37200 

利多萊商務中心有
限公司 

$30000 利沛璇 $3500 利奇佳有限公司 $600 

利鴻志 $36000 君馨企業有限公司 $7200 吳 $2000 

吳久明 $7200 吳于嫻 $600 吳千妙 $4000 

吳子偉 $2000 吳子晴 $32400 吳子華 $500 

吳小姐 $2200 吳小玲 $500 吳小娟 $14400 

吳丹陽 $1280 吳介中 $36000 吳介晉 $7200 

吳允正 $200 吳元凱 $500 吳太太(吳先生) $300 

吳心心 $7200 吳心慈 $14400 吳心綾 $7200 

吳文宏 $28800 吳文昌 $7200 吳文胡 $7200 

吳文婷 $194 吳文斌 $3600 吳文欽 $1100 

吳文銘 $7200 吳月霞 $7200 吳水旺 $14400 

吳火根 $1000 吳令如 $14400 吳以凡 $2500 

吳以勛 $500 吳台琪 $4800 吳右喬 $7200 

吳巧雯 $900 吳弘富 $100 吳永明 $13200 

吳永進 $7200 吳永禎 $36000 吳永福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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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吳玉珠 $400 吳玉惠 $7200 吳玉琴 $7200 

吳玉華 $7200 吳玉鼎 $21600 吳玉霞 $7200 

吳玉鏘 $3600 吳玉麗 $600 吳石峯 $100 

吳立渝 葉緯宸 吳
佳玲 吳羽蓁 吳柏
誠 

$270 吳仰程 $5400 吳仲豐 $10200 

吳伊卉 $100 吳伊倫 $2000 吳伊敏 $2000 

吳伊涵 $800 吳伊婷 $500 吳兆倫 $2000 

吳先生 $1000 吳全品 $1200 吳再居 $21600 

吳多 $28800 吳宇秦 $21600 吳宇軒 $13200 

吳宇捷 $1800 吳守格 $4800 吳安妮 $21600 

吳安桃 $7200 吳有欽 $1500 吳竹苹 $3600 

吳米能 $1200 吳聿蕾 $600 吳自益 $7200 

吳艾耘 $1200 吳伯任 $36000 吳伯勳 $800 

吳呂阿齊 $5000 吳妙玲 $1000 吳宏仁 $10800 

吳宏毅 $2400 吳志方 $14400 吳志玄 $2000 

吳志杰 $14400 吳志峰 $7200 吳志堂 $7200 

吳汶龍 $7200 吳沂澕 $600 吳沐霖 $7200 

吳沛澄 $8400 吳秀土 $28800 吳秀玉 $4800 

吳秀芳 $1000 吳秀珠 $14400 吳秀真 $10800 

吳秀鳳 $6000 吳秀潤 $7200 吳秀瑩 $1100 

吳秀麗 $21000 吳秀櫻 $600 吳育霆 $3000 

吳芊葶 $200 吳辰龍 $7200 吳京儒 $5000 

吳佩芸 $5400 吳佩凌 $300 吳佩娥 $360000 

吳佩真 $3000 吳佩真 $7200 吳佩蓁 $200 

吳佩瑩 $500 吳佩儒 $7200 吳佩樺 $1000 

吳佳欣 $4200 吳佳炩 $300 吳佳玲 $13800 

吳佳珊 $200 吳佳珍 $30000 吳佳容 $500 

吳佳紋 $7200 吳佳航 $3000 吳佳儒 $1500 

吳佳憲 $3600 吳佳憶 $1200 吳佳樺 $1200 

吳佳燕 $900 吳佳穎 $72700 吳佳縈 $129400 

吳佳臻 $1688 吳佳鑫 $100 吳依玲 $500 

吳卓玲 $14400 吳周峯 $7200 吳周淼 $7200 

吳和懋 $3000 吳坤炎 $400 吳坤煌 $2000 

吳妮麗 $4000 吳孟宜 $21600 吳孟容 $600 

吳孟純 $1000 吳孟茜 $2000 吳孟澐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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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吳孟錞 $600 吳季倫 $2000 吳季隆 $7200 

吳宗晏 $7200 吳宗祐 $21600 吳宗輝 $14400 

吳宗寰 $600 吳宗憲佳燕 $500 吳宗翰 $1600 

吳宗霖 $4000 吳官 黃美仁 $2000 吳定榆 $14400 

吳宛凌 $300 吳宛蓉 $14400 吳宜人 $7700 

吳宜芳 $100 吳宜玲 $400 吳宜珊 $500 

吳宜潔 $600 吳宜臻 $18300 吳宜臻 楊耿忠 $14400 

吳宜靜 $7200 吳宜馥 $600 吳尚柔 $8400 

吳尚鴻 $11000 吳岡樺 $50400 吳岱鴻 $7200 

吳岳峰 $7200 吳幸芬 $500 吳庚霖 $21600 

吳延宇 $7200 吳延寰 $500 吳忠平 $18000 

吳忠祐 $200 吳念娟 $3000 吳念儒 $20000 

吳怡和 $500 吳怡玟 $600 吳怡玫 $2000 

吳怡芬 $300 吳怡萱 $500 吳怡蓉 $500 

吳怡慧 $26400 吳怡靚 $6600 吳怡螢 $7200 

吳承彥 $7200 吳承峰 $1200 吳承晏 $1000 

吳承鈞 $14400 吳承憲 $7200 吳承諺 $500 

吳旻倩 $500 吳旻益 $100 吳旻潔 $200 

吳旻樺 $7200 吳昀珊 $1200 吳昀庭 $1000 

吳昇達(吳小姐) $500 吳昌峯 $10000 吳昌憲 $6600 

吳明仁 $14400 吳明仲 蘇家慧 吳
志昌 

$2000 吳明成 $1200 

吳明忠 $14400 吳明東 $200 吳明政 $600 

吳明洲 $13800 吳明珏 $36000 吳明倫 $100 

吳明峯 $12600 吳明珠 $7200 吳明淳 $320 

吳明惠 $1800 吳明發 $14400 吳明嘉 $3600 

吳明潔 $200 吳明翰 $4800 吳明霖 $14400 

吳易欣 $65000 吳易釗 $14400 吳易澄 $14400 

吳易翰 $7200 吳昕芬 $300 吳杰樺 $500 

吳杰穎 $190 吳東明 $7200 吳東益 $500 

吳東憲 $2000 吳東燁 $500 吳東翰 $21600 

吳林鴦 $1000 吳欣怡 $5000 吳欣慈 $200 

吳欣瑜 $200 吳欣蓉 $7200 吳欣潔 $500 

吳欣穎 $100 吳泯澄 $6600 吳炎龍 $21600 

吳玟靜 $7200 吳秉宥 $300 吳秉宸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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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吳秉湳 $7200 吳秉叡 $7200 吳秉翰 $500 

吳芬芳 $1200 吳芳琴 $7200 吳芳豪 $2000 

吳芷螢 $100 吳芸萱 $600 吳采玉 $7200 

吳采庭 $7200 吳采縈 $9600 吳采纓 $100000 

吳金芃 $7200 吳金枝 $7200 吳金美 張永裕 $6600 

吳金錠 $200 吳金霞 $7200 吳金黛 $5000 

吳長軒 $600 吳非凡 $3600 吳䒫霖 $500 

吳亭穎 $14400 吳俊宏 $7200 吳俊彥 $3600 

吳俊熙 $6000 吳俊億 $200 吳俊賢 $1500 

吳俊錩 $7200 吳俊頤 $21600 吳俐慧 $300 

吳信和 $7200 吳信漢 $300 吳冠伋 $1200 

吳冠儀 $7200 吳冠臻 $2000 吳冠霖 $7200 

吳厚明 $21600 吳厚德 $7200 吳咨杏 $15000 

吳咨旻 $200 吳奕璇 $500 吳奕賢 $6000 

吳奕穎 $1100 吳姵伶 $100 吳姵芳 $200 

吳姿萱 $7200 吳姿嫺 $300 吳姿慧 $7200 

吳威琳 $49600 吳宥呈 $100 吳峋樺 $4200 

吳建邦 $200 吳建興 $4200 吳建驊 $1200 

吳彥林 $1200 吳彥郁 $3000 吳彥雯 $14400 

吳彥群 $7200 吳思郿 $1200 吳思葶 $500 

吳思磊 $4000 吳思懷 $100 吳政昌 $500 

吳政道 $7200 吳春玫 $100 吳春美 $1000 

吳春盛 $2000 吳昭瑜 $6700 吳昭瑤 $200 

吳昭慧 $200 吳昱青 $14400 吳昱詺 $1400 

吳昱衡 $300 吳柏彥 $200 吳柏儀 $500 

吳柏毅 $7200 吳柏勳 $7590 吳柏樹 $14400 

吳柏燊 $500 吳柏諭 $2100 吳柳蓓 $7200 

吳洛維 $7000 吳炳 $14400 吳炳欣 $300 

吳盈盈 $100 吳盈萱 $6000 吳盈慧 $100 

吳秋吟 $2000 吳秋美 $7200 吳秋樺 $12000 

吳秋霞 $2400 吳秋觀 $2000 吳科鋰 $7200 

吳美怡 $300 吳美枝 $7200 吳美津 $14400 

吳美香 $100 吳美娟 $12200 吳美淑 $500 

吳美滿 $9300 吳美儀 $2480 吳美慧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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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吳致堯 $14400 吳致葳 $7200 吳致緯 $7200 

吳苗嫻 $7200 吳若葳 $5000 吳若嘉 $7200 

吳英祝 $100 吳英祥 $600 吳英蜀 $14400 

吳郁心 $500 吳重達 $18000 吳倩綿 $12000 

吳員志 $3600 吳堉萱 $600 吳娘妹 $7200 

吳娟娟 $1200 吳家仁 $6000 吳家元 $3500 

吳家伶 $2000 吳家宏 $7200 吳家和 $7200 

吳家欽 $14400 吳家進 $7200 吳家瑜 $7200 

吳家豪 $7400 吳家儀 $7200 吳家嫻 $40800 

吳家賢 $1000 吳容萱 $3600 吳庭蕙 $300 

吳振誠 $7200 吳振銘 $200 吳晉祿 $100 

吳晏禎 $10000 吳桂芳 $1100 吳桂美 $100 

吳桂蘭 $40000 吳桃 $7200 吳珮君 $200 

吳珮綺 $7200 吳益丞 $1000 吳祐槿 $7200 

吳祐霆 $7200 吳祖昀 $500 吳純綾 $7200 

吳紘宜 $200 吳素卿 $7200 吳素真 $100 

吳素華 $10000 吳素蓮 $14400 吳偉誠 $21600 

吳健宇 $2000 吳健秋 $100 吳啟仲 $7200 

吳國忠 $10800 吳培基 $1000 吳培琪 $500 

吳堃誠 $700 吳堃寧 $100 吳娸甄 $100 

吳婉貞 $300 吳婉綺 $7200 吳婉儀 $2000 

吳崑山 $500 吳崧銘 $7200 吳彩玲 $14400 

吳從 $7200 吳敏謙 $1100 吳晨瑄 $800 

吳梓維 $7200 吳梨秋 $14400 吳淑君 $900 

吳淑芬 $7400 吳淑玲 $23600 吳淑珍 $7200 

吳淑美 $21600 吳淑貞 $15000 吳淑卿 $1000 

吳淑娟 $8700 吳淑真 $28800 吳淑埼 $3600 

吳淑惠 $43200 吳淑華 $7200 吳淑瑛 $21600 

吳淑禎 $7200 吳淑蓉 $9600 吳淑銀 $2200 

吳淑慧 $200 吳淑瑩 $10000 吳淑靜 $3300 

吳淡如 $3600 吳清模 林少玲 $5000 吳莉絹 $200 

吳莞庭 $100 吳袓安 $7200 吳連娣 $7200 

吳連發 $14400 吳雪如 $500 吳凱琪 $7200 

吳凱琳 $14400 吳富山 $7200 吳嵂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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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吳惠貞 $36000 吳惠卿 $2000 吳惠娟 $200 

吳惠曼 $7200 吳惠萍 $300 吳惠端 $28800 

吳愉婷 $300 吳智緯 $100 吳朝財 $7200 

吳棠 $3000 吳渭川 $5800 吳湘鵑 $73 

吳畯憲 $14400 吳皓瑀 $100 吳程豪 $200 

吳舜筠 $1000 吳菁華 $80100 吳菘逸 $1200 

吳詠靖 $1200 吳貴鑾 $7200 吳進枝 $14400 

吳逸凡 $4200 吳隆進 $7200 吳雅均 $1000 

吳雅芸 $2000 吳雅茹 $1200 吳雅婷 $12000 

吳雅媛 $12600 吳雯欣 $500 吳雯琦 $4000 

吳雯雯 $900 吳愛玲 $43200 吳新恭 $20000 

吳會華 $7200 吳毓桂 $12000 吳溧橞 $200 

吳瑀珊 $800 吳瑄瑄 $14400 吳瑋政 $14400 

吳瑋誠 $1700 吳瑜瑜 $21600 吳瑞琪 $8400 

吳瑞嬌 $4800 吳畹玉 $3600 吳睦聆 $7200 

吳綕龍 $10800 吳義蘭 $7200 吳聖民 $7200 

吳萬吉 $200 吳葆瑞 $14400 吳董明 $7200 

吳裕民 $6600 吳裕國 $10800 吳詩婷 $300 

吳詩蘋 $7200 吳詹麗華 $36000 吳鈺蓁 $500 

吳嘉貞 $7200 吳嘉席 $500 吳嘉純 $1800 

吳嘉琪 $3215 吳嘉嘉 $200 吳嘉賢 $18000 

吳榮生 $7200 吳榮吉 $3000 吳榮芳 $7200 

吳睿庭 $200 吳睿淮 $2000 吳睿詅 $1200 

吳碧素 $100 吳碧雲 $6000 吳碩庭 $7200 

吳碩豐 $7200 吳福泉 $1000 吳福順 $1200 

吳維崇 $7200 吳綵秦 $7200 吳綺芸 $1000 

吳綺齡 $7200 吳綿華 $2000 吳綿慧 $2000 

吳翠華 $1820 吳翠鴻 $19200 吳肇滿 $2000 

吳赫倫 $1000 吳趙春桃 $100 吳銘龍 $7200 

吳鳳英 $8400 吳慧玲 $5000 吳慧嫻 $500 

吳慧德 $7200 吳慧潔 $7200 吳慶鴻 $2600 

吳樗莛 $200 吳緯澤 $100 吳蔚 $7200 

吳鄭節 $6000 吳學良 $600 吳憲林 $14400 

吳憲璋 $7200 吳憶婷 $200 吳曉芩 $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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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吳曉梅 $12000 吳蕙如 $7200 吳蕙君 $2500 

吳蕙均 $500 吳蕙敏 $14400 吳蕙暄 $83 

吳謀昌 $600 吳遵泓 $600 吳錦英 $5000 

吳錦珠 $2000 吳錦麗 $6000 吳錫崇 $14400 

吳靜 $36000 吳靜宜 $1888 吳靜怡 $100 

吳靜宣 $100 吳靜苑 $7200 吳靜茹 許巍崙 許
家允 

$600 

吳靜惠 $500 吳靜雯 $800 吳靜蘭 $7200 

吳曙芳 $100 吳濰軒 $200 吳環純 $4200 

吳聰平 $2000 吳聲玄 $100 吳聲能 $1000 

吳聲榮 $6600 吳聲豪 $2100 吳薇薇 $7200 

吳謙信 $10200 吳鎂玟 $1000 吳鴻鈞 $100 

吳黛莉 $14400 吳燾宇 $10000 吳謨吉 $36000 

吳豐全 $200 吳豐傑 $3000 吳瓊芳 $7200 

吳瓊霞 $7200 吳麗芳 $1200 吳麗英 $10800 

吳麗卿 $7200 吳麗能 $14400 吳麗華 $14900 

吳寶玉 $7200 吳寶娟 $7200 吳繼賢 $50 

吳耀澤 $21600 吳蘋真 $1688 吳鑑芝 $5000 

吳鑫瑛 $4800 呂又慧 $4000 呂子非 $100 

呂之蓉 $21600 呂元昊 $200 呂心瑋 $1500 

呂文忠 $4500 呂文鶯 $500 呂可玉 $100 

呂永輝 $600 呂玉鳳 $1200 呂兆 $3600 

呂有維 $7200 呂自強 $500 呂至士 $12000 

呂君豪 $200 呂妙芸 $600 呂宏裕 $21600 

呂志鴻 $2000 呂沛玟 $1000 呂秀香 $1280 

呂秀卿 $300 呂秀梅 $7200 呂秀惠 $7200 

呂育丞 $1000 呂育沅 $7200 呂佩芸 $100 

呂佩樺 $7200 呂佳音 $200 呂佳真 $3000 

呂佳潔 $1000 呂佳曄 $6600 呂佳霖 $7200 

呂依靜 $1200 呂坤丞 $1000 呂姈臻 $7200 

呂孟倢 呂品羲 $20000 呂宗珍 $1000 呂宗龍 $1000 

呂宜芳 $10000 呂宜玲 $100 呂宜蓁 $900 

呂宜燕 $14400 呂岳謙 $7200 呂幸宜 $7200 

呂幸娟 $7200 呂念樵 呂建慈 $100 呂於親 $4000 

呂昌霖 $2000 呂明桂 $3000 呂明泰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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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呂易修 $14400 呂杰紘 $2400 呂欣恬 $500 

呂欣容 $1000 呂武慶 $100 呂采蓁 $2000 

呂金蓮 $3000 呂金燕 $14400 呂俊德 $1800 

呂俊興 $200 呂姵樺 $28800 呂姿嘉 $500 

呂姿蓉 $11000 呂彥儀 $7200 呂政歷 $600 

呂昺漢 $500 呂柏廉 $500 呂盈洲 $7200 

呂美玉 $5600 呂美娥 $7200 呂美清 $6600 

呂美莉 $7200 呂美錦 $14400 呂苡瑄 $14400 

呂若谷 $600 呂韋德 $200 呂香燕 $14400 

呂卿華 $2000 呂宵螢 $7200 呂家駿 $500 

呂峻旭 $500 呂庭潁 $1200 呂挺嘉 $7200 

呂浩然 $10000 呂珮慈 $2400 呂祐德 $2100 

呂紓絜 $200 呂素玲 $300 呂健弘 $2000 

呂國欽 $100 呂婉慧 $7200 呂婉麗 $1280 

呂崇敬 $6600 呂敏絹 $1000 呂涵綸 $7200 

呂淑貞 $14400 呂淑敏 $1688 呂清雄 $7200 

呂理成 $7200 呂祥豪 $800 呂紹宏 $5000 

呂紹瑋 $2000 呂紹輝 $300 呂紹麟 $660 

呂翊敬 $7200 呂勝明 $1000 呂惠玉 $7200 

呂惠美 $7200 呂惠敏 $12000 呂惠雯 $5400 

呂湘英 $6600 呂湘驊 $500 呂登土 $28800 

呂程濬 $5000 呂詠潔 $300 呂煦宗 $21600 

呂瑞璋 $600 呂瑞蘭 $7200 呂義天 $2000 

呂聖儀 $1000 呂裔柔 $27000 呂嘉芳 $200 

呂榮輝 $7200 呂蓓欣 $3600 呂德義 $4800 

呂慧君 $100 呂慶元 $21600 呂潤瑜 $7200 

呂澎澤 $7200 呂瑾玟 $500 呂輝勝 $1200 

呂霈宸 $700 呂學之 $7200 呂學霖 $500 

呂蕙廷 $100 呂錦福 呂楊愛玉 $20000 呂靜宜 $3300 

呂薇君 $2500 呂韻琴 $7200 呂蘭芬 $2000 

妙禪如來 $100 孝前 $300 宋力仁 $200 

宋子清 $2400 宋子德 $4800 宋中宏 $500 

宋中原 $17088 宋文隆 $7200 宋幼齡 $7200 

宋玉正 $500 宋玉惠 $2000 宋好款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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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宋妤 $14400 宋孝祖 $7200 宋沛桓 宋沛芸 $7200 

宋佳玲 $1000 宋坤成 $200 宋宛耘 $600 

宋旻書 $300 宋易翰 $600 宋秉冠 $200 

宋芳綺 $5400 宋芳潔 $7800 宋青蓉 $1200 

宋俞 $43200 宋俞仟 $1900 宋勇助 $200 

宋威 $7200 宋秋珍 $600 宋美玲 $20000 

宋苡岑 $5400 宋哲遠 $3600 宋家瑜 $2000 

宋桓逸 $300 宋素卿 $7200 宋乾清 $3500 

宋偉寧 $1200 宋添喜 $200 宋翊伶 $1200 

宋莉莉 $8400 宋湘琳 $900 宋進祐 $100 

宋逸波 $16900 宋瑞珠 $19800 宋碧娟 $3600 

宋碧琳 $24000 宋福元 $7200 宋豫秀 $1000 

宋麗珍 $6000 宏沛國際有限公司 $10800 宏達經營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 

$12000 

巡御商行 $200 巫文哲 $1688 巫沂恩 $2000 

巫佳儒 $600 巫宗祐 $200 巫宜珈 $3600 

巫宜臻 $5400 巫岳昇 $1000 巫冠毅 $700 

巫珊蒂 $1200 巫美萍 $1000 巫振嘉 $200 

巫崇豪 $200 巫梅瑛 $100 巫淑美 $7200 

巫淑茹 $7200 巫淑婉 $500 巫瑞月 $7200 

巫瑞達 $7200 巫詩翎 $7200 巫靜蓉 $7200 

巫瀅緹 $7200 我有話想說團隊 $6248 我家菩薩 $6000 

投石創意工作室 $2000 杉房商行 $500 李 $600 

李大餅 $500 李大興 $19800 李子垣 $5000 

李子彬 $5090 李小米 $200 李小姐 $200 

李小玲 $1200 李中央 $7200 李之豪 $7200 

李仁傑 $5400 李仁豪 $100 李允安 $2000 

李元富 $500 李友力 $1000 李天成 $1500 

李天佑 $7700 李天傑 $32910 李少華 $7200 

李心怡 $6400 李心柔 $100 李心發 $7200 

李心潔 $5400 李文元 $1000 李文宇 $14400 

李文忠 $7200 李文峯 $7200 李文盛 $7200 

李文喬 $12400 李文福 $36000 李文賜 $100 

李文賢 $13200 李文龍 $1000 李文鴻 $7200 

李月珠 $2000 李月華 $7200 李月雲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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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李世偉 $13200 李世發 $7200 李世誠 $28800 

李世慶 $28800 李仕揚 $1200 李仙女 $2900 

李台民 $1000 李右璿 $4800 李巧惠 $800 

李幼喬 $36000 李正谷 $300 李正財 $10000 

李正祥 $10000 李正雄 $3000 李永元 $1500 

李永萍 $7200 李永福 $7200 李永儀 $7200 

李永德 $7200 李永賢 $14400 李玉如 $7200 

李玉玲 $1000 李玉珠 $7200 李玉婷 $3000 

李玉華 $7200 李玉嫈 $11000 李玉鳯 $22000 

李玉蓮 $14400 李甘龍 $36000 李丞皓 $7200 

李亘渝 $1400 李亦璘 $1688 李仲蓉 $2000 

李伊睿 $6600 李先生 $4000 李先居 $21600 

李光庭 $7200 李光輝 $24000 李吉昕 $1200 

李如喻 $600 李如婷 $600 李宇涵 $1800 

李宇晴 $1800 李宇翔 $1800 李守貞 $6000 

李守道 $600 李安正 $1100 李安娜 $7200 

李安淑 $200 李安喜 $6000 李安蕊 $3280 

李成來 $600 李成都 $2000 李旭彬 $4000 

李竹香 $7200 李竹燕 $14400 李聿翔 $1000 

李至金 $7200 李至善 $5400 李至翔 $500 

李艾 $1000 李何冠婷 $500 李克雄 $14400 

李吳秀雲 $1000 李吳柄 $13200 李妍蓁 $2000 

李妍慧 $7800 李妙梅 $14400 李宏治 $72000 

李希強 $1000 李志宏 $43200 李志威 $25200 

李志翔 $21600 李志鴻 $15120 李忻潔 $1000 

李杏翠 $7200 李汪祥 $1000 李汶珊 $200 

李汶靜 $300 李沁育 $100 李沅峰 $12000 

李沅潔 $500 李沛華 $7200 李沛蓉 $3600 

李沛穎 $7200 李玖華 $3000 李秀芬 $7200 

李秀金 $14400 李秀玲 $7200 李秀珍 $14400 

李秀美 $7200 李秀貞 $12280 李秀珠 $7200 

李秀梅 $200 李秀蜜 $7200 李育中 $7200 

李育奇 $700 李育英 $7200 李育修 $5000 

李育能 $6000 李育瑄 $100 李育諭 $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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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李亞民 $500 李亞男 $2000 李亞芳 $200 

李亞哲 $200 李享宗 $600 李京哲 $400 

李京翰 $5900 李京臻 $150 李佩方 $3800 

李佩育 $1000 李佩玟 $600 李佩芬 $2400 

李佩芸 $3600 李佩玲 $7200 李佩倫 $600 

李佩純 $2000 李佩紜 $200 李佩蓁 $300 

李佩蓉 $17400 李佩璇 $200 李佩樺 $4500 

李佩穎 $7200 李佩齡 $3000 李佳 $500 

李佳佩 $300 李佳芬 $4200 李佳芸 $2400 

李佳玲 $3400 李佳珊 $100 李佳盈 $2710 

李佳貞 $7200 李佳真 $7200 李佳純 $2000 

李佳紜 $1000 李佳琪 $6600 李佳綺 $600 

李佳蒨 $2200 李佳蓁 $14500 李佳蓉 $300 

李佳慧 $600 李佳誼 $7200 李佳賢 $13200 

李佳澤 $1000 李佳燕 $300 李佳穎 $100 

李佳諭 $2000 李佳霖 $3600 李佳璐 $1280 

李佳鴻 $500 李佶叡 $3000 李來 $300 

李來好 $7200 李侑芯 $800 李依珊 $1200 

李依窈 $100 李依紋 $3000 李依樺 $7200 

李典宸 $400 李典榮 $400 李典叡 $400 

李函霓 $500 李卓立 $3600 李咏璇 $1000 

李坤洲 $28800 李坤章 $6200 李坤霖 $13500 

李妮 $7600 李姍芳 楊澤佳 $1000 李孟怡 $6000 

李孟娟 $7400 李孟淳 $200 李孟潔 $7200 

李季 $7200 李季霓 $5400 李季鴻 $500 

李宗航 $1200 李宗軒 $100 李宗憲 李美玲 李
明和 郭玉珍 

$7200 

李宗翰 $2100 李定軒 $1000 李宛育 $4332 

李宛玲 $7200 李宛真 $500 李宛蓉 $400 

李宛澂 $1800 李宜 $500 李宜芳 $10800 

李宜玲 $200 李宜容 $7200 李宜栩 $14400 

李宜蓁 $7800 李宜瑾 $7200 李宜蔚 $500 

李宜儒 $7200 李宜樺 $11400 李宜縉 $3600 

李宜臻 $700 李宜霖 $3600 李宜靜 $200 

李尚澄 $5500 李岱芹 $600 李岱曄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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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李幸容 $300 李幸真 $500 李幸瑜 $144000 

李延華 $7200 李忠訓 $14400 李忠敏 $14400 

李忠霖 $14400 李忠聰 $7200 李念臻 $14400 

李怡吟 $2000 李怡欣 $700 李怡萩 $4800 

李怡蓉 $200 李怡德 $7200 李怡瑩 $7200 

李怡賢 $14400 李怡儒 $3000 李承育 $200 

李承彥 $2500 李承恩 $5400 李承軒 $800 

李承勳 $7200 李承叡 $1280 李承器 $1200 

李承澤 $2000 李旼燁 $57 李昀晏 $600 

李昀真 $7200 李昀祐 $1000 李昀蓁 $300 

李昀潔 $10000 李昀霈 $1000 李昀儒 $500 

李昀臻 $1200 李昆玲 $14400 李昌仁 $6600 

李明宜 $1800 李明易 $3000 李明玲 $5400 

李明倫 $9350 李明峰 $7200 李明桂 $600 

李明泰 $7200 李明婕 $1000 李明道 $8200 

李明維 $7200 李明翰 $100 李明鴻 $2000 

李易平 $7200 李易峻 $500 李易儒 $7200 

李昕宸 $400 李昕潔 $7200 李昕璋 $7200 

李昕叡 $7200 李昕樺 $6200 李朋軒 $2000 

李杰睿、李芸芸、
李杰濬 

$4800 李杰儒 $500 李東和 $1000 

李東昇 $2000 李東益 $7400 李松仁 $43200 

李枋瑾 $500 李林智 $3000 李枝玉 $6000 

李欣 $500 李欣玲 $7200 李欣儀 $1000 

李欣儒 $3000 李欣嬡 $1500 李欣寰 $7200 

李欣穎 $100 李欣霞 $5400 李欣駿 $5000 

李武宗 $2000 李治漢 $300 李沿蓁 $7200 

李泓章 $1000 李泓萱 $300 李泯瑱 $7200 

李泳宗 $1500 李泳蓁 $1200 李炎堂 $14400 

李玟萱 $300 李玟儀 $7200 李玥珊 $100 

李直謙 $1000 李秉青 $2400 李秉哲 $14400 

李秉榮 $7200 李秉憲 $300 李秉融 $500 

李空儒 $7200 李芝儀 $1200 李芬芬 $2080 

李芳存 $200 李芳慧 $500 李芳蘭 $14400 

李芷昀 $300 李芸綺 $600 李采容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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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李采諭 $2000 李金水 $72000 李金城 $26700 

李金郎 $1000 李金峰 $14400 李金盛 $14400 

李金華 $7200 李金雄 $3600 李金蓮 $50400 

李金蘭 $2400 李長海 $7200 李長遠 $2000 

李長龍 $7200 李雨珊 $1688 李青娥 $200 

李青瑩 $14400 李青霞 $7200 李亭縈 $2000 

李亮毅 $1100 李俊明 $3600 李俊彥 $238 

李俊寬 $21600 李俊毅 $600 李俊緯 $500 

李俊賢 $100 李俊儒 $14400 李俊霖 $2000 

李俐 $1000 李信雄 $20000 李信毅 $300 

李冠祥 $72000 李冠葦 $1000 李冠儀 $2600 

李冠嬅 $1200 李冠霆 $100 李冠學 $5000 

李冠樺 $21600 李冠穎 $200 李冠錡 $7200 

李冠霏 $3600 李冠霖 $1600 李前珍 $7200 

李勇賜 $2000 李品宏 $2000 李品萱 $1280 

李品潔 $600 李品翰 $200 李垣震 $1200 

李奕宏 $1200 李奕滄 $500 李奕縈 $3000 

李奕興 $43200 李姣瑩 $1200 李姵萱 $100 

李姵儀 $1200 李姿嫺 $300 李威 $14400 

李威廷 $900 李威樺 $3600 李威豫 楊子毅 $1500 

李宣書 $5000 李宣穎 $14400 李宥君 $600 

李宥溱 $3600 李宥萻 $7200 李宥徵 $7200 

李宥賢 $7200 李宥澤 $7200 李建文 $15000 

李建宏 $14400 李建昌 $14400 李建模 $14400 

李建勳 $500 李彥伶 $200 李彥坤 $14400 

李彥玲 $6600 李彥徵 $7200 李彥德 $7200 

李彥槿 $1000 李彥鋒 $14400 李思旻 $300 

李思慧 $14400 李思瑩 $7200 李思緣 $8400 

李思霈 $8000 李思叡 $200 李恒昇 $21600 

李恒德 $115000 李政育 $24000 李政修 $3000 

李政軒 $1200 李政達 $100 李政緯 $6000 

李政諺 $14400 李政霖 $7000 李政聰 $3650 

李政聲 $10000 李星樂 $500 李星翰 $500 

李映徵 $100 李映瑩 $100 李春金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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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李昭佐 $600 李昭男 $500 李昭宥 $600 

李昭蓉 $3380 李昭儀 $7200 李昱芳 $2200 

李昱蓁 $500 李昱權 $1000 李柏昇 $100 

李柏松 $1800 李柏慶 $5500 李柏鋒 $7200 

李柏霆 $200 李洛安 $7200 李洧宬 $7800 

李洳鋧 $7200 李為仁 $7200 李珊珊 $500 

李珍鳳 $7200 李界元 $1000 李盈蓁 $57 

李盈儀 $7200 李盈瑩 $100 李秋月 $4200 

李秋虹 $300 李秋欵 $10000 李秋緯 $5090 

李秋蓮 $200 李秋樺 $1200 李秋燕 $14400 

李科宏 $15680 李科豎 $7200 李紀蒂 $4800 

李美玉 $5400 李美枝 $2000 李美芳 $7200 

李美玲 $14400 李美紅 $7200 李美娟 $21600 

李美容 $13200 李美珠 $3600 李美媛 陳秦建 陳
品蓉 陳奕伸 

$2000 

李美惠 $7200 李美萱 $7100 李美慧 $7200 

李美諒 $7200 李美靜 $6600 李美鐶 $19800 

李羿澄 $6000 李胤慶 $7800 李致乘 $7200 

李若芳 $5400 李若翔 $38400 李若綺 $100 

李若靚 $1200 李英勇 $7200 李英豪 $7200 

李英輝 $43200 李虹儀 $1000 李貞燕 $7200 

李貞螢 $2000 李郁昀 $500 李郁青 $7200 

李郁卿 $1800 李郁婷 $6000 李韋陞 $500 

李修身 $7200 李修德 $300 李家弘 $72000 

李家如 $1800 李家伶 $200 李家宏 $7200 

李家析 $1000 李家靖 $7200 李家慧 $500 

李家翰 $0 李家璐 $6600 李家馨 $1200 

李庭棻 $7200 李庭蓁 $7200 李庭儀 $1280 

李恩萱 $1500 李恩儒 $7200 李振財 $10800 

李振楷 $5400 李振豪 $7200 李振銘 $1200 

李振魁 $28800 李時嘉 $7200 李晏炘 $600 

李書萍 $7200 李書賢 $1200 李栩安 $3600 

李栩然 $2000 李桐輝 $14400 李浩銘 $400 

李珣 $6000 李珮華 $8400 李珮瑱 $100 

李珮綺 $1200 李益吉 $7200 李益援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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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李紋婷 $100 李純民 $100 李純萍 $7200 

李素娟 $7200 李素真 $8000 李素梅 $1000 

李素琴 $21600 李素雯 $14400 李財賢 $5000 

李軒豪 $600 李高成 $187200 李偉亞 $1200 

李偉新 $72000 李偉鳳 $14400 李偊緁 $500 

李健弘 $7200 李唯 $1200 李啟榮 $1000 

李國昌 $1688 李國原 $21600 李國華 $6600 

李國雄 $4000 李國楨 $600 李國寧 $13200 

李國榮 $8100 李國銓 $6000 李國龍 $300 

李國瓊 $10800 李培嫈 $1200 李堃豪 $7920 

李婉容 $28800 李婉梅 $14400 李婉毓 $1000 

李婉蓉 $200 李婉慧 $7200 李婕妤 $600 

李婕寧 $7200 李尉慈 $28800 李崇逸 $500 

李崇慶 $2000 李彩玉 $7200 李彩禾 $100 

李彩梅 $1800 李敏芳 $500 李敏郎 $1000 

李敏娟 $1000 李敏郡 $6600 李敏瑋 $1000 

李敏瑜 $3000 李晨邦 $7200 李晨瑄 $100 

李曼 $2000 李梅香 $2000 李梓玄 $7200 

李梨君 $8600 李淑宜 $14400 李淑冠 $21600 

李淑娟 $500 李淑珠 $7200 李淑敏 $100 

李淑媚 $20000 李淑惠 $21600 李淑華 $2000 

李淑萍 $100 李淑愛 $3600 李淑楨 $21600 

李淑瑛 $14400 李淑嫻 $21600 李淑慧 $14400 

李淑盧 $6000 李淑艷 $1000 李淨光 $100 

李淨淳 $300 李淳榆 $7200 李清正 李林秀卿 $7200 

李清明 $7200 李清香 $9600 李珺慈 $200 

李祥昌 $7200 李祥琦 $11000 李祥華 $7200 

李紹芬 $21600 李紹齊 $3000 李紹縈 $1000 

李翊愷 $6600 李翊嘉 $100 李翎嘉 $500 

李陳金碖 $100 李陳盈如 $1800 李陳錦梅 李朝欽 
李慈敏 李慈賢 李
宇晶 李辛庭 

$600 

李雀華 $14400 李雪敏 $100 李雪萍 $600 

李凱伊 $1700 李勝全 $1700 李勝棠 $28800 

李博文 $1000 李博偉 $1200 李博鈞 $400 

李婷庭 $100 李媞瑄 $200 李富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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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李惠珍 $8200 李惠國 $300 李惠敏 $4000 

李惠雯 $7200 李惠滿 $7200 李惠蓉 $14960 

李斯璇 $7200 李智恩 $1000 李智豪 $2000 

李朝財 $2000 李湘涵 $6000 李湘棋 $300 

李琦 $1000 李琦美 $14400 李登農 $16400 

李皓 $4200 李皓帆 $14400 李童菊 女士 $400 

李舒嫻 $6000 李舜治 $14400 李菊源 $200 

李菊蘭 $1200 李菡 $6600 李華霖 $3600 

李評宏 $5000 李詠賢 $200 李貴雀 $600 

李進忠 $2000 李進隆 $500 李逸昇 $14400 

李鈞瑋 $7200 李鈞耀 $5400 李陽明 $1000 

李隆道 $1000 李隆達 $2400 李雅玭 $7200 

李雅芳 $100 李雅倫.黃晨慧 $14400 李雅婷 $600 

李雅惠 $7400 李雅琪 $7200 李雅雯 $7800 

李雅蓁 $300 李雅寬 $12000 李雅慧 $2700 

李雅燕 $1200 李集湉 $7200 李雲開 $200 

李雲謙 $800 李順凱 $3800 李幹榮 $5400 

李意芬 $7200 李愛樺 $100 李毓婷 $600 

李溪松 $1200 李滄興 $500 李煥穎 $600 

李照子 $10800 李瑀桐 $5994 李瑋章 $300 

李瑞文 $7300 李瑞森 $2000 李瑞筑 $600 

李瑞華 $7200 李盟燦 $9200 李群 $7200 

李義立 $300 李聖才 $7200 李聖鴻 $1000 

李萬豐 $6600 李裕康 $1000 李裕添 $7200 

李詩涵 $100 李詩淵 $2000 李嘉君 $600 

李嘉昀 $500 李嘉昌 $500 李嘉芳 $6000 

李嘉苓 $1000 李嘉容 $3600 李嘉峻 $1200 

李嘉偉 $18000 李嘉祥 $100 李嘉琦 $14400 

李嘉琳 $14400 李嘉華 $7200 李嘉雯 $300 

李寧 $1200 李榮純 $1100 李榮斌 $10000 

李榮進 $7200 李榮輝 $7200 李睿芸 $2000 

李睿恩 $7200 李碧玲 $5400 李碧惠 $7200 

李碧華 $600 李碧瑤 $2000 李碧環 $7200 

李碩 $4500 李禎常 $200 李維芳 李欣恩 李
嘉芳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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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李緒純 $14400 李翠娟 $13200 李翠鈴 $1000 

李肇基 $200 李臺華 $7200 李語凡 $100 

李遠勝 $7200 李銀榮 $2400 李鳳美 $7800 

李鳳栩 $7200 李鳳珠 $14400 李鳳真 $100 

李鳳菊 $4200 李儀婷 $1145 李德和 $4200 

李德容 $2400 李德達 $1200 李慧民 $7200 

李慧芝 $2000 李慧玲 $9200 李慧貞 $100 

李慧娟 $7200 李慧琪 $600 李潮青 $2000 

李輝 $28800 李霈瓔 $600 李學寧 $400 

李憶涵 $2380 李曉嵐 $3200 李曉菁 $5400 

李曉雲 $7200 李樹昌 $600 李澤卿 $72000 

李澤宬 $7800 李燕芬 $2000 李燕翎 $2000 

李璟姍 $1200 李璟蓉 $7200 李蕙羽 $1000 

李蕙菁 $7200 李蕙華 $3600 李蕙蘭 $7200 

李諺儒 $6600 李賴金雀 $2000 李錦好 $7200 

李錦坤 $2000 李錦珠 $22000 李錦福 $200 

李錫銘 $2400 李靜心 $600 李靜如 $1800 

李靜宜 $586 李靜怡 $600 李靜玫 $100 

李靜華 $14400 李靜慈 $2000 李應晴 $1500 

李應儒 $350 李濬詠 $7200 李璐菽 $1200 

李翼丞 $7200 李聰德 $24000 李襄辰 $200 

李謙成 $3600 李鴻文 $12000 李鴻冰 $7200 

李鴻林 $600 李鴻達 $600 李曜丞 $1000 

李曜甫 $7200 李璧如 $300 李璧秀 $7200 

李職民 $43200 李藍桔 $7200 李藍寶 $3000 

李鎧岳 $500 李雙鳳 $100 李馥 $2400 

李馥如 $2400 李瓊玲 $100 李瓊英 $4800 

李證菴 $7800 李麒森 $7200 李麗玉 $14400 

李麗昕 $7200 李麗芬 $7200 李麗玲 $7200 

李麗秋 $57600 李麗珠 $2000 李麗梅 $14400 

李麗琴 $14400 李麗華 $7200 李麗雲 $100 

李麗勤 $7200 李寶秀 $1000 李寶玲 $14400 

李寶桂 $600 李寶莉 $3800 李繼平 $6000 

李馨儀 $100 李櫻嬌 $7200 李孋軒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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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李懿軒 $6000 李鑑恒 $43200 杜心渝 $14400 

杜文霞 $300 杜秀琴 $7200 杜秀霞 $200 

杜佩珍 $1000 杜佳欣 $100 杜佳純 $14400 

杜佳靜 $7200 杜孟倫 $1000 杜幸蘭 $13200 

杜怡昶 $600 杜明育 $2000 杜明泰 $7200 

杜松年 $3600 杜欣怡 $1200 杜秉霖 $3000 

杜金凌 $14400 杜雨竹 $3000 杜雨欣 $600 

杜青紡 $7200 杜信通 $1200 杜恆毅 $4600 

杜映萱 $3600 杜昭慶 杜曾麗環 $14400 杜致成 $14400 

杜茂年 $300 杜家軒 $5400 杜家銓 $7200 

杜恩瑋 $200 杜書義 $2000 杜素媚 $1000 

杜涵穎 $7200 杜紹褀 $10000 杜智弘 $7200 

杜進發 $2400 杜黃旭 $1000 杜嘉陵 $40000 

杜綵晴 $1000 杜憶伶 $3600 杜靜宜 $2000 

杞明錫 $7200 汪仁杰 $7200 汪丕杰 $21600 

汪永昌 $1000 汪玉崑 $800 汪志鵬 $4800 

汪秀曇 $500 汪佳儀 $600 汪明生 $1000 

汪美連 $12000 汪家安 $1200 汪書弘 $200 

汪泰龍 $7200 汪婉莉 $1000 汪崇德 $0 

汪梅芬 $7200 汪梅珍 $14400 汪惠函 $100 

汪惠萍 $1200 汪瑞娟 $3600 汪嘉明 $1200 

汪德霖 $14400 汪曉君 $2400 汪麗瑛 $7200 

汪寶蓮 $3300 沈于淵 $300 沈千惠 $6000 

沈士皓 $4800 沈小惠 $400 沈中田 $3000 

沈中秋 $1000 沈中豪 $4200 沈介俞 $10000 

沈天香 $5400 沈方立 $200 沈永軒 $7200 

沈玉鈴 $1200 沈玉蘭 $100 沈丞廣 $36000 

沈伶芬 $7200 沈宏偉 $7200 沈志祥 $7200 

沈志華 $2400 沈杉澤 $1000 沈秀甘 $6600 

沈佳儀 $200 沈佳賢 $1000 沈侑德 $5400 

沈効忠 $2400 沈季遇 $200 沈宜縉 $500 

沈岱恩 $1800 沈怡君 $1000 沈怡潞 $8000 

沈明巧 $1600 沈欣筠 $2200 沈泳辰 $200 

沈玫君 $7200 沈金莞 $39600 沈冠宇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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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沈品汝 $100 沈品珺 $14400 沈建亨 $10800 

沈恆睿 $100 沈昱辰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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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沈哲文 $7800 

沈宮雯 $14400 沈家葳 $7200 沈珮庭 $3500 

沈能淇 $14400 沈啟榮 $7200 沈培碧 $7200 

沈淑真 $1000 沈淑蓉 $9600 沈清楷 $3600 

沈清煌 $5000 沈凱蒂 $7200 沈惠玲 $7200 

沈揚正 $14400 沈雅文 $500 沈雅玲 $7200 

沈雅雯 $600 沈塗發 $36000 沈筱容 $200 

沈鈺珈 $1800 沈銘珠 $14400 沈慧如 $3000 

沈輝雄 $7200 沈震泰 $7200 沈燕玲 $500 

沈燕惠 $120000 沈應堅 $14400 沈麗芳 $1000 

沈麗美 $21600 沈麗華 $36000 沈獻盛 $7200 

沈鑀潪 $7200 沐盛國際有限公司 $7200 沐熙企業社 $200 

玖壹壹 $5911 究方社有限公司 $100 肖品瑈 吳萬義 $100 

育俊有限公司 $12000 育群資訊社 $7200 育寬有限公司 $3600 

育霖景觀設計有限
公司 

$1200 良品嚴選股份有限
公司 

$1200 良神一肩天下難 $1800 

谷一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2000 谷玉珍 $7200 貝瑪能量有限公司 $9999 

辛來成 $37688 辛宜珊 $21600 辛昭儀 $600 

辛珍廷 $7200 辛美瑤 $3300 辛益年 $500 

辛啟銘 $7200 辛慧碧 $10000 辰釆有限公司 $5400 

邢耆為 $36000 阮氏秋紅 $13200 阮氏碧草 $7200 

阮玉芳 $1200 阮妙賢 $113 阮宗海 $72000 

阮金祥 $15600 阮建富 $7200 阮美錦 $8400 

阮悅嘉 $200 阮凰女 $4200 阮婉綺 $7200 

阮雅雁 $1200 阮熙鈞 $9000 阮語婕 $1500 

亞俊企業有限公司 $7200 享勵(越南)企業責任
有限公司 

$14400 京魁系統股份有限
公司 

$99000 

佳讚貿易有限公司 $7200 來亞實業有限公司 $1700 來映青 $1200 

卓子潔 $100 卓小姐 $100 卓心凱 $1100 

卓志明 $7200 卓佩靜 $600 卓其賢 $800 

卓東濬 $1000 卓玫君 $7200 卓亭韋 $7200 

卓冠維 $2600 卓昱吟 $600 卓珍伃 $400 

卓家宏 $14400 卓桐華 $21600 卓淑瑛 $100 

卓晶 $6600 卓琨翰 $500 卓琬芳 $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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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卓鈺洲 卓鈺航 $14400 卓鈺祺 $6000 卓儒鴻 $200 

卓瓊慧 $600 周 $200 周 健 $6000 

周于菁 $4000 周千惠 $200 周千雅 $2000 

周士凱 $600 周大弘 $14400 周子仁 $12000 

周小玉 $1500 周小海 $100 周小慈 $1200 

周川 $14400 周中慧 $6000 周云稚 $7200 

周介安 $7200 周太太 $300 周文華 $14400 

周主芬 $7200 周仕魁 $3000 周台生 $7200 

周台竹 $7200 周弘凱 $500 周正武 $500 

周永發 $6000 周玉芬 $1200 周玉玲 $4800 

周玉美 $14400 周玉梅 $7200 周玉勳 $3000 

周生華 $2000 周立偉 $2000 周仲軒 $7200 

周先生 $700 周列國 $2000 周如珍 $5280 

周有仁 $10000 周伯翰 $7200 周佑芬 $7200 

周佑霖 $1688 周君宇 $6000 周妙端 $7200 

周妤芳 $12000 周宏儒 $7200 周志太 $7200 

周志民 $7200 周李欣純 $4500 周沈嬌 $1280 

周沛晴 $2000 周秀玲 $2400 周秀祝 $2000 

周秀華 $7200 周秀蘭 $7200 周良哲 $1000 

周良璟 $1200 周芊伶 $3060 周亞薇 $500 

周佩君 $8600 周佩諭 $21600 周佳妍.鄭詠謙 $15600 

周佳良 $850 周佳欣 $7200 周佳儒 $300 

周佳勳 $2000 周佳燕 $21600 周典慶 $200 

周坤學 $8500 周孟汝 $600 周宗聖 $12000 

周宜欣 $1688 周宜潔 $300 周宜樺 $14400 

周宜靜 $300 周忠賢 $100 周念怡 $4200 

周怡君 $7200 周怡婷 $500 周怡歆 $10000 

周怡甄 $100 周承毅 $600 周旻頡.劉晏瑄、周
珈呈 

$300 

周明月 $7200 周明賢 $100 周易佳 $800 

周欣磊 $1000 周治菁 $1600 周泳成 $38000 

周玥吟 $200 周玫伶 $100 周芝卉 $21600 

周芳伃 $1000 周芳如 $7200 周芳敬 $100 

周芷螢 $1500 周金泉 $7200 周金福 $2000 

周長平 $2000 周雨賢 $100 周亭佑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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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周俊郎 $21600 周俊瑋 $100 周俊誠 $13800 

周俞佑 $1000 周俞君 $12000 周信惠 $100 

周勇成 $1800 周奎成 $12000 周宣成 $6000 

周宣伶 $7200 周宥廷 $200 周建國 $7200 

周建麟 $1000 周彥光 $7200 周律廷 $2000 

周映璇 $1200 周春米 $1700 周昭岐 $500 

周炳全 $100 周炳宏 $100 周玲如 $7200 

周玲玲 $12000 周秋榮 $50 周美惠 $10000 

周美誼 $200 周美蘭 $7200 周羿呈 $2000 

周致穎 $2000 周英惠 $1500 周郁捷 $731 

周郁笙 $5400 周韋慈 $300 周香君 $2000 

周家萱 $1200 周家瑤 $1000 周家權 $7200 

周宸葳 $5000 周展含 $300 周振福 $7200 

周晉億 $14400 周珮怡 $7200 周祐生 $6000 

周紜絜 $7200 周素妃 $200 周素素 $21600 

周素麗 $500 周培芬 $2775 周婉芬 $10800 

周婉莉 $600 周婕榆 $4800 周彩虹 $1200 

周清豪 $7200 周細如 $200 周紹仁 $2000 

周荷鈞 $7200 周許美珠 $12000 周陳珍 $4000 

周陵 $4200 周婷婷 $5000 周復華 $14400 

周惠民 $500 周惠琪 $3600 周揚國 $21600 

周渼玲 $7200 周琨傑 $500 周琮霖 $6000 

周舒雁 $36000 周萍萍 $3600 周進發 $14400 

周鈞璨 $4500 周雅卉 $7200 周雅英 $2600 

周雅敏 $63 周雅惠 $50400 周雅萍 $7200 

周雅樺 $1000 周雯瑛 $1200 周敬恒 $24000 

周敬淵 $800 周楨惇 $7200 周業捷 $10800 

周楷賢 $100 周煥昌 $11000 周煥銘 $14400 

周瑋 $7200 周瑞 $5000 周瑞勇 $100 

周筱倩 $500 周筱喻 $7200 周義芳 $2000 

周鈺岑 $5400 周鈺琪 $2000 周鈺璟 $200 

周靕洪 $100 周嘉駿 $7200 周寧勛 $14400 

周碧玲 $7200 周福全 $14400 周綠艾 $7200 

周綺慧 $7200 周翠蘭 $100 周蓓蕾 $1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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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周鳳珠 $143 周鳳嬌 $7200 周增祥 $1200 

周慧如 $7200 周慧敏 $100 周慧慈 $7200 

周慧禎 $300 周慧慧 $12000 周學道 $7200 

周曉吟 $2000 周穎君 $900 周蕙萱 $14400 

周選妹 $14400 周錦園 $14400 周錦瑟 $2000 

周鍾成 $13094 周鴻松 $2400 周禮祥 $3600 

周麗君 $7200 周麗容 $200 和平素食蓮友 $14400 

和平高中 303 班 $4200 和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和家鳳 $14400 

和碩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和鍥精密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 奉季明 $7200 

姐妹貿易有限公司 $7200 孟心雅 $7200 孟文玲 $7200 

孟昭宏 $1000 孟祐德 $1000 孟莉文 $13200 

孟陳真真 $7200 孟曉蘭 $1800 孟錦明 $7200 

季 $200 宗才鈞 $7200 宗漢明 $7200 

宗薇 $21600 官玉蘭 $7200 官玫君 $7200 

官柏秀 $28800 官秋全 $72000 官瑀婕 $7200 

官群惠 $100 官嘉玲 $7200 官聲澤 $500 

官麗萍 $500 尚美霞 $24000 尚英傑 $7200 

尚順娣 $6000 居言三食品有限公司 $7200 屈文馡 $14400 

屈先生 $500 屈佑芯 $1000 岩萩姻 $7200 

岳炳暉 岳琳凱 $600 岳晟企業社 $1000 岳朝霖 $7200 

怡弘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200 房秀淇 $33600 房智平 $14400 

房琦 $7200 招佩明 $7200 招怡安 $2400 

旺春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旻柏翰 $3000 昇宸有限公司 $9760 

昇祐 one plus $500 昌富美 $100 昌達銀樓客人共同
捐款 

$12500 

明天就離家出走—與都市
原住民對話展 

$15000 明庭芬 $7200 易仁善 $4000 

易思齊 $93600 易媛英 $7200 易業華 $7200 

易嘉仁食品行 $4000 易麗珊 $1000 朋柏實業有限公司 $21600 

朋森企業社 $7200 杰鼎先進科技有限公司 $11000 東吳基服 Haru 定一 $6000 

東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4400 東豫工程行 $1000 松田房屋仲介有限
公司 

$72000 

松春來車業有限公司 $1000 松昱工程有限公司 $100 松華不動產仲介經
紀股份有限公司 

$43200 

松億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2500 板新浤群室內裝修工程
有限公司 

$13200 林 $2000 

林 Minda $3600 林丁涼 $79200 林三衛 $2000 

林上為 $5200 林久能 $14400 林久菱 $14000 

林于又 $1000 林于琦 $2750 林凡云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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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千喬 $7200 林士淵 $200 林士雅 $10000 

林士蓮 $14400 林大鈞 $7200 林子元 $2000 

林子芸 $500 林子峰 $500 林子恩 $600 

林子棟 $6600 林子琦 $500 林子翔 $2400 

林子暄 $600 林子毓 $600 林子聖 $7200 

林子萱 $12000 林子豪 $2000 林小姐 $1600 

林小玲 $7200 林小夏 $6000 林小惠 $1000 

林小湋 $300 林小琪 $7200 林小琴 $1200 

林己翔 $21600 林才揮 $1000 林才槃 $2000 

林仁宗 $10000 林允云 $200 林允安 $3280 

林允彤 $400 林允睿 $7200 林元淳 $7200 

林元寶 $100 林天佑 $14400 林天明 $1000 

林太太 $400 林尹培袞 $14400 林尹翔 $100 

林心蓉 $5000 林文山 $4500 林文平 林帛鴻 魏
加玲 

$2000 

林文正 $4500 林文治 $4000 林文堂 $36000 

林文彬 $14400 林文章 $1000 林文傑 $1200 

林文絢 $12000 林文華 $14400 林文隆 $500 

林文雅 $200 林文歆 $100 林文魁 $5200 

林文賜 $5400 林文學 $100 林文壢 $10000 

林月心 $7200 林月春 $1000 林月英 $7200 

林月霞 $14400 林水香 $7200 林世力 $7200 

林世弘 $300 林世玉 $7200 林世杰 $200 

林世秋 $5400 林世卿 $14400 林世唐 $7200 

林世強 $7200 林世勳 $5000 林仙惠 $7200 

林以堅 $7200 林以婕 $600 林以晨 $1200 

林加堤 $7200 林卉芯 $200 林可涵 $200 

林可絜 $2000 林巧真 $500 林弘 $4000 

林正宗 $7200 林正宗婦產科診所 $21600 林正治 $3600 

林正富 $7200 林正隆 $14400 林民雄 $5400 

林永立 $8400 林永祥 $200 林永傑 $300 

林永斌 $14400 林永華 $14400 林永進 $200 

林玉凡 $14400 林玉姍 $1000 林玉芳 $400 

林玉卿 $7200 林玉娟 $18000 林玉珖 $28800 

林玉堂 $12400 林玉祥 $4800 林玉惠 $216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41.-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玉鳳 $14400 林玉馨 $100 林生得 $1500 

林由莉 $21600 林白凰 $2000 林立生 $7800 

林立秧 $4200 林立堤 $9200 林立婷 $7200 

林立榮 $100 林仲俞 $600 林仲崴 $1500 

林仲聖 $1060 林兆騰 $1000 林先生 $2000 

林光興 $14400 林全錄 $8400 林合鑫 $1200 

林如玉 $28800 林如君 $600 林如樺 $7200 

林宇恩 $200 林宇駿 $500 林成福 $1000 

林旭南 $19800 林旭恆 $5000 林旭峰 $14400 

林有亮 $2000 林有為 $2000 林有彬 $7200 

林汜倩 $600 林江娟娟 $216000 林百允 $2000 

林百忠 $14400 林百洪 $14400 林竹謨 $7200 

林羽彤 $1500 林聿茵 $1000 林伯昇 $107 

林伯臻 $23400 林伶恩 $2400 林似霖 $5000 

林伽芳 $2000 林佑丞 $3000 林佑玫 $100 

林佑柔 $200 林佑美 $7200 林佑晏 $200 

林吚軒 $500 林君壁 $4500 林君曄 $28000 

林君衡 $6600 林吟蓓 $2000 林吟潔 $6000 

林吳木里 $21600 林呈駿 $7200 林均燁 $100 

林妍巧 $100 林妍宸 $7200 林妙玲 $1800 

林妙娟 $7200 林妙涵 $500 林妤潔 $300 

林孝輝 $36000 林宏仁 $7200 林宏文 $400 

林宏亮 $200 林宏紋 $24000 林宏錩 $600 

林宏濤 $16960 林宏駿 $100 林希穎 $300 

林廷隆 $14400 林志平 $100 林志光 $7200 

林志岳 $7200 林志杰 $100 林志信 $7200 

林志勇 $9560 林志威 $500 林志偉 $500 

林志達 $21600 林志豪 $2000 林志遠 $1000 

林志擇 $600 林志聰 $1688 林志鴻 $6100 

林忻俞 $525 林我霖 $6000 林抒蓉 $400 

林李春惠 $400 林沅蓉 $300 林沚渝 $4200 

林沛汝 $1200 林沛恩 $2000 林沛樂 $100 

林秀文 $2000 林秀玉 $2000 林秀芬 $7200 

林秀芳 $1000 林秀春 $7200 林秀玲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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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秀英艾時震 $200 林秀貞 $15360 林秀香 $7200 

林秀卿 $8000 林秀娟 $7200 林秀真 $21600 

林秀真 杜沐思 杜
承思 

$21600 林秀雪 $21600 林秀華 $12000 

林秀蓉 $5400 林秀嫻 $100 林秀嬌 $7200 

林秀燕 $7200 林秀錦 $200 林秀蘭 $2500 

林育仟 $7200 林育民 $7200 林育丞 $2000 

林育廷 $2000 林育辰 $11300 林育佳 $14400 

林育昀 $7200 林育珊 $600 林育菁 $100 

林育華 $600 林育瑄 $100 林育聖 $200 

林育靖 $7200 林育德 $7200 林育慧 $600 

林育霆 $100 林良財 $200 林芋孜 $1200 

林谷裕 $19200 林谷霙 $2400 林谷蘭 $9600 

林邑軒 $12000 林亞竺 $600 林亞歆 $500 

林亞萱 $7200 林佩如 $500 林佩伶 $4200 

林佩佳 $200 林佩芸 $5000 林佩姿 $2400 

林佩娟 $3500 林佩瑩 $7200 林佩鋅 $1000 

林佩樺 $7800 林佩錚 $100 林佳宜 $2100 

林佳欣 $600 林佳美 $600 林佳陵 $200 

林佳蓁 $5000 林佳蓉 $8500 林佳慧 $31600 

林佳瑩 $1000 林佳箴 $7200 林佳緯 $8400 

林佳誼 $100 林佳賢 $400 林佳儒 $22000 

林佳穎 $200 林佳鴻 $2000 林佳麗 $1500 

林侑邦 $1200 林侑青 $2800 林侑蓉 $200 

林侑融 $7200 林依嫺 $7200 林依潁 $300 

林依潔 $7200 林依璇 $6000 林典霖 $7200 

林函儀 $14400 林函緹 $500 林和徽 $2000 

林坤佑 $1200 林坤註 $21600 林奇玲 $500 

林奇潁 $500 林奇穎 $7200 林孟君 $7200 

林孟宏 $1500 林孟佳 $100 林孟芬 $7200 

林孟宣 $1800 林孟玲 $1000 林孟婷 $3000 

林孟逸 林函柔 $12000 林孟儒 $2000 林孟冀 $1100 

林孟穎 $1000 林季弘 $300 林季祐 $1800 

林季徵 $200 林宗勇 $7200 林宗毅 $300 

林宙褌 $300 林定慧 $3000 林宛萱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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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宛誼 $100 林宜 $3000 林宜玟 $2000 

林宜茜 $21600 林宜楨 $600 林宜盟 $2000 

林宜萱 $600 林宜葳 $500 林宜蓉 $500 

林宜靜 $21600 林宜謙 $19200 林尚華 $2200 

林岱君 $500 林岱瑾 $5000 林岱霓 $7200 

林岳忠 $7200 林岳鋒 $1000 林幸禎 $2000 

林幸慧 $400 林幸緯 $600 林延芝 $500 

林忠呈 $100 林忠國 $7200 林忠毅 $14400 

林怡因 $7000 林怡如 $7200 林怡伶 $1280 

林怡君 $50050 林怡妗 $6600 林怡志 $1400 

林怡青 $14400 林怡珊 $100 林怡苹 $100 

林怡貞 $600 林怡婷 $1600 林怡嘉 $1280 

林怡慧 $7200 林怡瑩 $12000 林怡霈 $200 

林怡靛 $2000 林怡辭 $1000 林承哲 $100 

林承毅 林承志 林
承昊 

$7800 林承賦 $2700 林招君 $7200 

林旻諄 $7200 林昀朋 $3100 林昀凱 $6600 

林昀嫻 $300 林昀錚 $200 林昀聰 $100 

林昇德 $200 林昇澔 $9000 林昌寬 $1000 

林昌潭 $7200 林明宏 $9200 林明坤 $14400 

林明宗 $146400 林明珅 $500 林明郎 $19600 

林明毅 $100 林明憲 $2000 林明穎 $7200 

林明興 $10000 林易仕 $200 林易德 $7200 

林易璇 $10180 林易賢 $200 林東吾 $20000 

林松裕 $14400 林果如 $7200 林枝靜 $7200 

林欣民 $2000 林欣妤 $7200 林欣宜 $500 

林欣怡 $700 林欣音 $500 林欣蓓 $7200 

林欣儀 $7300 林欣毅 $100 林欣瑩 $1500 

林欣誼 $4200 林欣樺 $600 林武英 $200 

林沿永 $4200 林泫岑 $7200 林泳旭 $7200 

林玟 $400 林玟伶 $2000 林玟秀 $14400 

林玠均 $1000 林玥希 $4800 林玥辰 $7200 

林玫宜 $100 林玫玲 $7200 林玫瑛 $1200 

林秉儒 $7200 林竺澐 $4800 林芝如 $14400 

林芯媺 $7200 林芯榕 $222 林芳如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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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芳竹 $50000 林芳至 林育宏 $13200 林芳伯 $2500 

林芳怡 $200 林芳美 $21600 林芳萍 $14400 

林芳瑋 $3200 林芳瑩 $800 林芷亘 $600 

林芷安 $7200 林芷芸 $22100 林芷涓 $600 

林芷菁 $2000 林芷瑋 $14400 林芷萱 $3600 

林芷葳 $600 林芷瑩 $4800 林芷蕙 $21600 

林芷蕾 $200 林芸如 $1200 林芸芸 $600 

林芸萱 $300 林邵瓊 $100 林采葳 $4800 

林金市 $1000 林金池 $7200 林金助 $5000 

林金秀 $2000 林金美 $7200 林金蒼 $200 

林金德 $3000 林金龍 $3600 林金環 $7200 

林長青 $5400 林長毅 $7200 林阿酌 $200000 

林阿敏 $1000 林雨生 $14400 林雨錡 $100 

林青鳳 $600 林青億 $7200 林亭均 $1000 

林亮君 $7200 林俊仁 $12000 林俊仲 $21600 

林俊旭 $4200 林俊羽 $200 林俊宏 $14400 

林俊良 $1400 林俊銘 $7200 林俊穎 $7200 

林俐伶 $1800 林保焜 $600 林俞君 $7200 

林信助 $14400 林信宏 $12000 林信宏全家福 $400 

林信志 $7200 林信昇 $1000 林信昌 $600 

林信祥 $100 林信賢 $1000 林冠伶 $143 

林冠妤 $1200 林冠怡 $500 林冠華 $100 

林則亨 $200 林則音 $7200 林勇智 $300 

林勉文 $7200 林南清 $14400 林品卉 $100 

林品佑 $7200 林品君 $500 林奕均 $2000 

林奕廷 $7200 林奕彣 $7200 林姚宗 $24000 

林姵辰 $600 林姵婷 $500 林姿均 $2400 

林姿岑 $500 林姿廷 $7200 林姿宛 $1800 

林姿婷 $7200 林姿蓁 $300 林威宇 $7200 

林威志 $100 林威揚 $18000 林宣邑 $7200 

林宥利 $7200 林宥均 $1300 林宥綺 $500 

林屏 $7200 林建中 $8400 林建同 $23400 

林建宇 $5000 林建成 $2000 林建均 $1000 

林建宏 $15400 林建志 $400 林建良 $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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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建東 $100 林建峰 $500 林建發 $86400 

林建鈞 $14400 林建裕 $7200 林建德 $7200 

林建興 $6000 林彥君 $300 林彥呈 $1200 

林彥均 $500 林彥宏 $2100 林彥希 $500 

林彥廷 $26600 林彥辰 $500 林彥嘉 $7200 

林彥蒼 $6000 林彥樺 $200 林思伶 $3500 

林思妏 $14400 林思妤 $500 林思宏 $2400 

林思婷 $100 林思穎 $2000 林恆卉 $500 

林恒裕 $5400 林恒輝 $1000 林政位 $1500 

林政原 $1000 林政慶 $21600 林政勳 $600 

林政憲 $36000 林政翰 $36000 林政興 $100 

林政諺 $100 林映宸 $3600 林春城 $200 

林春香 $4800 林春梅 $7200 林春緞 $1200 

林春櫻 $1500 林昭成 $6000 林昭旭 $7200 

林昭伶 $14400 林昭燕 $7200 林昱均 $10000 

林昱廷 $1800 林昱彤 $7200 林昱甫 $7200 

林昱男 $1100 林昱瑋 $500 林昱璇 $4200 

林柏全 $1280 林柏伸 $2000 林柏妤 $2000 

林柏宏 $7200 林柏志 $2000 林柏維 $200 

林柏諺 $7200 林柔秀 $1000 林柔情 $7200 

林洛琦 $600 林洧竹 $10800 林炫吟 $600 

林玲玉 $7200 林玲如 $3000 林玲君 $600 

林玲華 $14400 林珈卉 $12000 林珈琦 $1000 

林珉妍 $2500 林盈 $7200 林盈如 $500 

林省三等 $101000 林秋利 $200 林秋萍 $7200 

林秋陽 $600 林秋榕 $100 林秋燕 $21600 

林秋蟬 $7200 林科倫 $4200 林竑志 $7200 

林紀翰 $6000 林美仙 $7200 林美如 $1300 

林美利 $1200 林美君 $17466 林美吟 $2000 

林美均 $500 林美秀 $14400 林美邑 $100 

林美怡 $7200 林美玲 $600 林美珊 $400 

林美娟 $4200 林美雪 $31800 林美惠 $39600 

林美菊 $7200 林美華 $14400 林美榆 $2730 

林美鈺 $7200 林美瑤 $7200 林美鳳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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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美蓮 $7200 林美麗 $38000 林美蘭 $5000 

林羿君 $3600 林羿妘 $1000 林致中 $1100 

林致婷 $14400 林若宸 $200 林若琪 $8800 

林若瑜 $5200 林若蘭 $1000 林英美 $5400 

林英賦 $7200 林茂男 $600 林茂源 $500 

林虹 $7200 林虹儀 $200 林衍伯 $7200 

林衪彤 $200 林衫繹 $200 林貞廷 $3000 

林郁文 $1000 林郁芬 $3000 林郁芳 $3000 

林郁玲 $600 林郁庭 $200 林郁諼 $300 

林韋汝 $1300 林韋廷 $12000 林韋杉 $10200 

林香宜 $200 林香芸 $7200 林修慧 $7200 

林修毅 $300 林倫年 $2000 林凌範 $100 

林原汎 $400 林原駿 $100 林哲玄 林巧惠 $6000 

林哲生 $30000 林哲瑋 $2000 林哲緯 $1280 

林娜如 $7200 林娟如 $7200 林家土地公諸神佛
菩薩 

$3000 

林家弘 $1200 林家仰 $7200 林家汝 $100 

林家君 $200 林家宏 $1000 林家良 $7200 

林家倩 $600 林家莉 $6600 林家榮 $100 

林家豪 $500 林家慶 $500 林家鋐 $7200 

林宸毅 $200 林容方 $1200 林容如 $40100 

林容安 $4200 林容瑋 $14400 林峻保 $300 

林峻億 $500 林庭伃 $7200 林庭蓁 $600 

林庭慧 $7200 林庭緯 $500 林恩華 $600 

林恭安 $4200 林悅修 $7200 林振利 陳美娥 $15400 

林振東 $7200 林振義 $1800 林振德 $6600 

林振稷 $7200 林晉民 $1000 林晏如 $600 

林晏慈 $6000 林晟安 $1000 林書平 $300 

林書弘 $1000 林書聿 $1000 林書每 $5000 

林書婷 $6000 林書瑋 $7200 林書銘 $7200 

林桂平 $1200 林桂英 $4800 林桂鳳 $7200 

林桂瑩 $200 林桂馨 $7000 林桂蘭 $14400 

林殷竹 $7200 林浚檳 $10000 林浲佑 $2560 

林珮如 $7200 林珮琳 $657 林珮蓁 $5400 

林珮齡 $14400 林益綺 $600 林益寶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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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祐承 $500 林祐儀 $7200 林祖清 $5000 

林紋弘 $14400 林紋圭 $7200 林純如 $2500 

林純江 $12000 林紘立 $200 林素如 $6000 

林素妙 $2400 林素芬 $14400 林素英 $7200 

林素卿 $7200 林素娥 $3600 林素珠 $7200 

林素梅 $21600 林素連 $7200 林素婷 $7200 

林素祺 $100 林素葉 $14400 林素霞 $7200 

林耕賢 $7200 林航玉 $7200 林茹萍 $1000 

林財鼎 $200 林軒羽 $10200 林高德 $5400 

林高慶 $100 林偉玉 $8888 林偉傑 $7200 

林健豪 $500 林啟平 $600 林啟民 $21600 

林啟仲 $1000 林啟祥 $8400 林啟勳 $7200 

林國泰 $1000 林國鈞 $200 林國模 $14400 

林國龍 $100 林培雲 $300 林培薇 $100 

林婉婷 $5400 林婉晴 $7200 林婉萍 $7200 

林婉瑤 $100 林婌華 $12000 林帷茵 $3000 

林彩惠 $14400 林敏生 $14400 林敏宗 $13240 

林敏惠 $10000 林敏華 $7200 林梅芳 $21600 

林梅霞 $6000 林涵儀 $600 林淑芬 $10400 

林淑金 $9600 林淑玲 $13600 林淑珍 $14400 

林淑貞 $28400 林淑卿 $7200 林淑娟 $30600 

林淑珠 $30800 林淑婉 $7200 林淑敏 $14400 

林淑淇 $5400 林淑惠 $200 林淑菁 $14400 

林淑華 $52200 林淑雯 $100 林淑雲 $13200 

林淑雲 $7200 林淑瑛 $2000 林淑瑜 $2000 

林淑蓉 $12600 林淑慧 $14400 林淑燕 $14400 

林淵源 $21600 林清材 $6000 林清柱 $6600 

林清泉 $28800 林清進 $7200 林清龍 $7200 

林烽湍 $100 林琇慎 $7200 林祥福 $3000 

林章星 $7200 林翊芯 $500 林翌翊 $100 

林莉頵 $400 林連生 $7200 林連園 $3000 

林陳勇 $1200 林陳草枝 $5000 林陳碧蓮 $300 

林雀真 $7200 林雪芳 $1000 林雪美 $21600 

林雪鈴 $7200 林勝全 $7200 林勝枝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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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復英 $200 林惠予 $7200 林惠如 $7200 

林惠君 $7200 林惠明 $21600 林惠芳 $6000 

林惠青 $7200 林惠玲 $6000 林惠珍 $6200 

林惠美 $6600 林惠娥 $1200 林惠敏 $21600 

林惠萍 $500 林景 $200 林智卿 $14400 

林智凱 $1200 林智新 $200 林朝成 $2000 

林朝榮 $400 林森山 $4600 林欽誠 $7200 

林湘苓 $600 林湧清 $700 林滋茵 $2000 

林琨琦 $372 林琪玲 $100 林琪瑄 $300 

林琮軒 $100 林琮瑛 $14400 林程鈞 $7200 

林翔頡 $6600 林舜華 $7200 林華怡 $5000 

林華崑 $8400 林詠鈞 $10000 林詠歆 $7200 

林詠潔 $43200 林貴美 $7200 林貽華 $10200 

林超駿 $14400 林進財 $500 林逸庭 $7200 

林逸軒 $200 林逸偉 $21600 林逸雯 $7200 

林開元 $3600 林隆財 $7200 林雅秀 $100 

林雅妮 $11600 林雅芳 $900 林雅倫 $7200 

林雅娟 $72000 林雅崙 $6000 林雅涵 $7200 

林雅羚 $2400 林雅惠 $7200 林雅儀 $1200 

林雅慧 $3000 林雯 $2000 林雯華 $3000 

林雯瑄 $500 林雯慧 $7400 林雯臻 $4310 

林雲乾 $300 林順生 $600 林順清 $7200 

林順嬌 $7200 林黃玉英 $2000 林黃素香 $7200 

林黃國 $7200 林傳成 $2400 林勢傑 $500 

林園森 $500 林塗竹 $1200 林彙家 $3000 

林意真 $7200 林意旋 $500 林意欽 $7200 

林愷昕 $200 林慈因 $5000 林慈穗 $7200 

林敬能 $7200 林暉貴 $100 林暐臻 $300 

林暘楨 $1100 林椲峻 $3000 林楚曼 $500 

林業森 $7200 林楷翔 $2500 林榆晨 $7200 

林毓菁 $500 林煌堯 $44888 林煒坪 $3000 

林煜晨 $1000 林煜暉 $500 林瑋真 $14400 

林瑋蓉 $3000 林瑜真 $20400 林瑜璧 $14400 

林瑞枝 $2000 林瑞芬 $62000 林瑞珍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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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瑞萍 $900 林瑞鈞 $1000 林瑞寶 $7200 

林祺彬 $4000 林稘珈 $600 林稚芯 $600 

林筠淮 $200 林筱茜 $888 林義川 $14400 

林義坤 $237600 林義軒 $18000 林義彬 $500 

林義盛 $2400 林義凱 羅翊榕 林
晏竹 林泓連 

$4800 林聖哲 $2000 

林聖斐 $7200 林聖然 $7200 林萬芳 $7200 

林葉幼 $5000 林葳亭 $400 林裕三 $500 

林裕峰 $7200 林裕盛 $7200 林裕富 $6600 

林裕智 $100 林詡稀 $2000 林詣靜 $100 

林詩吟 $1000 林詩垣 $200 林詩偉 $9200 

林詩涵 $2000 林詩凱 $200 林詩雅 $1500 

林資宸 $3600 林鈺倫 $1500 林鈺娟 $2000 

林鈺庭 $100 林鈺婉 $7200 林鈺婷 $1300 

林鈺樺 $12000 林鉅山 $7200 林靖山 $500 

林靖如 $7200 林靖倢 $500 林靖喬 $1280 

林頎 $7200 林鼎芫 $1550 林鼎祐 $3500 

林嘉彤 $7200 林嘉容 $7200 林嘉祥 $200 

林嘉莉 $42000 林嘉琳 $800 林嘉鈴 $7200 

林嘉鵬 $200 林榮吉 $60000 林榮武 $14400 

林榮美 $7200 林榮新 $7200 林榮源 $2000 

林榮銘 $600 林榮模 $14400 林榮輝 $14400 

林漢章 $14400 林漢銀 $7200 林漢龍 $5400 

林熙恩 $200 林碧紅 $14400 林碧珠 $3000 

林碧純 $14400 林碧雲 $3600 林碩雍 $6500 

林福財 $500 林維君 $900 林維瑄 $2500 

林維德 $6200 林維禮 $500 林綺婕 $200 

林翠芬 $1500 林翠釵 $7200 林翠萍 $14400 

林語謙 $7200 林說 $200 林銘山 $7200 

林銘芳 $7200 林銘修 $10800 林銘源 $10800 

林銥覲 $200 林閩榛 $1000 林鳳 $7200 

林鳳娥 $7200 林鳳儀 $100 林儀卿 $7200 

林儀榛 $2700 林德賢 $36000 林慧妤 $1000 

林慧亞 $300 林慧宜 $14400 林慧怡 $800 

林慧芳 $7200 林慧玲 $16400 林慧珊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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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慧娟 $12000 林慧茹 $600 林慧婷 $1000 

林慧菁 $2400 林慧萍 $368 林慧雯 $1500 

林慧瑜 $100 林慧鈴 $600 林慧麗 $5400 

林慶昌 $12000 林慶恆 $2000 林慶翔 $200 

林樂威 $1000 林潔欣 $1000 林潛笙 $200 

林潤生 $7200 林瑩如 $7400 林瑩琦 $1000 

林緯宸 $3600 林誼緁 $600 林賜勝 $3600 

林賜福 $12000 林輝吉 $12400 林震鴻 $7200 

林勳裕 $14400 林學謙 $1300 林憶汝 $100 

林憶君 $500 林曉威 $600 林曉雯 $14400 

林曉薇 $14400 林樹蘭 $6000 林燈月 $14400 

林燕山 陳春秀 $413 林燕君 $7200 林燕秋 $3000 

林燕飛 $2500 林璟妤 $6000 林璡瀚 $1100 

林穎妝 $10000 林穎資 $200 林翰 $7200 

林翰威 $50400 林翰鑫 $800 林興壽 $7200 

林衡鈞 $1200 林錡翰 $12000 林錦伶 $1000 

林錦屏 $3000 林錦秋 $2000 林錦香 $7200 

林錦富 $21600 林錫三 $14400 林靜文 $500 

林靜妍 $300 林靜宜 $100 林靜玲 $4800 

林靜珍 $7200 林靜茹 $600 林靜鳳 $7200 

林靜儀 $9200 林靜蘭 $7200 林默軒 $500 

林龍鳳 $3600 林應龍 $100 林曙昂 $2000 

林薇君 $7200 林鍾定 $6000 林駿 $500 

林鴻仁 $500 林鴻佑 $7200 林鴻志 $3288 

林鴻凱 $12000 林鴻鈞 $6600 林鴻德 $4030 

林鴻勳 $500 林曜西 $300 林瀚鈺 $7200 

林瓊如 $3600 林瓊玲 $5400 林瓊惠 $7200 

林艶惠 $1800 林藝秋 $7200 林藝宸 $3000 

林辭陸 $1200 林韻儀 $12000 林麗心 $28800 

林麗月 $7200 林麗玉 $4000 林麗君 $15400 

林麗芬 $3700 林麗芳 $12600 林麗洪 $1000 

林麗玲 $14900 林麗美 $28800 林麗香 $7200 

林麗卿 $7200 林麗娟 $1000 林麗真 $57600 

林麗媚 $7200 林麗琳 $600 林麗琴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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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林麗萍 $14400 林麗樺 $7200 林麗瓊 $7200 

林寶山 $400 林寶彗 $1800 林寶霞 $84000 

林耀昌 $1800 林耀筠 $600 林耀臨 $1000 

林蘋 $1000 林儷家 $1688 林儷真 $7200 

林櫻靜 $7200 林蘭英 $12000 林懿文 $1500 

林權堂 $43200 林灑華 $100800 林襲浩 $500 

林麟 $1100 林艷芸 $1000 林艷秋 $7200 

林鑫呈 $7200 林靈琪 $400 欣和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7200 

欣泰記帳及報稅代
理人事務所 

$7200 欣鑽企業有限公司 $14400 武佩新 $7200 

武庭芬 $13200 武庭芳 $9300 武裕安 $1000 

法洛奇拉有限公司 $10800 牧谷餐旅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 

$6000 直方有限公司 $3600 

知鴻實業有限公司 $5000 社團法人中華地藏
講堂協會 

$3000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
服務協會 

$240000 

祁麟 $14400 秉勳鍾 $10000 羌逸紓 $1000 

肯琦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24000 臥岩制作設計有限
公司 

$20000 芯碩實業社 $1200 

花里洛鳥的店 $1200 花瑋澤 $400 花蒙兒有限公司 $5000 

花麗梅 $7200 花繼宏 $2000 邱于倫 $57 

邱于純 $2000 邱于嘉 $500 邱千瑞 $6000 

邱士芩 $1200 邱士勝 $100 邱士華 $2000 

邱子芸 $14400 邱子玲 $6600 邱子秦 $1332 

邱子耘 $7200 邱子晴 $100 邱子睿 $1000 

邱子豪 $3000 邱小姐 $600 邱小晏 $12000 

邱太隆 $1200 邱心儀 $100 邱文正 $7200 

邱文姿 $720 邱文香 $7200 邱方俞 $300 

邱月媛 $600 邱水塗 $7200 邱水蓮 $7200 

邱世芳 $14400 邱世豐 $1200 邱巧寧 $14400 

邱正萍 $2188 邱正貴 $7200 邱玉芬 $500 

邱玉玲 $7200 邱玉琳 $4200 邱立偉 $500 

邱仲禮 $21600 邱吉嗣 $7200 邱名烽 $600 

邱羽婕 $300 邱君奎 $7200 邱君慧 $700 

邱吳希榮 $1000 邱妍馨 $3600 邱宏裕 $3000 

邱志中 $100 邱志昌 $9600 邱志郎 $1000 

邱求賢 $10750 邱沁渝 $14400 邱秀婷 $700 

邱秀琴 $7200 邱秀燕 $14400 邱佳怡 $100 

邱佳瑩 $1000 邱孟儀 $200 邱孟德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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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邱怡玲 $500 邱怡婷 $8200 邱怡嘒 $3000 

邱承慧 $7200 邱明昌 $21600 邱玟棋 $6000 

邱芙路 $6000 邱雨童 $3000 邱俊勝 $5288 

邱俊榮 $9200 邱俊潭 $7200 邱俐純 $1688 

邱信澕 $2000 邱奕傑 $700 邱奕棟 $8500 

邱奕翔 $100 邱奕菁 $2188 邱奕融 $2500 

邱建志 $100 邱思忠 $9600 邱思敏 $1000 

邱春美 $12000 邱昭智 $7200 邱昱宜 $5000 

邱昱誠 $600 邱柏青 $14400 邱柔芳 $1600 

邱炤熒 $300 邱珍琬 $14400 邱畇溱 $500 

邱皇朝 $7200 邱盈萱 $500 邱相芸 $500 

邱秋君 $3600 邱美文 $1688 邱美芳 $11500 

邱美惠 $500 邱羿瑄 $1000 邱苗榛 $7200 

邱苡倢 $600 邱英嘉 $28800 邱虹伶 $1200 

邱貞香 $2700 邱貞滿 $2400 邱郁文 $7200 

邱郁珊 $200 邱郁絢 $6000 邱音勻筑 $7200 

邱哲鏞 $7700 邱家寅 $7200 邱家榮 $3400 

邱家樂 $7200 邱庭俐 $14400 邱振宏 $200 

邱振盛 $7200 邱振豐 $7200 邱時敏 $6000 

邱桂枝 $14400 邱桂英 $7200 邱桂琴 $6000 

邱泰易 $10000 邱浩梅 $14400 邱珮茹 $7200 

邱珮綺 $1000 邱秧郁 $7200 邱紋祺 $5000 

邱素惠 $7200 邱財興 $7200 邱乾達 $7200 

邱國智 $14400 邱國權 $4800 邱婉禎 $100 

邱御軒 $1500 邱敏霞 $200 邱梅軒 $100 

邱涵愉 $6400 邱淑珍 $14400 邱淑貞 $4500 

邱淑娟 $200 邱淑惠 $7400 邱淑琪 $1000 

邱淑慧 $7200 邱清璋 $7200 邱清輝 $50000 

邱盛乾 $7200 邱紹健 $2400 邱翎瑄 $1800 

邱逢月 $4200 邱雪萍 $2500 邱㴒荃 $2400 

邱傑亮 $1200 邱創基 $2400 邱善群 $7200 

邱惠芳 $7200 邱惠茹 $7200 邱惠雅 $7200 

邱惠雯 $2000 邱惠麗 $7200 邱揚凱 $200 

邱景隆 $1000 邱晴姍 $7040 邱智強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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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邱琪方 $200 邱琬純 $3000 邱琬婷 邱甯容 $6000 

邱等蒼 $7200 邱紫瑜 $200 邱菊蘭 $3000 

邱華淑 $14400 邱進興 $3000 邱閎杰 $3100 

邱雅暄 $1200 邱雅蓁 $7200 邱雲曜 $7200 

邱黃雅莉 $1200 邱黃鶯住 $7200 邱意茹 $20000 

邱意涵 $7200 邱意雯 $7300 邱慎之 $7200 

邱楊玉麗 邱景隆 
邱金君 

$3800 邱楊秀妹 $2400 邱楚茵 $2000 

邱毓真 $7200 邱毓婷 $7200 邱煥城 $15000 

邱瑞只 $5400 邱瑞民 $2000 邱瑞玉 $2400 

邱瑞勳 $14433 邱盟才 $200 邱筠文 $200 

邱羨嘉 $7200 邱義泰 $100 邱義鈞 $100 

邱萬娥 $36000 邱鈺淩 $7200 邱靖中 $6600 

邱靖珉 $7200 邱靖雅 $200 邱嘉玲 $18000 

邱嘉圓 $600 邱寧 $7200 邱睿 $1800 

邱碧月 $7200 邱綺甄 $7200 邱翡玲 $6600 

邱蜜雪 $43200 邱銘洲 $14400 邱德文 $14400 

邱德智 $10800 邱慧貞 $4800 邱慧娟 $14400 

邱慧婷 $2000 邱慧雯 $15400 邱慧甄 $1200 

邱慧蓉 $6788 邱慶鴻 $51 邱範承 $200 

邱鋌暢 $100 邱憲璋 $3000 邱曉吟 $21600 

邱曉妍 $500 邱曉雲 $100 邱曉潔 $7200 

邱燕銀 $21600 邱錦盛 $14400 邱錦楠 $300 

邱錫靜 $7200 邱靜怡 $1000 邱靜芬 $4200 

邱靜儀 $200 邱燦 $2380 邱薇庭 $200 

邱薇樺 $1500 邱謹萍 $1000 邱雙文 $8400 

邱嬿方 $14400 邱懷可 $200 邱瀚樑 $600 

邱瓊芳 $100 邱瓊儀 $500 邱韻芝 $1000 

邱韻芳 $7200 邱韻凌 $43200 邱麗芳 $14400 

邱麗卿 $5000 邱麗娟 $14400 邱麗嬌 $14400 

邱麗譽 $7200 邱競瑩 $3000 邱議鋒 $500 

邱馨頤 $7200 邱齡儀 $1000 邱蘭馨 $1000 

邱露德 $2000 邱懿君 $6000 邱驛朋 $2000 

邱麟筑 $1200 邴安詩 $3200 邵天嬋 $2000 

邵玉潔 $300 邵宜蓮 $7200 邵東海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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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邵倉碩 $2000 邵崇璋 $14400 邵森蘭 $7200 

邵順利 $15200 邵新偉 $7200 邵義雄 $2000 

邵維鈞 $14400 采媚有限公司 $1400 金 $200 

金利屹扣件有限公司 $1200 金志遠 $1200 金門暗黑館 $2000 

金恩薇 $200 金晉德 $3000 金復強 $1200 

金智仁 $5400 金隆系統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267 金愛娣 $7200 

金新安 $7200 金嘉隆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2417 金慧潔 $300 

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 金蕙芳 $100 金麗蘭 $7200 

金寶珍商行 $600 長春四面佛 $1000 阿元 $200 

阿彌陀佛 $100 雨晴 $2400 侯文軒 $7200 

侯卉蓁 $5000 侯如芬 $14400 侯成一 $7200 

侯宏昆 $7200 侯志昌 侯冠瑋 $7200 侯芊亦 $7200 

侯佩君 $500 侯坤榮 $14400 侯明君之所有聖物 $7200 

侯金連 $7200 侯冠宇 $7200 侯冠年 $200000 

侯姸秀 $400 侯姿吟 $1000 侯盈君 $3600 

侯家宥 $300 侯淑琴 $16400 侯許陳笑 $7200 

侯喆元 $7200 侯惠珊 $100 侯惠敏 $1280 

侯貽雯 $100 侯裕珍 $14400 侯維欣 $300 

侯瑩瑛 $5400 侯穎軒 $7200 侯麗琴 $14400 

保你健康有限公司 $14400 保利泰有限公司 $12000 俞俊華 $14400 

俞美吟 $6600 俞素玉 $7200 俞啟升 $10200 

俞婉柔 $7200 俞舒寧 $500 俞藼芩 $500 

信欣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
所 

$21600 信保貿易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500 信義國小 606 $7200 

冠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冠寶貿易有限公司 $7200 凃凱竣 $1000 

凃舒婷 $7200 凃鋐鑫 $1000 凃錦珠 $7200 

凃瓔純 $1000 凃懿純 $6000 南山觀音寺 $10000 

南特有限公司 $7200 南無地藏菩薩 $400 南無阿彌陀佛 $25200 

南無觀世音菩薩 $100 哀嘉雯 $1000 品安防災有限公司 $3600 

哇寶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400 哈 $100 哈遠儀 $7200 

哈耀庭 $100 奕碩企業有限公司 $7200 奕諄則 $500 

姚乃瑛 $4800 姚士宜 $4000 姚文蘭 $4000 

姚月清 $14400 姚玉妹 $1800 姚玉梅 $1650 

姚立羽 $4000 姚立倫.江家慧.姚秀
山.姚玉霜.江定海.謝
英瓊 

$7200 姚亦帆 $6600 

姚仲澤 $250000 姚阡義 $2000 姚佑潤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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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姚邑璇 $7200 姚亞雯 $600 姚佳君 $1200 

姚怡然 $2000 姚明秀 $1000 姚明珠 $14400 

姚杰佑 $200 姚林麗花 $72000 姚采妏 $300 

姚重愷 $5400 姚家雯 $1000 姚振榮 $300 

姚朝祥 $6000 姚詒祥 $150 姚嘉駒 $7200 

姚蓉蓉 $14400 姚億鍾 $3600 姚霈欣 $200 

姚憶文 $100 姚麗卿 $3600 姚馨怡 $14400 

姜以晨 $300 姜玉玲 $14400 姜兆容 $300 

姜安格 $1688 姜秉承 $100 姜金火 $36000 

姜俊能 $2000 姜俊傑 $400 姜昱堂 $21600 

姜昶名 $12000 姜柱圯 $6000 姜畇亘 $100 

姜盈㚬 $7200 姜虹羽 $500 姜倢揚 $1600 

姜桂花 $7200 姜淑義 $16800 姜盛雄 $14400 

姜晴文 $7200 姜智彬 $600 姜期雯 $350 

姜椉薳 $300 姜皓騰 $500 姜萍 $2000 

姜貴明 $500 姜雅菁 $7200 姜雅筠 $5000 

姜瑞霖 $7200 姜義祐 $7200 姜榮安 $17000 

姜慧文 $12000 姜衛華 $10000 姜樹正 $7200 

姜龍文 $57600 姜麗卿 $7200 姜懿娟 $500 

姵蕾企業社 $2000 威倫電子(股)有限公
司 

$10000 威鈺企業有限公司 $14400 

宣原蛋糕店 $9200 宥捷工程有限公司 $2000 屏東市快樂分享協
會 

$8400 

帥文欣 $7200 帥雪琪 $1000 帥繼華 $1200 

建印有限公司 $5600 建得企業社 $500 建達旅行社有限公
司 

$13200 

拾米豐瓶有限公司 $12000 拾渼社區管理委員 $3300 政一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14400 

故許郎泉 $2020 施子強 $200 施文悅 $200 

施文棋 $300 施玉娟 $2400 施玉珠 $7200 

施名剛 $1688 施名蕙 $1000 施如貞 $6600 

施存恩 $600  $200 施旭聰 $4000 

施有慶 $3900 施羽霖 $600 施佑靜 $200 

施妍安 $3600 施妍竹 $3600 施妏靜 $5400 

施妙如 $14400 施宏溢 $7200 施宏蓁 $200 

施志濠 $3200 施秀如 $3000 施芍吟 $3600 

施邑蓁 $200 施佩君 $200 施佩均 $500 

施佩怡 $12000 施依伶 $1000 施函君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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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施宗成 $300 施宛芷 $7200 施宜芬 $10000 

施延宜 $7200 施忠何 $100 施怡如 $200 

施承鋐 $200 施昌佑 $400 施松澤 $7200 

施欣馨 $500 施玫玲 $6200 施芳宜 $1200 

施芳玲 $28800 施長志 $10000 施品程 $1000 

施威仁 $1000 施宥伶 $600 施建成 $7200 

施政佑 $14400 施政宏 $7300 施政委 $7200 

施春霞 $1200 施昭慧 $14400 施柏宇 $1688 

施柏呈 $1688 施柔臣 $300 施美如 $300 

施美智 $7200 施美祺 $7200 施家溱 $500 

施家豐 $400 施泰安 $100 施泰亨 $7200 

施張金定 $300 施淑真 $14400 施淳茹 $2000 

施勝能 $3000 施博文 $200 施尊仁 $300 

施嵐斌 $7200 施惠秋 $7200 施惠敏 $100 

施惠禎 $1200 施雄棋 $3700 施雅涵 $7200 

施雅蓉 $3000 施雅馨 $200 施慈愛 $200 

施瑛秀 $7200 施靖秋 $7200 施嘉青 $4350 

施睿昇 $4010 施睿騏 $1000 施維倫 $1000 

施慧娟 $5000 施誼慧 $100 施養正 $2000 

施燕妮 $300 施靜萍 $7200 施聰瑜 $7200 

施麗卿 $2000 施馨怡 $1200 施懿真 $1700 

施鷹嬌 $7200 昶頤實業有限公司 $14400 柏小松 $7200 

柏金工程有限公司 $14400 查廷翰 $300 查慧君 $7200 

柯子丞 $2000 柯子翔 $8000 柯友敦 $7200 

柯天賜 $1000 柯文彬 $3500 柯文麟 $7200 

柯王允智 $1200 柯正勇 $800 柯正霖 $1000 

柯永富 $100 柯立偉 $7200 柯丞舫 $1500 

柯玎霓 $5400 柯羽玲 $600 柯妤璇 $5400 

柯廷諺 $7200 柯志鴻 $1000 柯沐芸 $500 

柯秀芬 $600 柯良忠 $6000 柯佳宜 $50 

柯宜臻 $500 柯怡如 $7200 柯怡君 $2000 

柯明志 $7200 柯欣宜 $3000 柯欣儀 $18800 

柯河任 $100 柯玫君 $7200 柯采葳 $1200 

柯金惠 $100 柯亭亦 $7200 柯亭如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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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柯宥騏 $600 柯彥安 $900 柯律成 $500 

柯政輝 $600 柯政瀚 $100 柯為民 $100 

柯紀達 $5000 柯美涵 $1000 柯重光 $7800 

柯倚馨 $1000 柯晟悛 $7200 柯祐靜 $2310 

柯耿範 $14400 柯偉鎮 $100 柯惟苓 $36000 

柯淑真 $12000 柯淑菁 $1699 柯清河 $4800 

柯喻馨 $1000 柯惠文 $200 柯惠真 $100 

柯景鈞 $14400 柯琬珺 $500 柯貴雯 $3000 

柯雁騰 $7800 柯雅芳 $1500 柯毓龍 $21600 

柯嘉琪 $6000 柯甄佩 $7200 柯翠青 $21600 

柯德昌 $7200 柯曉菁 $7200 柯錫湘 $7200 

柯瀅瀅 $7200 柯瀞閑 $500 柯懿珊 $5000 

柳秀美 $7200 柳承宏 $7200 柳芸安 $1500 

柳柏宏 $600 柳淑娥 $7200 柳瑞敏 $7200 

柳義明 $27000 柳銘坤 $20000 柳麗華 $6000 

柳懿珊 $600 段中翰 $2500 段至尚 李佩珊 $500 

段孝勤 $14400 段秀儀 $7200 段泊彤 $7200 

段芸芸 $600 段奕倫 $60000 段美蓮 $1000 

段起祥 $1000 段瀚瀛 $14400 洋驊國際有限公司 $100 

洗思特自助洗衣 $100 洗素真 $7200 洪 $500 

洪一梅 $7200 洪三省 $7200 洪于荏 $1200 

洪于惠 $1200 洪于晴 $500 洪千惠 $7200 

洪士昌 $3000 洪士美 $7200 洪子惇 $500 

洪子涵 $600 洪子誠 $2400 洪小姐 $1000 

洪小茜 $2000 洪小嵐 $2000 洪元博 $7200 

洪心雅 $7200 洪文昌 $14400 洪文真 $1000 

洪文達 $9200 洪文興 $200 洪文露 $14400 

洪仙葉 $4200 洪巧燕 $7200 洪巧融 $2000 

洪正雅 $7200 洪玉君 $5500 洪白凰 $72000 

洪先生 $1000 洪光明 $10800 洪全蔚 $3600 

洪再傳 $7200 洪宇蓁 $7200 洪安瑩 $100 

洪至祥 $7200 洪君茹 $60000 洪妤芳 $3000 

洪宏丞 $7200 洪宏祥 $200 洪志偉 $1000 

洪志義 $600 洪志賢 $100 洪男平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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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洪秀枚 $7200 洪秀青 $3000 洪秀柱 $14400 

洪育裕 $300 洪佩伶 $600 洪佳君 $100 

洪佳凰 $1280 洪佳鈺 $500 洪依琳 $1000 

洪孟鈴 $100 洪忠華 $600 洪昆字 $100 

洪明珠 $1200 洪明豐 $500 洪東鎔 $21600 

洪林宛庭 $7200 洪林從德 $7200 洪林靖容 $7200 

洪欣慈 $7200 洪芯媛 $500 洪芳珮 $2500 

洪芳婷 $100 洪芳蘭 $1000 洪采微 $7200 

洪采萱 $300 洪俊銘 $1200 洪南旭 $14400 

洪品婕 $100 洪宣瑋 $6600 洪宥于 $500 

洪建翔 $1500 洪思宜 $200 洪思敏 $2000 

洪恒宜 $1600 洪政民 $14400 洪政伶 $4800 

洪春筠 $500 洪柔晴 $7200 洪派緯 $7200 

洪秋榮 $1000 洪美惠 $143 洪致美 $14400 

洪苡嘉 $14400 洪英雀 $200 洪茂森 $600 

洪郁岫 $1200 洪郁峰 $2000 洪家 $100 

洪家卿 $7200 洪振翔 $300 洪浚益 $2000 

洪海庭 $7200 洪珮菱 $800 洪珮瑩 $1000 

洪素芬 $7200 洪素珍 $8000 洪素華 $800 

洪茵茵 $7200 洪偉哲 $4500 洪偉翊 $1000 

洪偉熙 $7200 洪偉豪 $2400 洪健益 $6600 

洪健寧 $500 洪國峰 $1200 洪國偉 $100 

洪國盛 $1200 洪國棟 $6000 洪國順 $2000 

洪國耀 $200 洪培然 $2000 洪基菁 $14400 

洪婉珈 $500 洪婉萍 $3000 洪崇益 $2000 

洪崇耀 $600 洪得耀 $14400 洪得馨 $14400 

洪御銘 $12000 洪敏甄 $2000 洪敏齡 $300 

洪梓菱 $1000 洪淑君 $200 洪淑欣 $2000 

洪淑玲 $600 洪淑英 $7200 洪淑華 $14400 

洪淑絹 $7200 洪淑慧 $4800 洪淑鶯 $7200 

洪祥熙 $21600 洪紹恩 $7200 洪紹涵 $500 

洪紹綺 $3600 洪翊維 $7200 洪郭永 $2000 

洪凱錚 $1000 洪婷瑤 $800 洪媛琪 $14400 

洪富玉 $100 洪富建 $7200 洪惠香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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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洪欽銘 $1400 洪湘婷 $14100 洪湘雲 $2000 

洪琬婷 $2400 洪皓哲 $100 洪菁吟 $600 

洪詠雪 $1000 洪逸慧 $5400 洪逸齡 $7200 

洪雅玲 $600 洪敬婷 $200 洪新怡 $11400 

洪暄媗 $7200 洪業 $6600 洪歆玫 $1000 

洪毓璟 $200 洪煌茂 $100 洪煜程 $1200 

洪瑋琳 $2400 洪瑛禧 $7200 洪瑞君 $7200 

洪瑞甫 $600 洪瑞芝 $7200 洪瑞苑 $7200 

洪瑞德 $200 洪瑞禧 $20000 洪聖詠 $2400 

洪裕仁 $200 洪裕展 $200 洪裕森 $7200 

洪裕發 $10000 洪詩雯 $1000 洪詩瑩 $3000 

洪鈴寶 $4500 洪鈺鈴 $100 洪靖宜家祖先 $100 

洪靖翔 $100 洪嘉宏 $2600 洪嘉聰 $108000 

洪彰成 $7200 洪暢伸 $1000 洪榛均 $100 

洪榮宏 $500 洪瑪玲 $5400 洪瑱齋 $2000 

洪睿紘 $4000 洪睿瑜 $1300 洪碧蓮 $1688 

洪碧憶 $5000 洪維松 $13200 洪綺蓮 $100 

洪翠女 $7200 洪翠玉 $7200 洪翠伶 $800 

洪翠霙 $7200 洪肇利 $7200 洪語茹 $2000 

洪豪均 $1688 洪銘陽 $4800 洪銘澤 $7200 

洪慧如 $12200 洪慧君 $600 洪慧芩 $7200 

洪慧玲 $14400 洪慧雅 $6000 洪慧雯 $600 

洪慶昌 $3600 洪慶龍 $7200 洪誼璇 $7200 

洪賢蓉 $7200 洪霈倫 $600 洪霈桂 $7200 

洪燕華 $7200 洪穎儀 $500 洪靜慧 $1200 

洪龍女 $100 洪璿凱 $9000 洪韻茹 $200 

洪麗玉 $200 洪麗欣 $7200 洪麗春 $1280 

洪麗麗 $7200 洪寶全 $14400 洪寶綢 $14400 

洪耀仁 $7200 洪馨儀 $200 洪儷娟 $4200 

洪櫻萍 $100 派力特有限公司 $7200 流行工坊有限公司 $4800 

炬陽能源有限公司 $14400 炳翰國際機構 $600 皇田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19200 

皇品國際家飾有限
公司 

$27000 禹英武 $14400 紀幼儀 $7200 

紀正芳 $21600 紀宇珊 $100 紀君婷 $2000 

紀佳宜 $7200 紀佳慧 $1200 紀佳緯(紀昀數學) $2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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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紀明春 $4800 紀秉承 $200 紀雨璇 $500 

紀品卉 $1000 紀彥廷 $200 紀柏廷 $200 

紀美伶 $7200 紀郁朱 $1100 紀淑郁 $200 

紀凱暉 $3200 紀惠芳 $3000 紀登彰 $41400 

紀竣議 $200 紀雅綾 $5400 紀靖玲 $500 

紀憲政 $3000 紀鴻章 $600 紅銘人力仲介有限
公司 

$7200 

美第股份有限公司 $3500 美富諾感測技術有
限公司 

$6000 美福多投資有限公
司 

$2200 

背景概念有限公司 $1500 胡小姐 $600 胡之嚴 $2500 

胡文英 蔡秋惠 鄭
曉恬 

$7200 胡世芬 $1000 胡卉婕 $600 

胡巧宜 $12000 胡玉婷 $1200 胡立華 $2200 

胡仲豪 $2000 胡有靜 $300 胡志勇 $1200 

胡秀茹 $3600 胡育瑋 $1200 胡佩伶 $6600 

胡佳齐 $5090 胡佳坊 $10000 胡宗淦 $1200 

胡定之 $6500 胡怡妙 $4800 胡明珠 $7200 

胡欣慧 $7200 胡秉倫 $57600 胡采萱 $600 

胡冠挺 $14400 胡冠豪 $7200 胡南彰 $7200 

胡品淳 $600 胡星全 胡郭益 胡
郭豪 

$100 胡秋月 $300 

胡秋萍 $8400 胡美智 $4200 胡美華 $36000 

胡英明 $3000 胡哲睿 $1100 胡夏萍 $3600 

胡家阡 $100 胡家崎 $1400 胡家禎 $2000 

胡恩瑜 $3600 胡書銘 $2000 胡桂芳 $3600 

胡桂馨 $7200 胡素娟 $14400 胡惟舜 $8400 

胡淑玲 $14400 胡淑惠 $12000 胡淑霞 $7200 

胡淨涵 $200 胡琇雅 $500 胡貫三 $28800 

胡凱禎 $4800 胡勝雄 陳怡凡 $200 胡富傑 $21600 

胡斌 $1400 胡景媛 $7200 胡筌翔 $7200 

胡翔婷 $7200 胡菊芳 $7200 胡進德 $14400 

胡逸甄 $1500 胡雅珊 $7200 胡雅純 $7200 

胡雅惠 $300 胡雯酈 $2000 胡雲飛 $600 

胡順發 $200 胡歆桾 $100 胡毓禎 $14400 

胡煥堂 $50900 胡瑋倫 $1000 胡瑜淮 $6000 

胡裕民 $1000 胡僑芸 $2000 胡嘉庭 $600 

胡榮忠 $14400 胡碧崔 $2000 胡銘通 $100 

胡韶如 $200 胡慧麗 $7200 胡學昭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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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胡懋祥 $3000 胡黛蘭 $7200 胡藍月 $1200 

胡麗英 $12000 胡繼雙 $10800 胡耀欽 $21600 

胡蘐蕙 $2000 胡馨云 $500 苗芝芬 $1000 

苗芹菱 $600 苗莉芬 $100 苗銀蓉 $3000 

苟昌煥 $1000 苡甄 $100 英國中華民國台灣 
上帝教堂教會 

$100 

范 $1500 范力涓 $36000 范小姐 $1300 

范心慈 $600 范世榮 $6000 范巧玉 $600 

范巧鈴 $100 范民鴻 $12000 范玉林 $2000 

范玉鳴 $7200 范宇奇 $5600 范成御 $1800 

范克帆 $100 范志青 $500 范秀蘭 $7200 

范佳佩 $100 范宜秋 $7200 范怡楨 $7200 

范明敏 $14400 范芝瑜 $1000 范信昌 $14400 

范奎達 $100 范姜士威 $2000 范姜榮香 $14400 

范姜澔茵 $1500 范珈嘉 $6600 范紀伶 $600 

范美雲 $3000 范郁君 $7200 范郁歆 $1000 

范家惟 $1200 范家璇 $1000 范容瑄 $14400 

范庭薰 $500 范振明 $7200 范海明 $32400 

范祐慈 $7200 范純瑛 $600 范素芳 $900 

范國照 $14400 范淑晶 $1200 范雀姬 $7200 

范凱倫 $1500 范凱鈴 $8600 范惠珍 $4200 

范揚昇 $1000 范揚錦 $28800 范植章 $1600 

范渝菲 $2000 范雅芬 $2000 范雅堤 $400 

范詩艷 $100000 范道莊 $0 范靖郁 $600 

范靖敏 $600 范頎賢 $300 范嘉玲 $500 

范嘉珊 $500 范潔萍 $5400 范澄珠 $600 

范憲治 $7200 范靜怡 $7200 范駿騏 $1200 

范鴻甫 $14400 范瀞文 $3000 茅瑜倩 $14400 

郁皇有限公司 $100 郎慧玲 $500 郎勵敏 $20000 

面面創意整合有限
公司 

$7200 韋玨 $3700 韋金鑾 $3600 

韋筑媛 $7200 韋雲玉 $7200 韋樞 $14400 

風婕茹 $1000 風雅慧 $100 飛文豪 $5400 

飛行者服飾 $28800 首誌科技系統企業
社 

$2000 香岳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20000 

香港樂施會 $590000 修子貽 $100 倆人攝影有限公司 $1000 

倢聯投資開發顧問

有限公司 

$7200 倪士峯 $7200 倪小娟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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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倪明枝 $7200 倪明貴 $10000 倪美華 $7200 

倪祐沁 $7200 倪惠鳳 $5400 倪瑋鴻 $600 

党培倫 $600 凌大海 $3600 凌天恩 $3000 

凌白蒂 $3600 凌宇康 $600 凌英峰 $600 

凌郁涵 $286 凌憶文 $10600 卿瑞瑩 卿高勗 $10000 

唐小玉 $7200 唐天麒 $7200 唐太太 $300 

唐文瓊 $7200 唐月英 $7200 唐本立 $100 

唐光華 $7200 唐如 $21600 唐羽姿 $7200 

唐孝菲 $10000 唐秀琴 $2400 唐育菁 $100000 

唐長生 $6000 唐春玲 $1500 唐秋茵 $7200 

唐堉杰 $200 唐珮倫 $1000 唐啟堯 $500 

唐晨家 $4200 唐淑玟 $200 唐瑞瑤 $200 

唐義室內裝修設計
有限公司 

$7200 唐嘉希 $600 唐嘉和 $3000 

唐碧霞 $7200 唐綾嬬 $7200 唐曉玉 $14400 

唐衡宇 $7200 唐寶惠 $1400 夏子雁 $1300 

夏小萍 $100 夏之美股份有限公
司 

$4200 夏仁傑 $14400 

夏玉雁 $4800 夏志勇 $7200 夏佳培 $600 

夏芷瑜 $1000 夏侯淑婷 $5000 夏咸義 $7200 

夏品慬 $100 夏淇婕 $200 夏愛珍 $7200 

夏愛麗 $21600 夏鈺臻 $100 夏慧麟 $21600 

夏韡嘉 鄧文媛 $7200 奚紫綺 $200 奚慕真 $7200 

姬小姐 $1000 姬佳佐 $600 姬佳佑 $600 

孫子惠 $2000 孫世娟 $200 孫令愉 $7200 

孫可基 $21600 孫台鳳 $39850 孫巧芸 $1200 

孫平岳 $400 孫本禎 $1500 孫正義 $14400 

孫玉齡 $9000 孫立祥 $500 孫先生 $200 

孫再良 $1200 孫宇萱 $200 孫志忠 $7200 

孫秀敏 $14400 孫秀華 $43200 孫育仁 $500 

孫亞文 $143 孫依嬪 $1000 孫坤煌 $7200 

孫承煒 $3000 孫明顯 $200 孫松都 $7200 

孫秉龍 $6600 孫芯蕙 $300 孫玲玲 $600 

孫紀瀛 $600 孫美華 $7200 孫若軒 $300 

孫英仁 $7200 孫英奇 $7200 孫茄綾 $7200 

孫郁晴 $7200 孫家祥 $1000 孫振倫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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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孫培芸 $600 孫婉菁 $300 孫涵詠 $7200 

孫淑真 $7200 孫富妤 $14400 孫華覬 $4000 

孫菽蔓 $400 孫煌振 $4200 孫煜煒 $500 

孫瑋擇 $1200 孫瑞松 $100 孫裕中 $21600 

孫嘉蕊 $14400 孫榕蔚 $5400 孫碧雲 $7200 

孫福穗 $2000 孫維菱 $500 孫翠蓮 $21600 

孫慶泰 $14400 孫戰民 $26400 孫靜芝 $7200 

孫龍生 $4800 孫瀛芳 $600 孫韻梅 $7200 

孫麗琴 $7200 孫鶴珍 $14400 宮之君 $21600 

宮怡婷 $400 宮郁庭 $1280 家室美有限公司 $14400 

容如郁 $100 展巃人本有限公司 $1200 席雨蕎 $100 

席翊懷 $1000 庭瀚水電行 $7200 徐千惠 $15000 

徐子胤 $13800 徐子婷 $1000 徐子晴 $100 

徐子甯 $1000 徐心儀 $3600 徐心誼 $100 

徐文浩 $4200 徐文彬 $1000 徐王秋霞 $2000 

徐世禎 $21600 徐正芸 $7200 徐永同 $1000 

徐永佳 $7200 徐永龍 $12000 徐玉枝 $510 

徐玉芬 $14400 徐玉倩 $7200 徐玉娟 $7200 

徐玉財 $4000 徐玉琴 $2000 徐玉蘭 $7200 

徐生明 $2000 徐白榮 $1000 徐立錡 $100 

徐兆平 $43200 徐光宇 $15600 徐合柏 $14400 

徐宇宸 $200 徐宇樂 $1200 徐克武 $43200 

徐君豪 $5000 徐妤瑄 $1100 徐志仁 $6600 

徐志帆 $3600 徐志宏 $100 徐志暐 $1000 

徐志銘 $1000 徐秀梅 $2000 徐秀惠 $7200 

徐秀瑜 $200 徐育佑 $5000 徐育婷 $3600 

徐育慈 $57 徐佳蔓 $7200 徐其涵 $600 

徐叔穗 $100 徐姍姍 $3600 徐宗慶 $21600 

徐明佑 $3600 徐明謙 $500 徐松華 $1000 

徐武宏 $2000 徐治民 $7200 徐玟芳 $7200 

徐芳敏 $9000 徐芷萱 $2000 徐金良 $14400 

徐俊欽 $600 徐保玲 $4800 徐保鵑 $2400 

徐奕傑 $100 徐建智 $1000 徐秋娥 $7200 

徐秋華 $7200 徐秋蓮 $7200 徐美惠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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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徐英鐘 $3600 徐郁茹 $7200 徐郁婷 $100 

徐員玢 $7200 徐家欣 $4200 徐家雯 $1500 

徐桐炘 $7200 徐珮君 $7200 徐珮宜 $400 

徐珮瑜 $6600 徐素玲 $300 徐素貞 $7300 

徐偉玲 $6000 徐偉博 $300 徐偉興 $3600 

徐偵智 $1500 徐唯真 $7200 徐啟慈 $3600 

徐啟綜 $100 徐國軒 $800 徐國森 $600 

徐國華 $1800 徐國傳.林芳生 $7200 徐國獻 $14400 

徐培峰 $7200 徐培根 $12000 徐婉甄 $2000 

徐崇仁 $36000 徐強 $28800 徐彩霜 $7200 

徐曼珊 $1200 徐淑怡 $14400 徐淑卿 $7200 

徐淑婉 $1280 徐淑莉 $7200 徐淑釧 $7200 

徐清晃 $7200 徐翊芳 李俊傑 $400 徐翌哲 $7200 

徐莉莉 $7200 徐莉華 $2200 徐莉萍 $1600 

徐創國 $14400 徐喜珠 $300 徐惠珍 $100 

徐惠娟 $21600 徐敦聖 $1000 徐智忠 $3600 

徐港怡 $7200 徐湘宜 $100 徐菀廷 $200 

徐菊英 $7200 徐華鍈 $14400 徐逸如 $12000 

徐逸娟 $6600 徐開倫 $7200 徐雅芳 $3300 

徐雅雯 $22600 徐雅慧 $143 徐雅蕙 $2200 

徐黃寶珍 $7200 徐意茹 $2400 徐愛雲 $5400 

徐楓雯 $500 徐毓君 $7200 徐源輝 $100 

徐瑀婕 $7200 徐瑋程 $600 徐瑋遙 $1200 

徐瑞玉 $7200 徐瑞昌 $600 徐瑞珍 $14400 

徐瑞修 $600 徐瑞敏 $500 徐瑞霙 $3600 

徐瑞霞 $7200 徐筱婷 $15000 徐裕哲 $100 

徐詩婷 $200 徐詩媛 $2000 徐達光 $12000 

徐鈺媜 $4000 徐嘉芬 $7200 徐嘉玲 $2300 

徐嘉慶 $6000 徐夢霞 $7200 徐寧憶 $51 

徐甄霙 $1000 徐福君 $2000 徐福源 $14400 

徐維淩 $5000 徐維駿 $4000 徐誌瑜 $1000 

徐語綺 $1000 徐豪 $7200 徐銘謙 $143 

徐韶君 $500 徐韶沄 $500 徐鳴 $6000 

徐億佶 $3000 徐劍虹 $14400 徐德宏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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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徐慧珍 $1830 徐慧苓 $7200 徐慧端 $7200 

徐慧蘋 $7200 徐慶珠 $14400 徐樂洋 $4800 

徐潔茹 $1000 徐潤庭 $12180 徐瑩傑 $7200 

徐誼家 $2000 徐憶如 $200 徐穎彤 $200 

徐謂琴 $3000 徐錦芳電機技師事
務所 

$3600 徐蕾 $7200 

徐瓅丞 $500 徐麒武 $7200 徐儷芳 $4800 

徐儷榕 $60000 徐譽玲 $1688 徐懿君 $14400 

挪比工作室 $12000 時台明 $12000 時治室內設計公司 $400 

晏冠仁 $7200 晏揚清 $14400 書記官 $100 

根子堯 $500 桃玉妹 $2000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
中學國文科 

$1000 

殷秋屏 $15000 殷美玉 $600 殷壽忻 $1800 

殷碧吟 $7200 泰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2000 泰鈞營造有限公司 $6000 

浩碩系統整合有限
公司 

$100 涂召昌 $2000 涂玉青 $800 

涂宇智 $100 涂宇寰 $7200 涂亞容 $1000 

涂俊維 $14400 涂美月 $3600 涂若涵 $300 

涂凱文 $500 涂凱琍 $200 涂德惠 $7920 

涂德慶 $3600 涂靜婷 $900 涂鍾琴 $6600 

涂瓊文 $4200 涂麗玉 $3000 涂耀仁 $7200 

特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班鐵翊 $1000 留欣如 $4800 

留浩榮 $200 益泰玻璃有限公司 $7200 益盛國際商行 $12000 

真硯印刷有限公司 $7200 祝秋妍 $3600 祝福 $600 

祝福人 $200 祝遵評 $6000 秦子善 $7200 

秦羽力 $10000 秦呂美玲 $14400 秦念華 $7200 

秦武良 $21600 秦朗 $500 秦復強 $100 

秦照萍 $7200 秦德水 $49200 竝旻貿易有限公司 $1800 

納茲 $100 翁上惠 $2000 翁千惠 $200 

翁子婕 $1200 翁文治 $1000 翁文裕 $14400 

翁以葳 $200 翁永州 $7200 翁永璋 $7380 

翁玉瓊 $14400 翁先生 $100 翁光滿 $8400 

翁光瑩 $21600 翁竹君 $500 翁克全 $50400 

翁志倫 $3600 翁秀娥 $18000 翁秀桃 $7200 

翁秀緞 $7200 翁佳蓮 $6000 翁宜君 $5000 

翁芳澤 $4800 翁俊東 $7200 翁俊逸 $7200 

翁建智 $200 翁玲雯 $100 翁美惠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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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翁英哲 $7200 翁茂峯 $4200 翁郁涵 $1000 

翁家駿 $500 翁挺維 $14400 翁祖清 $2000 

翁國銘 $100 翁婉儒 $1000 翁崇傑 $14400 

翁淑君 $200 翁淑貞 $500 翁淑娥 $6600 

翁笙耀 $3000 翁連寅 $1500 翁雪茹 $2000 

翁雪蓮 $100 翁湘婷 $1000 翁琦鴻 $600 

翁琳惠 $6000 翁舒筠 $9000 翁菁翊 $100 

翁詠淨 $1000 翁雅慧 $7200 翁雲珊 $5000 

翁順禮 $14400 翁愷陽 $100 翁瑜澧 $6000 

翁詩宗 $10000 翁詩怡 $1000 翁頌文 $14400 

翁嘉蓮 $1688 翁榮志 $1000 翁綺鞠 $7200 

翁翠梅 $1688 翁翠陽 $100 翁誌謙 $5000 

翁銘鍵 $14400 翁穎韜 $7200 翁禮祺 $1000 

翁麗美 $7200 翁麗茹 $500 翁麗淑 $2000 

翁麗棋 $2000 翁寶春 $28800 翁儷菁 $7200 

耿玉梅 $7200 耿孝勇 $21600 耿芬 $7200 

耿慧甯 $500 耿冀媛 $12000 袁子庭 $200 

袁中柱 $14400 袁天竑 $300 袁永葆 $7200 

袁立仁 $28800 袁立德 $45600 袁仲毅 $28800 

袁同泰 $7200 袁宏興 $2000 袁邦旗 $100 

袁咏嫻 $1100 袁孟傑 $200 袁孟憶 $4200 

袁定杰 $2688 袁延賡 $7200 袁倫建 $4000 

袁淑韻 $14400 袁紹芸 $13200 袁翔殿 $2000 

袁鈞 $2000 袁煜青 $600 袁瑋鈺 $2800 

袁嘉伶.袁章軒 $7200 袁嘉鴻 $7200 袁慕秋 $600 

袁慧華 $100 袁蓮芝 $6000 袁靜懿 $7200 

袁麗川 $1800 袁耀南 $4000 袁櫻華 $14400 

財團法人久鑫公益基金
會 

$230400 財團法人昭華慈善基金
會 

$1000000 財團法人秋霜紀念基金會 $100000 

財團法人英仕教育基金
會 

$250000 財團法人高清愿紀念慈
母文教公益基金會 

$200000 財團法人高雄市清華荷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00000 

財團法人凱侖教育基金
會 

$50000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
基金會 

$100000 財團法人奧蘿菈人文教育
基金會籌備處 

$10800 

財團法人感恩聖仁社會
福利慈善基金會 

$250000 財團法人新北市承天禪
寺 

$200000 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
金會 

$100000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蘇
玉枝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120000 財團法人劉曜瑋青年國
際志工基金會 

$100000 財團法人譚聖道慈善基金
會 

$271200 

郝冠淵 $200 郝瑞卿 $13200 馬于捷 $1200 

馬于婷 $3000 馬文軒 $43200 馬仲驊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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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馬吉 $200 馬如祺 $7200 馬宏政 $25200 

馬志豪 $8888 馬沛艾 $2000 馬佳伶 $500 

馬孟姚 $36000 馬孟晶 $2100 馬怡如 $2000 

馬信豪 $500 馬羿茹 $100 馬素秋 $3000 

馬國雄 $1100 馬梓倩 $200 馬雪萍 $28800 

馬善威 $1000 馬惠芳 $100 馬湘怡 $6000 

馬湘麗 $7200 馬詠萱 $300 馬慈偵 $7200 

馬聖傑 $1200 馬維農 $16500 馬齊文 $7200 

馬德勳 $7200 馬慧珍 $600 馬誼榛 $2000 

馬藍菁 $1000 馬瓊花 $300 馬麗卿 $7200 

高 $6000 高于雯 $12000 高凡芸 $7200 

高千又 $7200 高子淯 $7200 高子雯 $7200 

高小姐 $500 高天文 $600 高尤傑 $600 

高文彬 $6000 高月琴 $7200 高世洋 $5000 

高弘明 $3000 高玉凌 $7200 高玉彬 $12000 

高玉菁 $7200 高玉潔 $1000 高玉璁 $14400 

高先生 $500 高光復 $14400 高全德 $900 

高宇 $1000 高年億 $14400 高竹秀 $7200 

高至立 $200 高行慈善基金會 $36000 高志誠 $13000 

高李宇晟 $10400 高沛弘 $7200 高秀英 $7200 

高秀卿 $2000 高秀琴 $3600 高秀璧 $2000 

高佩玲 $14400 高佳荷 $21600 高佳鈴 $100 

高孟君 $4800 高宗成 $1800 高宛甄 $400 

高宜伶 $3800 高宜婕 $1000 高忠煌 $1200 

高念祖 $100 高昇文理補習班 $200 高昇運動 CEO $300 

高明厚 $2000 高欣宜 $2200 高欣玲 $7200 

高炎姬 $6000 高芝瑩 $2000 高芳俞 $500 

高金龍 $1000 高長義 $14400 高俊文 $7200 

高俊彥 $7800 高品雯 $2000 高昱琪 $2200 

高洋明 $1200 高玲麗 $7200 高皇明 $500 

高秋萍 $7200 高秋滿 $7269 高美華 $100 

高美燕 $200 高苙娟 $7200 高若婕 $600 

高若歆 $600 高若瑜 $14400 高郁君 $8400 

高郁涵 $500 高悅珊 $1000 高振傑 $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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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高偉哲 $7200 高健誠 $7200 高啓源 $5500 

高啟專 $7800 高啟源 $7200 高國卿 $3000 

高國宸 $14400 高國強 $1000 高國華 $7200 

高培文 $900 高培昀 $100 高婉珊 $3000 

高婉容 $7200 高婕凌 $7200 高婕容 $1600 

高張金燕 $100 高敏瓊 $500 高晨瑋 $1000 

高曼娟 $1800 高梅 $6600 高淑娟 $10350 

高淑真 $600 高淑華 $14400 高淑慧 $20000 

高琇春 $2000 高莉紅 $21600 高莉美 $7200 

高莫童 $6000 高勝利 $7200 高勝儀 $2700 

高勝慶 $3000 高惠貞 $12000 高湶泳 $7200 

高菲菲 $200 高貴昆 $1500 高雅鈴 $1200 

高雅麗 $2000 高雯雯 $7200 高愷駿 $19800 

高慈慧 $14400 高敬棠 $7200 高新又 $500 

高毓甄 $1100 高瑋婷 $200 高瑞香 $50 

高瑞雲 $1600 高筠涵 $3000 高筱茵 $143 

高筱媛 $3600 高義勛 $3600 高聖凱 $100 

高詩涵 $8400 高詩婷 $100 高鈺淇 $200 

高靖甯 $300 高嘉玲 $3000 高嘒諭 $300 

高榮伸 $2400 高滿蓉 $10000 高碧祥 $1200 

高碧霞 $200 高禎鞠 $7200 高綺憶 $2000 

高豪志 $8200 高豪璟 $1200 高豪禪 $7200 

高銘彣 $7200 高銘斈 $14400 高銘甫 $300 

高銘輝 $500 高銘謙 $14400 高銘鴻 $4800 

高儀涵 $600 高億軒 $3000 高廣 $100 

高廣權 $7200 高德祥 $14400 高德雲 $7200 

高慧芳 $200 高慧華 $7200 高賜寶 $14400 

高質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6000 高曉君 $2000 高藙展 $2000 

高麗美 $42000 高麗英 $1200 高麗雪 $7200 

高鶴純 $14400 高艷芬 $7200 鬼爪 $3000 

偉成資訊科技有限
公司 

$12000 偉祥包裝 郭國彬 
陳雪梅 郭詠琪 郭
詠琳 

$500 健鈦實業有限公司 $14400 

區玉瓊 $1000 唯立有限公司 $43200 商益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商繡纓 $1200 國裕生活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0 堵秋樺 $100 

婁子開 $500 崔小時 $100 崔台鳳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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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崔秉鉞 $12000 崔泉生 $14400 崔宸瑞 $10800 

崔淑惠 $2000 崔雅雲 $7200 崔傳誼 $2000 

崔寧芯 $10800 崔靜薇 $14400 常貽華 $7200 

常肇芬 $7200 康文燕 $4800 康玉瑩 $1800 

康亦文 $1000 康有民 $21600 康明昭 $7200 

康欣怡 $7200 康芳瑜 $7200 康采藥局 $14400 

康美學 $7200 康倩毓 $500 康哲瑋 $1200 

康家榕 $7200 康恩綺 $500 康晉維 $1000 

康益榮 $1000 康祐榕 $7200 康素月 $21600 

康偉新 $7200 康婉君 $4800 康雅妘 $600 

康雅玲 $2100 康雅菱 $14400 康意沄 $1500 

康毓紋 $7200 康麗芬 $7200 康麗萍 $1000 

庸鑫模具股份有限
公司 

$500 張 $2800 張乃仁 $7200 

張乃引 $7200 張力中 $1500 張力仁 $6000 

張力心 $1200 張力文 $100 張士騁 $100 

張子均 $300 張子婷 $600 張子絜 $3000 

張小米 $300 張小姐 $400 張小夏 $2400 

張小娟 $21600 張小琴 $5400 張小燕 $600 

張小蘭 $7200 張中瀚 $7200 張丹亭 $800 

張之華 $7200 張之瑄 $200 張予馨 $600 

張云馨 $6000 張元小米 $100 張勻 $7200 

張勻庭 $600 張升輔 $7200 張友律 $4800 

張友柏 $600 張友誠 $1200 張天寸 $6000 

張尹柔 $600 張心平 $14400 張心怡 $1300 

張心榆 $7200 張心寧 $7200 張文人 $600 

張文弘 $7200 張文昌 $1000 張文哲 $300 

張文振 $7200 張文益 $14400 張文勝 $4200 

張文豪 $7200 張文輝 $17200 張文鴻 $7200 

張日養 $100 張月桂 $9240 張月華 $14400 

張月雲 $7200 張木信 $7200 張水田 $14400 

張水圳 $21600 張世昌 $1100 張世杰 $200 

張世屏 $57600 張世斌 $200 張世勳 $1000 

張仕勳 $600 張仕龍 $200 張以琁 $1800 

張功弦 $300 張卉雯 $100 張可欣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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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張巧莃 $7200 張巧渘 $4200 張巧燕 $200 

張幼華 $500 張弘軒 $1575 張戊榮 $7200 

張正中 $7200 張正仁 $12000 張正宗 $7200 

張正宜 $5400 張正華 $2000 張永昌 $21600 

張永新 $100 張永農 $4800 張永興 $100 

張玉民 $7920 張玉芬 $600 張玉茹 $100 

張玉菊 $12000 張玉絹 $8000 張玉慧 $7200 

張立仁 $7200 張立辰 $100 張丞堯 $5000 

張亦翔 $7200 張伊瑋 $66000 張伊齡 $7200 

張兆雲 $12000 張先生 $750 張圳成 $7200 

張如柏 $7200 張如飛 $14400 張如瑩 $7800 

張宇承 $1200 張宇棠 $600 張宇逵 $7200 

張守正 $143 張安妘 $2257 張安沄 $14400 

張有貴 $1000 張江城 $7200 張羽彤 $1122 

張羽忻 $3000 張自欣 $5400 張伯瑋 $7200 

張位曲 $6854 張佑吉 $1800 張佑維 $1280 

張克源 $7200 張利安 $7000 張劭儀 $2000 

張吟帆 $2000 張呂琦 $1600 張夆名 $7200 

張妍停 $1200 張妍羚 $500 張妤菡 $7800 

張宏君 $114400 張宏明 $100 張宏寧 $1000 

張宏毅 $600 張岐衡 $600 張希雯 $600 

張廷毓 $7200 張廷瑋 $7200 張廷誠 $500 

張志民 $6600 張志全 $7200 張志成 $7200 

張志村 $200 張志汖 $14400 張志杰 $100 

張志芬 $7200 張志偉 $3200 張志愷 $21600 

張志嘉 $7200 張沂州 $7200 張沛勻 張沛文 $7200 

張沛淋 張騰榮 $7200 張秀子 $7200 張秀月 $100 

張秀如 $2000 張秀芝 $1280 張秀珍 $7200 

張秀英 $14400 張秀娟 $29200 張秀梅 $4000 

張秀婷 $200 張秀琴 $18086 張秀蓉 $7200 

張秀鳳 $7200 張秀慧 $7200 張秀蓮 $7400 

張秀蕙 $8400 張秀霞 $7200 張秀蘭 $6000 

張秀鑾 $14400 張育琪 $200 張育慈 $2400 

張育瑄 $7200 張育誠 $2000 張育嘉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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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張育綺 $400 張育銨 $100 張良澤 $500 

張芃 $900 張走 $1000 張亞芬 $21600 

張亞潤 $1200 張京城 $23400 張佩臻 $10800 

張佳怡 $2500 張佳苓 $1000 張佳惠 $36000 

張佳華 $600 張佳瑜 $333 張侑湘 $2000 

張依樺 $300 張典明 $1000 張坤進 $71 

張孟凡 $7200 張孟元 $500 張孟昕 $7200 

張孟琦 $3000 張宗勇 $7200 張宗聖 $10180 

張定洋 $5000 張宛蓉 $2000 張宜釩 $1200 

張尚偉 $1600 張幸治 $7200 張忠誠 $7200 

張怡文 $7200 張怡玲 $100 張怡倩 $7200 

張怡真 $1000 張怡偉 $1000 張怡琳 $200 

張承平 $2400 張承樹 $7200 張招治 $7100 

張招美 $32400 張明月 $36000 張明治 $14400 

張明建 $7200 張明玲 $1400 張明容 $7200 

張明振 $7200 張明珠 $6400 張明堂 $7200 

張明傑 $7200 張明智 $100 張明琪 $900 

張易鈞 $200 張欣怡 $2000 張治芳 $200 

張泫沛 $200 張炎烽 $400 張玫芬 $2400 

張秉仁 $57600 張芝華 $400 張芝瑜 $600 

張芝綺 $500 張芩瑜 $200 張芫菖蕭珮儀 $500 

張芮芳 $500 張芯瑜 $7700 張芳卿 $1280 

張芳瑜 $38200 張芳綺 $2000 張芳銘 $100 

張芷欣 $6000 張芷瑄 $600 張芷瑜 $11300 

張芸華 $1200 張芸慈 $200 張芸禎 $36000 

張芸潔 $400 張金春 $7200 張金鯤 $400 

張阿梅 $2000 張俊南 $2000 張俊彥 $300 

張俊發 $7200 張俊發 呂岱玲 $5000 張俊譽 $103 

張信忠閤家 $3000 張信雄 $200 張冠婷 $1000 

張勁 $100 張勇嘉 $1200 張厚起 $21600 

張城逢 $3000 張姿敏 $5400 張宥明 $1000 

張屏芳 $7200 張建民 $1000 張建毅 $6000 

張彥堂 $2000 張思云 $7200 張思潔 $600 

張恒瑜 $7200 張政健 $19920 張政雄 $7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72.-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張春富 $20000 張昭仁 $500 張昭富 $500 

張昭晴 $1200 張昭陽 $7200 張柏駿 $1200 

張洋齡 張語晅 汪
雅琳 

$1000 張炳榮 $1000 張玲子 $5000 

張玲芬 $3000 張珍雲 $6160 張盈潔 $200 

張秋美 $100 張秋虹 $500 張秋惠 $1000 

張秋澄 $15200 張秋燕 $7200 張美代 $7200 

張美秀.鄭溪冬 $15600 張美玲 $4560 張美英 $7200 

張美香 $53 張美娟 $7200 張美容 $2000 

張美珠 $1000 張美淑 $6000 張美惠 $7200 

張美惠 $1000 張美琪 $100 張美華 $21600 

張美瑞 $2000 張美鳳 $15400 張苓綾 $100 

張苔萍 $14400 張英瑋 $14400 張貞英 $7200 

張郁琴 $7200 張修維 $28800 張修銘 $6000 

張倚瓏 $5080 張凌芝 $1200 張原松 $7200 

張哲宇 $12000 張哲禎 $7200 張哲維 $7200 

張哲銘 $1300 張哲瀚 $1200 張宴菖 $34400 

張家坤 $15600 張家杭 $7200 張家芬 $7200 

張家萍 $300 張家愷 $7200 張家瑋 $500 

張家瑜 $5000 張家誠 $7200 張家榮 $6100 

張家維 $19590 張家綺 $100 張家蓁 $100 

張家豪 $14700 張家輔 $7200 張容瑜 $100 

張容豪 $10000 張展誠 $2000 張展豪 $1000 

張峪瑄 $1000 張峰旭 $6600 張峰榮 $12000 

張峻榮 $72000 張峻蜼 $200 張師孟 $12000 

張席瑋 $14400 張庭毓 $100 張庭瑜 $3300 

張恩 $7200 張恩禎 $100 張恩靜 $200 

張振良 $100 張振宗 $200 張振原 $7200 

張振華 $7200 張振銘 $100 張振徽 $5400 

張時瀛 $5000 張晃龍 $600 張晉榮 $3600 

張晉閣 $7200 張書彩 $14400 張書堯 $14400 

張書榮 $7200 張書豪 $500 張栗蘋 $1000 

張格維 $200 張桂芬 $21600 張桂貞 $2200 

張桂珠 $2000 張桂菁 $1000 張桂瑜 $600 

張桂嘉 $7200 張桂綱 $4500 張殷愷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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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張泰祥 $12000 張浩瑄 $200 張海清.孫華琪 $14400 

張涓季 $1000 張淯茜 $12000 張珠如 $9900 

張珮涵 $600 張珮淳 $7200 張益崇 $7200 

張益順 $21600 張益誠 $500 張益維 $3000 

張真樺 $3600 張祖武 $7200 張祖烈 $7200 

張秝蓁 $300 張純治 $33600 張純芳 $1200 

張純雯 $6000 張純嘉 $1300 張紜蓉 $300 

張素月 $100 張素玉 $7200 張素芳 $7200 

張素貞 $7200 張素卿 $700 張素菱 $7200 

張素碧 $7200 張素慧 $7200 張翁月琴 $14400 

張耿祥 $5000 張耿愷 $500 張耿瑜 $2000 

張耿睿 $150 張茗芯 $7200 張茗棋 $500 

張茹慧 $7200 張訓憲 $7200 張財福 $15000 

張軒嘉 $500 張郡庭 $7200 張郡嫻 $200 

張偉德 $6600 張偉賢 $7200 張啟宗 $2000 

張啟明 $7200 張國浩 $14400 張國基 $6600 

張國興 $24400 張基郁 $7200 張堂裕 $2000 

張堃胤 $7200 張婉玫 $7200 張崇益 $3000 

張崇溫 $7200 張崇潔 $1000 張常威 $7200 

張康一 $7200 張康華 $2000 張彩琴 $7200 

張彩霞 $3600 張惟翔 $200 張敏宏 $5000 

張敏玲 $100 張敏紅 $500 張敏哪 $7200 

張梅英 $2000 張梤溢 $23000 張涵愉 $500 

張淑如 $50000 張淑芬 $14400 張淑芬 $1500 

張淑屏 $100 張淑玲 $13688 張淑珍 $100 

張淑娟 $15600 張淑珒 $7200 張淑淳 $12000 

張淑媛 $14400 張淑惠 $8100 張淑華 $7200 

張淑鈴 $100 張淑慧 $58470 張淑誼 $100 

張淑豐 $200 張淑蘭 $7200 張淳淇 $100 

張淳翔 $500 張淳軫 $600 張淳臻 $7200 

張添福 $7200 張清水 $1000 張琇婷 $100 

張琇鈺 $1000 張盛全 $14400 張莉玲 $7200 

張莉苓 $7200 張莉茵 $7200 張莉莉 $300 

張莉琴 $14400 張莉萍 $7200 張莒芸 $1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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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張許秋珠 $7200 張速真 $7200 張陳素月 $7200 

張雪虹 $7200 張傑陽 $7200 張傑誠 $7200 

張傢豪 $8400 張凱昕 $3000 張凱茵 $100 

張凱傑 $5400 張凱程 $900 張凱翔 $1260 

張勝鈞 $7700 張博堯 $7200 張善筑 $3000 

張喜廣 $7200 張喬鈞 $300 張喬雯 $300 

張喬瑜 $1200 張婷婷 $7200 張婷晴 $500 

張媁雯 $21600 張富邦 $7200 張富東 $7200 

張富冠 $12000 張富政 $7200 張富期 $1200 

張巽昌 $100 張惠君 $2000 張惠炷 $100 

張惠珊 $400 張惠娟 $600 張惠淳 $500 

張惠華 $1000 張惠雯 $16500 張惠靖 $4200 

張揚民 $7200 張敦斐 $600 張景渝 $3600 

張景皓 $7200 張景翔 $200 張晴心 $2000 

張智涵 $600 張智凱 $11160 張智凱 張智光 $12000 

張智嵐 $600 張智超 $7200 張智誠 $4200 

張智豪 $100 張朝斌 $7800 張朝陽 $7200 

張朝義 $7200 張棟森 $200 張棠甯 $500 

張植鈞 $500 張植雄 $43200 張欽明 $36000 

張欽棠 $7200 張湘雲 $500 張焫焉 $100 

張琔埬 $7200 張琡苹 $14400 張琦霈 $4000 

張琪英 $1000 張琪惠 $7200 張琬琳 $100 

張琬蕎 $200 張琳 $200 張甯涵 $1200 

張甯雅 $400 張皓勛 $3200 張皓媖 $1000 

張程皓 $3600 張竣凱 $1000 張竤虛 $100 

張筑聿 $7200 張紫彤 $1688 張紫能 $7200 

張紫璇 $14400 張翔皓 $7200 張舜超 $200 

張菀庭 $200 張菁芬 $7200 張菊妹 $9500 

張華庭 $3000 張詒婷 $10800 張詠欣 $1500 

張詠亮 $4800 張詠茹 $600 張詠凱 $1300 

張詠惠 $7200 張詠翔 $3688 張詠隆 $1000 

張貽茜 $200 張軫評 $200 張進益 $7200 

張逸宸 $7200 張逸雯 $14400 張閔茹 $1000 

張雅欣 $1500 張雅芬 $600 張雅玲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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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張雅淳 $15600 張雅琇 $7200 張雅婷 $7400 

張雅惠 $2000 張雅晴 $1200 張雅筑 $3200 

張雅鈞 $18800 張雅雯 $2700 張雅雲 $1000 

張雅綺 $6600 張雯婷 $7200 張雯雯 $4200 

張順昌 $24000 張黃秀琴 $3600 張傳甫 $3000 

張傳琳 $2000 張圓 $7200 張圓珠 $7200 

張圓圓 $14400 張愛金 $5400 張愛卿 $7200 

張愛敏 $8400 張愷桀 $1000 張慈芳 $100 

張慈娟 $600 張慈晏 $7200 張慈偉 $200 

張慈婷 $3600 張慈蕙 $6000 張敬苓 $3600 

張新煉 $60000 張會淨 $1400 張楓枝 $7200 

張毓欣 $7200 張毓琦 $10000 張溪南 $600 

張滄誠 $7200 張煒杰 $600 張煥堂 $7200 

張照世 $7200 張猷忠 $7200 張瑀芯 $22000 

張瑀倫 $6600 張瑀宸 $10000 張瑀真 $300 

張瑋倫 $200 張瑋婷 $600 張瑛 $7200 

張瑛珍 $2400 張瑜珍 $3500 張瑜容 $1000 

張瑞昇 $7200 張瑞芳 $8100 張瑞青 $1000 

張瑞玲 $7800 張瑞棋 $11000 張瑞翔 $888 

張瑞蓉 $112 張瑞鏜 $7200 張瑞蘭 $5000 

張瑞鑾 $7200 張綉綢 $21600 張聖松 $6000 

張裕昇 $6000 張詩妤 $7200 張詩晨 $7200 

張誠 $16800 張誠豫 $600 張運炳 $1200 

張道城 $600 張道原 $500 張釉棠 $2000 

張鈺淳 $7200 張鈺艷 $36000 張鉯茹 $200 

張雋瑋 $100 張靖以 $7200 張嘉云 $1280 

張嘉文 $1600 張嘉芝 $4200 張嘉芳 $1800 

張嘉玲 $10000 張嘉真 $14400 張嘉祐 $100 

張嘉琳 $200 張嘉慧 $400 張嘉臻 $600 

張嘉鎂 $4800 張嘉麟 $7800 張境恩 $3600 

張壽齡 $14400 張夢庭 $100 張廖年任 $3000 

張榕真 $1000 張榮志 $100 張榮松 $7200 

張榮娟 $300 張榮訓 $7200 張榮發 $14400 

張榮霖 $43200 張榮豐 $7000 張漢中 $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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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張甄恬 $3000 張睿云 $7200 張睿宸 $500 

張睿晟 $400 張碧玉 $21600 張碧玲 $10800 

張碧珊 $6000 張碧倫 $7200 張碧遜 $7200 

張碧霞 $2400 張禎芸 $2480 張禎祐 $100 

張福今 $7200 張維仁 $7200 張維忠 $12000 

張維朋 $3100 張維珊 $7200 張維哲 $1000 

張維庭 $7200 張維真 $21600 張維華 $1800 

張維煌 $500 張綵軒 $7200 張綺秋 $2000 

張綺蘭 $500 張翠芳 $14400 張翠娥 $14400 

張翠鳳 $7200 張蓓玲 $100 張誌宇 $7200 

張語倢 $7200 張語庭 $14900 張語恩 $200 

張語潔 $1200 張趙淑珍 $7200 張銘宏.張育維.張
栢榞.張栢瑞.陳如
嫻.洪琬琳.張芝珮 

$7800 

張銘峰 $1200 張銘祐 $3100 張鳳如 $7200 

張儀貞 $6600 張勰懿 $500 張增凰 $7200 

張廣正 $7200 張德昭 $21600 張德瑞 $19800 

張慕夏 $1000 張慧如 $7700 張慧安 $5400 

張慧怡 $1800 張慧英 $14400 張慧貞 $600 

張慧敏 $7200 張慧雯 $7300 張慧端 $100 

張慶傳 $57600 張瑩雯 $7200 張鄭秋榮 $14400 

張鋅祺 $1200 張震揚 $7200 張黎琴 $7200 

張憲光 $28800 張暻昀 $7200 張曉君 $100 

張曉芳 $9200 張曉瑜 $6000 張曉鈴 $6600 

張曉甄 $100 張曉臨 $7400 張樹禮 $7200 

張燕萍 $7200 張穎奇 $2100 張穎珊 $800 

張穎貞 $7200 張蕊蕊 $250 張蕓韓 $200 

張蕙雯 $14400 張蕙蘭 $1300 張諭瑛 $200 

張賴淑真 $400 張錦泉 $300 張錦龍 $1000 

張錦濤 張詠婕 $20000 張錦鴻 $6600 張靜 $7200 

張靜怡 $400 張靜茹 $300 張濰鵬 $2000 

張翼 $100 張聯蓉 $1200 張聰英 $2000 

張薏蕠 $3000 張駿義 $7200 張鴻文 $1000 

張鴻志 $5000 張鴻斌 $6500 張䕒璘 $1000 

張簡桓羽 $500 張簡淑貞 $800 張簡義璽 $1280 

張簡聖哲 $7200 張簡裕豐 $12000 張簡銘傑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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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張簡麗卿 $14400 張簣蘭 $7200 張薰菊 $300 

張薷方 $1000 張藏文 $1000 張豐淦 $18000 

張豐裕 $1000 張懷恩 $1200 張瀞予 $200 

張瀞今 $1600 張瀞心 $6600 張瀞文 $3000 

張瓈云 $1200 張瓊云 $3600 張瓊文 $3600 

張瓊月 $14400 張瓊珠 $7200 張瓊茵 $7200 

張藝宣 $14400 張藝齡 $21600 張韞玉 $14400 

張麗玟 $28800 張麗珍 $5280 張麗美 $3000 

張麗珠 $1000 張麗敏 $2000 張麗菁 $14400 

張麗雲 $600 張麗蜜 $3600 張麗慧 $1400 

張麗蕙 $12000 張麗霜 $14400 張寶玉 $3600 

張寶珠 $13000 張寶源 $11000 張寶寬 $600 

張競輝 $600 張耀 $500 張耀宗 $500 

張耀杰 $7200 張耀聖 $18000 張耀瓏 $2000 

張譯允 $5400 張議榮 $7200 張鏸文 $2000 

張馨 $500 張馨予 $151 張馨云 $500 

張馨文 $7800 張騰元 $5600 張儷瓊 $7200 

張櫻馨 $2000 張譽宸 $700 張譽譯 $14400 

張譽馨 $7200 張懿瑜 $7200 張權 $6000 

張艷珍 $6600 張驥 $60000 彩田蘭園 $5008 

戚中衍 $7200 戚宏菱 $600 戚嫚甯 $7200 

戚蕙萍 $8200 捷用不動產股份有
限公司 

$1000 捷思達數位開發有
限公司 

$2000 

敏業實業有限公司 $7200 敖祥玲 $128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 

$121557 

晨唯國際有限公司 $300 晨華醫療器材有限
公司 

$1200 曹中雄 $28800 

曹中興 $7200 曹文建 $14400 曹文玲 $10000 

曹文靜 $7200 曹司玉 $7200 曹正謙 $6000 

曹玉桂 $7200 曹沐瀠 $7200 曹沛琦 $23600 

曹佳君 $7200 曹宜峯 $14400 曹宜蓁 $7200 

曹治民 $14400 曹芯綾 $21600 曹建偉 $29800 

曹英花 $100 曹峰愷 $200 曹桂芬 $5400 

曹茲偉 $14400 曹軒睿 $200 曹國良 $7200 

曹敏莉 $7200 曹淑婉 $7200 曹莊秋玉 $6000 

曹琬琳 $3000 曹雅威 $100 曹雅棋 $300 

曹媽媽 $700 曹瑜綺 $600 曹瑞庭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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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曹慧菁 $2888 曹薰憑 $7200 曹瓊方 $14400 

曹寶壬 $14400 曹齡之 $1600 曹顧雲美 $1000 

梁女丹 $10000 梁元文 $33600 梁友蓉 $500 

梁文枝 $7200 梁文馨 $100 梁方澄 $1000 

梁世昌 $7200 梁巧呢 $7200 梁平貴 $28800 

梁正宏 $1000 梁玉珍 $1200 梁立倫 $300 

梁名生 $6600 梁旭昇 $12000 梁冶劦 $1000 

梁君安 $7200 梁宏斌 $7200 梁志鴻 $7200 

梁汪鸛 $10000 梁育銓 $200 梁孟浩 $1200 

梁尚志 $100 梁尚豪 $7800 梁芷嫚 $200 

梁金平 $1280 梁金煜 $6000 梁信義 $7200 

梁恬漪 $100 梁洸禔 $13800 梁美鳳 $7200 

梁倨榮 $7200 梁家可 $3600 梁家華 $143 

梁家瑜 $3000 梁家睿 $2000 梁家鴻 $400 

梁容慈 $800 梁庭薇 $200 梁振宗 $36000 

梁振祐 $28800 梁書華 $9600 梁淯期 $300 

梁耕宇 $7200 梁惇惠 $7200 梁淑美 $1280 

梁淑貞 $3600 梁淑靜 $7200 梁翊漩 $100 

梁堯欽 $300 梁富翔 $9000 梁景宏 $400 

梁琬雯 $6000 梁竣詠 $7200 梁筑雰 $2000 

梁詠瑄 $7200 梁雅鈞 $100 梁筠筠 $500 

梁靖怡 $1000 梁嘉芳 $200 梁嘉棋 $600 

梁榮貴 $100 梁銘 $6000 梁銘忠 $1000 

梁銘顯 $14400 梁慧娟 $143 梁慧蘭 $3600 

梁潔茹 $7200 梁黎芳 $14400 梁曉雯 $21600 

梁謙聰 $7200 梁嬿琇 $600 梁瓅勻 $7200 

梁麗香 $2100 梁麗卿 $10000 梁鏵方 $1200 

梁馨怡 $1000 梁譽燊 $7200 梅天君 $5400 

梅玉驊 $7200 梅統有限公司 $1000 梅華英 $100 

梅慕敏 $7200 涵湘詹 $2000 淑貞 $500 

淡水涵碧園別墅住
戶大善人 

$27000 淨空之友社 $100 現代財富科技有限
公司 

$545 

產 $100 產房 簡心穎 $3600 畢力云 $2000 

畢崇彩 $3400 畢惠鈞 $7200 畢鳳英 $14400 

畢劍如 $21600 盛吉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3000 盛旭隆 $2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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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盛皖芸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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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0 祥靈企業有限公司 $7200 章文賢 $14400 

章劭仁 $14400 章季芸 $2888 章宛菁 $1000 

章岳岑 $2000 章堅 $21600 章順敏 $500 

章毓珊 $200 笙發國際有限公司 $7200 符元馨 $500 

符仙 $7200 符建中 $14400 符桂英 $1000 

符愛珍 $100 符曉豪 $1000 符懋佐 $7200 

符懋佑 $7200 符鴻志 $1000 第二計劃股份有限
公司 

$2500 

第十四設計事業有
限公司 

$14400 粘宛鈺 $600 粘旻祺 $100 

粘芷芸 $100 粘峻誌 $200 粘智強 $5000 

粘毓華 $3500 粘嚴罄 $7200 統一數位翻譯股份
有限公司 

$3000 

統賀冷凍食品有限
公司 

$72000 莊人龍 $100 莊又蓁 $3600 

莊千嬉 $100 莊千慧 $2000 莊大利 $200 

莊子萱 $100 莊子儀 $500 莊小姐 $200 

莊山明 $14400 莊介元 $21600 莊文鈞 $12860 

莊方齊 $1000 莊月玲 $12000 莊正義 $9000 

莊永少 $4800 莊永良 詹佳霓 $500 莊永怡 $7200 

莊玄晏 $1520 莊玉如 $55800 莊玉昕 $11988 

莊禾慶 $100 莊亦帆 $3000 莊吉成 $2000 

莊希聖 $14400 莊育慧 $8000 莊良吉 $2000 

莊佩芳 $300 莊佳窈 $7200 莊侑展 $100 

莊奇峰 $600 莊妮勻 $300 莊孟霓 $2000 

莊宜安 $600 莊宜珊 羅珮溱 陳
易恩 

$300 莊宜甄 $500 

莊尚儒 $600 莊岳儒 $14400 莊怡娟 $2000 

莊承祐 $1000 莊明傑 $5000 莊東峯 $21600 

莊東穎 $14400 莊林盛 $600 莊欣霓 $3600 

莊芯淳 $1200 莊芳憶 $6600 莊金召 $72000 

莊雨帆 $1200 莊宥榆 $200 莊建堂 $1500 

莊政霖 $6600 莊玲君 $2000 莊玲玲 $7200 

莊美花 $33800 莊美婷 $100 莊美惠 $1500 

莊英松 $500 莊英傑 $7200 莊郁琳 $7200 

莊家昌 $14400 莊家荷 $8000 莊家源 $200 

莊家蘭 $2000 莊振發 $14400 莊振賢 $1500 

莊浩杰 $14400 莊素珠 $36000 莊素琴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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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莊國裕 $21600 莊國鑫 $9000 莊崇立 $10000 

莊梅芬 $3000 莊涴茹 $13600 莊淇詠 $7200 

莊淑惠 $500 莊淑華 $7200 莊淑慧 $200 

莊淨雯 $1200 莊莉葳 $7200 莊連雪 $6600 

莊凱媛 $2000 莊凱雯 $19200 莊博宇 $200 

莊博涵 $1200 莊媁婷 $1000 莊媛茹 $1000 

莊富姬 $1000 莊復貴 $5600 莊惠茹 $7200 

莊惠淳 $500 莊景凱 $500 莊智凱 $200 

莊棠茵 $2000 莊植焜 $9600 莊竣凱 $1000 

莊粢琁 $200 莊翔任 $300 莊詠丞.莊鎧睿 $7200 

莊詠棋 $7200 莊貴祊 $5400 莊閔智 $100 

莊雅如 $7200 莊雅婷 $2400 莊雅嵐 $7200 

莊雅然 $500 莊雅筑 $500 莊雅祺 $21600 

莊雯秋 $14400 莊雯惠 $1000 莊順和 $7200 

莊楊秀蘭 $300 莊歆婕 $1500 莊瑞隆 $7200 

莊瑟芬 $7200 莊筱怡 $300 莊鈴樂 $3000 

莊榮昌 $28800 莊福森 $7200 莊翠雲 $14400 

莊遠明 $3200 莊寬富 $200 莊慧君 $6600 

莊慧珍 $107200 莊燕 $7200 莊蕙菱 $200 

莊蕙琿.莊上逸 莊智
翔 

$10800 莊錦雲 $4200 莊靜和 $50000 

莊靜芳 $6600 莊燦皇 $10800 莊璦寧 $600 

莊駿羚 $200 莊鴻文 $9200 莊鴻翔 $7200 

莊曜宇 $600 莊瀅 $2400 莊禮銘 $3600 

莊雙 $7200 莊麗美 $7200 莊麗鈴 $100 

莊馨儀 $2000 莊蘭馨 $7200 莫子沂 $100 

莫少閒 $2000 莫宜臻 $7200 莫念蘭 $7200 

莫洱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00 莫振濤 $200 莫書安 $500 

莫茜伃 $7200 莫雪卿 $14400 莫華珍 $7200 

許 Jessica $7200 許人仁 $300 許中仁 $14400 

許中熹 $43200 許介瑛 $14400 許元鐘 $7200 

許少誠 $200 許文信 $16800 許文斌 $600 

許文溱 $100 許文達 $100 許文勳 $7200 

許方慈 $1000 許月鳳 $14400 許世宗 $1000 

許世揚 $3000 許世榮 $14400 許主盈 $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81.-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許仕育 $600 許冬花 $16005 許卉喬 $36000 

許巧宜 $7200 許正忠 $7200 許正威 $2000 

許正源 $400 許永雄 $7200 許永擇 $3600 

許玉玲 $7300 許玉珍 $8100 許玉粉 李坤 李欣
諾 李馥君 李柏辰 

$1000 

許玉璞 $14400 許石丁 $2000 許伊倫 $222 

許如玉 $3600 許宇龍 $7200 許有維 $1600 

許百(冬阝) $1000 許君寗 $14400 許君瑋 $1688 

許廷彰 $1200 許志豪 $14400 許志賓 $900 

許志銘 $7200 許志衡 $200 許攸甄 $1000 

許李寶珠 $3600 許秀如 $400 許秀鳳 $9200 

許秀薇 $1200 許育華 $2000 許育聖 $100 

許言馨 $500 許佩琪 $200 許坤松 $14400 

許坤源 $2000 許坤誠 $86400 許季睦 $14400 

許宗維 $2000 許定寰 $14400 許岱玟 $7200 

許岳飛 $7200 許忠志 $1000 許忠法 $32400 

許怡菁 $500 許昆崎 $1200 許明得 $6000 

許欣瑜 $1500 許玬云 $7200 許秉源 $5000 

許芮瑄 $7200 許芳宜 $500 許芳慈 $7200 

許芳毓 $500 許芳瑜 $400 許芷瑤 $500 

許芷綾 $7200 許采翎 $5000 許金霞 $72000 

許金鶯 $2000 許阿田 $14400 許俊文 $7200 

許俊偉 $7200 許俊豐 $14400 許勇智 $7200 

許品萱 $4200 許宥慈 $600 許建忠 $7200 

許恆慈 $100 許恒榮 $500 許春蘭 $7200 

許昱群 $1000 許為傑 $28800 許玲美 $7200 

許玲尊 $100 許癸鎣 $7200 許盈潔 $200 

許秋玲 $14400 許秋媛 $600 許美玲 $13200 

許美珠 $7200 許美華 $2500 許耐煩 $72000 

許英豪 $500 許茂榮 $3000 許郁文 $2400 

許郁琦 $14400 許郁萱 $600 許倩汝 $2000 

許哲毓 $1000 許哲瑋 $4770 許哲禕 $3960 

許哲銓 $3000 許夏銘 $1200 許娉婉 $500 

許家卉 $1000 許家玉 $2000 許家欣 $1000 

許家偉 $100 許家莉 $100 許家菱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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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許家瑀 $7200 許家瑄 $7200 許家榮 $6200 

許家維 $1500 許家綺 $7200 許家綾 $7200 

許峯彰 $16200 許峰珠 $7200 許峻瑀 $100 

許峻瑋 $14400 許庭榛 $7200 許恩慈 $1200 

許恩維 $600 許恭維 $1000 許振川 $14400 

許振昌 $21600 許振原 $7200 許時珧 $14400 

許晉維 $7200 許晏崙 $7000 許晏甄 $200 

許書涵 $600 許書豪 $1000 許海喬 $12000 

許淯婷 $100 許珮慈 $1200 許益昌 $1000 

許益鳴 $2188 許真真.顧勝明.顧宜
庭.顧芮姍 

$500 許真豪 $7200 

許祐晨 $200 許祐菱 許力元 $7200 許祐銘 $10000 

許秝豪 $700 許素芬 $1000 許素姿 $14400 

許素凌 $6100 許素卿 $3600 許素惠 $4800 

許素職 $7200 許耘菘 $600 許茹蓉 $7200 

許起鳳 $7200 許釗涓 $14400 許高峯 $500 

許國賢 $7200 許婉碧 $500 許張金盆 $300 

許得昌 $7200 許惟茹 $100 許敏溶 $2000 

許梅 $216000 許淑女 $1000 許淑幸 $3600 

許淑芬 $6100 許淑芳 $34800 許淑玲 $9600 

許淑珍 $8700 許淑淩 $1000 許淑琇 $6000 

許淑嵐 $1000 許淑華 $7200 許淑萍 $2100 

許淑雯 $200 許淑慈 $1000 許淑燕 $2560 

許淙銓 $32490 許淳慈 $1000 許清泉 $100 

許清泉 吳錦霞 $7200 許清閔 $14400 許理鈞 $500 

許琇涵 $500 許琇婷 $1500 許紹業 $34080 

許莉莉 $1500 許凱雯 $100 許勝弘 $3600 

許善富 $5400 許喜真 $14400 許喬茵 $900 

許堯卿 $500 許婷琪 $7200 許富美 $2500 

許富展 $600 許惠珍 $14400 許惠萍 $14400 

許揚 $3000 許景棠 $1600 許晴意 $500 

許智凱 $100 許智超 $7200 許朝雄 $72000 

許筑鈞 $900 許翔雍 $5400 許華珍 $6600 

許詒琨 $7200 許詔墉 $4800 許賀欣 $7200 

許進雄 $28800 許逸晟 $10000 許逸華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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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許雁茹 $1000 許雁棠 $1200 許雅君 $5000 

許雅玲 $2000 許雅貞 $1500 許雅姬 $7200 

許雅茹 $600 許雅梅 $7200 許雅婷 $5200 

許雅棋 $4800 許雅雯 $100 許雅慧 $7200 

許雅靜 $14400 許雯琪 $14400 許雲珊 $400 

許雲蘭 $1200 許順仁 $21600 許馭媗 $110 

許微翊 $14400 許意梅 $7200 許慈軒 $2000 

許楨芳 $7200 許毓芳 $14400 許毓倚 $7200 

許瑋耘 $64800 許瑛珍 $7200 許瑜芬 $12000 

許瑜恬 $600 許瑞文 $14400 許瑞青 $14400 

許綉倫 $300 許義忠 $2000 許誠立 $1000 

許鈺卿 $2400 許靖欣 $600 許靖媚 $6900 

許靖雅 $14400 許嘉芬 $100 許嘉玲 $2000 

許嘉倫 $17200 許嘉恩.許洺菀 $14400 許嘉維 $400 

許嘉豪 $7368 許圖清 $100 許榕珊 $300 

許榮傑 $12000 許瑮容 $200 許睿博 $7200 

許睿驊 $1000 許碧娥 $1200 許碧峰 $7200 

許碧雄 $10000 許碧霞 $7200 許碩芬 $200 

許維程 $7200 許維樹 $100 許緒玉 $7200 

許翠鶯 $200 許翡娟 $7500 許語婕 $2000 

許銘秀 $7200 許銘忠 $7200 許韶珍 $200 

許鳳修 $7200 許鳳書 $300 許鳳儀 $600 

許億君 $500 許劉菊妹 $900 許慧玫 $7200 

許慧玲 $7200 許慧勝 $14400 許瑾瑄 $1280 

許蔡宏 $1000 許憶芳 $1200 許曉雯 $1000 

許臻靖 $7200 許蕙萍 $7200 許蕙蘭 $43200 

許錦雲 $18000 許靜宜 $3200 許靜美 $14400 

許靜華 $79200 許薏環 $1000 許鴻文 $600 

許鴻祥 $2000 許鴻森 $43200 許鴻毅 $150 

許薰云 $3100 許謦麟 $5400 許鎔顯 $100 

許鎮顯 $7200 許瀚之 $600 許瀚元 $100 

許瀞云 $7200 許瀞勻 $500 許瀞文 $5800 

許瓈允 $7800 許瓊之 $7200 許瓊文 $2000 

許瓊雯 $7200 許證捷 $2000 許麗君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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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許麗娟 $2000 許麗雪 $7200 許麗樺 $7200 

許寶 $14400 許獻文 $1000 許耀云 $7200 

許耀仁.許孟舟 $7200 許耀方 $14400 許釋云 $2200 

許馨云 $600 許馨尹 $7200 許齡文 $100 

許儷瑤 $100 許儷瓊 $21600 許權廣 $7200 

速捷汽車精品有限
公司 

$2000 連文黛 $3600 連玉褀 $2000 

連玉霞 $200 連吳盆 $6000 連招寶 $7200 

連芹汶 $4900 連金峰 $7200 連奕如 $2000 

連威霽 $14400 連柏菁 $1700 連皇鈞 $7000 

連美穗 $2200 連苡嫺 $200 連英秀 $1500 

連英英 $9000 連郁萱 $500 連家容 $14400 

連振皓 $1000 連偉娟 $9600 連婉婷 $7200 

連崇盟 $1688 連崑傑 $600 連淑娟 $7200 

連賀兒 $14400 連逸芳 $100 連逸蓮 $14400 

連溪仁 $600 連榮盛 $7200 連榮發 $7200 

連鄭嬌 $100 連靜雯 $2400 連顗婷 $6600 

郭 Peihsi $200 郭丁文 $14400 郭乃華 $600 

郭于倩 $14400 郭于綾 $100 郭千瑜 $2500 

郭士銘 $200 郭子瑄 $4800 郭子豪 $4800 

郭子嫺 $100 郭小鳳 $4800 郭中允 $9000 

郭中豪 $500 郭元凱 $400 郭元揚 $1000 

郭世崇 $5500 郭巧芬 $2000 郭弘正 $1400 

郭正浩 $1500 郭正德 $1200 郭永順 $36000 

郭汀宜 $600 郭玉芬 $6600 郭玉敏 $3000 

郭玉婷 $7200 郭立人 $7200 郭立和 $14400 

郭仲凱 $400 郭兆宜 $2000 郭光森 $7800 

郭吉霖 $3000 郭如芬 $2400 郭安琪 $1500 

郭君聿 $3600 郭妍沄 $1000 郭妙音 $7200 

郭宏揚 $1000 郭志忠 $7200 郭李宗文 $14400 

郭李繡琴 $21000 郭杜杰 $7200 郭汪明玉 $7200 

郭沛沛 $1600 郭秀華 $7200 郭秀滿 $7200 

郭秀蘭 $600 郭育洋 $600 郭辰慧 $2000 

郭邑娥 $7200 郭佩芳 $5000 郭佳穎 $3600 

郭孟鑫 $500 郭宗杰 $7200 郭宗雁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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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郭宗翰 $14400 郭宛宛 $2000 郭宛宛 葉曜賢 葉
映辰 葉祥仁 

$2000 

郭宜湘 $10000 郭念慈 $1800 郭怡伶 $1000 

郭怡君 $2600 郭怡吟 $4800 郭怡佩 $700 

郭怡妮 $400 郭怡綾 $7200 郭明周 $6600 

郭明青 $7200 郭明琪 $600 郭明鈺 $100 

郭明德 $1200 郭易㻛 $200 郭松壽 $3000 

郭林月嬌 $60000 郭欣怡 $100 郭欣容 $100 

郭玟珍 $400 郭芯慧 $500 郭芳如 $500 

郭芳吟 $300 郭芳均 $100 郭芳汶 $3000 

郭芳芷 $600 郭芷伶 $400 郭芷吟 $300 

郭芷芸 $1000 郭芷祐 $14400 郭芷晴 郭君宥 $200 

郭芷瑋 $1600 郭芸晏 $200 郭亭儀 $6600 

郭亮彣 $1688 郭俊佑 $7200 郭俊宏 $1000 

郭俊源 $3000 郭保順 $1200 郭品岑 $9600 

郭品樺 $7200 郭奕蓮 $2000 郭姵辰 $12200 

郭姿君 $7200 郭姿吟 $286 郭姿妤 $100 

郭姿灑 $1200 郭威麟 $200 郭建德 $14400 

郭建興 $2000 郭思賢 $600 郭政宏 $1000 

郭政宜 $7200 郭星妤 $200 郭春枝 $7200 

郭春蓮 $7200 郭柏均 $1000 郭炳宏 $1000 

郭玲如 $600 郭盈妏 $200 郭盈志 $1200 

郭秋霞 $7200 郭美伶 $200 郭美利 $2000 

郭美季 $7200 郭美林 $400 郭美欣 $7200 

郭美青 $28800 郭美惠 $12000 郭美華 $6530 

郭美蘭 $21600 郭美麟 $7200 郭羿利 $500 

郭虹伶 $2000 郭香君 $7200 郭香蘭 $4200 

郭修勝 $200 郭修燦 $7200 郭倍成 $2560 

郭倫寧 $14400 郭家卉 $7200 郭家吟 $21600 

郭家妤 $1800 郭家瑋 $200 郭家榮 $21600 

郭家綾 $7200 郭宸希 $6000 郭峯誌 $7200 

郭峰志 $7200 郭庭甫 $1280 郭徑衡 $1600 

郭振于 $100 郭根在 $10000 郭格帆 $100 

郭桂軒 $1200 郭浩宸 $300 郭烈綺 $300 

郭祐榤 $6000 郭祐綸 $6000 郭素玫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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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郭健先 $14400 郭婉玲 $43200 郭梅鈺 $300 

郭淑玟 $7200 郭淑玲 $8000 郭淑貞 $7200 

郭淑純 $3600 郭淑莉 $7200 郭祥賢 $100 

郭莉姍 $36000 郭喬欣 $200 郭寒菁 $7200 

郭惠芳 $600 郭惠玲 $14400 郭惠敏 $300 

郭景聿 $7200 郭景維 $7200 郭琬婷 $7200 

郭甦薇 $7200 郭筑菁 $2000 郭逸羚 $1200 

郭雅慧 $2400 郭傳茂 $7200 郭傳銘 $6000 

郭愛琳 $100 郭慈容 $30000 郭敬裕 $7200 

郭毓麒 $7200 郭源盛 $200 郭瑞美 $14400 

郭瑞鈴 $1200 郭道雲 $7200 郭達雄 $1500 

郭鈺慈 $7200 郭榮信 $28200 郭榮標 $100 

郭睿恩 $14400 郭碧貞 $500 郭福文 $200 

郭維舒 $5800 郭肇菁 $7200 郭語伂 $100 

郭銘翔 $3700 郭銘盤 $7200 郭銘勳 $2000 

郭鳴宗 $14400 郭慧玲 $7200 郭慧卿 $200 

郭蓮琪 $1200 郭調政 $4800 郭鄭玉珍 $7200 

郭曉玉 $200 郭曉芳 $1000 郭樺澐 $14400 

郭燁蓉 $7200 郭錦秋 $20000 郭錦珠 $14400 

郭錦瑜 $7200 郭靜文 $200 郭靜芳 $900 

郭靜璇 $8600 郭靜穗 $100 郭璦嘉 $7200 

郭謝秋蘭 $100 郭曜彰 $31600 郭繡儷 $7200 

郭豐祥 $7200 郭瀚笙 $7200 郭瓊仁 $7200 

郭瓊俐 $7200 郭瓊玲 $7200 郭瓊惠 $7200 

郭麒隆 $600 郭麗媚 $7200 郭寶仁 $1000 

郭繼儀 $1700 郭馨嬪 $6600 陳 $4600 

陳 X 元 $1000 陳一通 $1280 陳一鳴 $2000 

陳乙文 $1000 陳乙淼 $6600 陳丁瑞 $100 

陳乃禎 $1000 陳乃慧 $6600 陳力維 $120000 

陳又菁 $7200 陳又皙 $200 陳又嘉 $7200 

陳又榕 $8400 陳又銓 $200 陳三村 $100 

陳上瑜 $500 陳于喬 $2100 陳凡軒 $3000 

陳大同 $18600 陳子軒 $2000 陳小如 $600 

陳小姐 $400 陳小梅 $14400 陳小楓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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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中怡 $13000 陳中杰 $100 陳中智 $800 

陳云嫆 $600 陳仁煌 $300 陳允中 $2000 

陳元榮 $21600 陳元翰 $4800 陳化育 $7200 

陳天興 $12000 陳天鎮 $5400 陳太太 $100 

陳少娟 $14400 陳少傑 $200 陳尤莉 $1800 

陳尹恩 $600 陳心慈 $300 陳心儀 $9901 

陳文仁 $8000 陳文吉 $7200 陳文杰 $22800 

陳文治 $21600 陳文勇 $900 陳文涓 $14400 

陳文國 $7200 陳文得 $7200 陳文琇 $2900 

陳文盛 $7200 陳文莉 $1000 陳文貴 $7800 

陳文雄 $7200 陳文嬌 $200 陳文熹 $1200 

陳文龍 $3600 陳文謙 $7200 陳文馨 $5400 

陳月芳 $14400 陳月琴 $21600 陳月華 $1800 

陳月貴 $7200 陳木水 $800 陳水福 $7200 

陳王阿惜 $100 陳王雪香 $2500 陳世忠 $7200 

陳世旻 $7200 陳世明 $600 陳世杰 $4000 

陳世枚 $4800 陳世勇 $4200 陳世珍 $7200 

陳世峰 $18400 陳世堂 $7200 陳世斌 $7200 

陳世榮 $7200 陳世勳 $1200 陳世霖 $7200 

陳仕文 $1200 陳仕玄 $500 陳仕宇 $7200 

陳仕明 $1200 陳仕祥 $6000 陳仕憲 $7200 

陳仕穎 $7200 陳仙津 $7200 陳令那 $30000 

陳加欣 $1000 陳可芳 $1688 陳可蘋 $10000 

陳巧文 $2000 陳巧玲 $100 陳巧翎 $5400 

陳巧楹 $200 陳平平 $7200 陳幼滿 $3000 

陳弘宜 $3000 陳弘偉 $600 陳弘基 $1000 

陳正夫 $6000 陳正立 $200 陳正宗 $2600 

陳正宜 $6000 陳正欣 $500 陳正秋 $10000 

陳正道 $1000 陳正達 $28800 陳正榮 $7200 

陳正綱 $600 陳正輝 $30000 陳正勳 $200 

陳民雄 $14400 陳民樹 $600 陳永昌 $14400 

陳永明 $100 陳永芳 $84000 陳永英 $100 

陳永泰公益信託 $60000 陳永晨 $600 陳永盛 $14400 

陳玄朱 $1200 陳玉君 $500 陳玉佩 $15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88.-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玉味 $1200 陳玉林 $100 陳玉芬 $14400 

陳玉春 $100 陳玉玲 $800 陳玉珍 $7200 

陳玉美 $100 陳玉貞 $12000 陳玉娗 $3600 

陳玉娟 $8700 陳玉書 $15600 陳玉真 $1800 

陳玉敏 $500 陳玉梅 $8200 陳玉惠 $14400 

陳玉華 $7200 陳玉鈴 $6000 陳玉潔 $1000 

陳玉璟 $1800 陳玉諭 $14400 陳玉濘 $100 

陳玉聰 $14400 陳玉蘭 $1000 陳申金 $14400 

陳立承 $100 陳立軒.陳振宇.陳仕
鈞 

$600 陳立偉 $14400 

陳立傑 $6700 陳立達 $1000 陳立蓮 $1000 

陳立騏 $3000 陳立馨 $600 陳亦芬 $1200 

陳亦宣 $500 陳亦琳 $600 陳仲奇 $12000 

陳伃萱 $3000 陳伊佳 $400 陳伊楨 $500 

陳伊蘭 $7200 陳兆善 $3600 陳先生 $3600 

陳先盛 $21600 陳先曜 $36000 陳光雄 $100 

陳光輝 $1200 陳光勳 $40000 陳光燁 $200 

陳再興 $7200 陳名庚 $300 陳名珊 $500 

陳向禾 $500 陳多比肥肥 $1500 陳多嘉 $1000 

陳如如 $12000 陳如萍 $14400 陳如綉 $1000 

陳宇凡 $500 陳宇杉 $7200 陳宇政 $1000 

陳宇倢 $2000 陳宇庭 $2000 陳宇笙 $7200 

陳宇甯 $14400 陳宇謙 $6600 陳宇璿 $200 

陳守元 $3600 陳安平 陳建文 $500 陳安利 $28800 

陳安泰 黃綉斐 $100 陳安琪 $10000 陳年俞 $600 

陳年通 $15000 陳旭杉 $1500 陳旭甫 $1000 

陳有 鐘辭 $50000 陳有銘 $7200 陳江波 $3000 

陳羽千 $6000 陳艾竹 $6600 陳艾潼 $7300 

陳伯瑜 $100 陳伶瑋 $2000 陳伸和 $500 

陳佑佑 $600 陳佑盈 $3000 陳佑源 $500 

陳佑儒 $1200 陳君怡 $5000 陳君愷 $200 

陳君燕 $2000 陳妍竹 $3600 陳妍希 $7200 

陳妍嘉 $600 陳妍儒 $200 陳妍融 $1000 

陳妙英 $14400 陳妤姮 $900 陳孜俞 $500 

陳宏昇 $7200 陳宏治 $400 陳宏政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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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宏恩 $200 陳宏鈞 $7200 陳宏達 $2000 

陳宏彰 $7200 陳宏銘 $600 陳宏衛 $14400 

陳希平 $7200 陳廷寬 $7200 陳志宏 $700 

陳志忠 $200 陳志勇 $4800 陳志津 $7200 

陳志軍 $100 陳志強 $28800 陳志凱 $1200 

陳志勝 $500 陳志華 $7500 陳志源 $5000 

陳志誠 $100 陳志銘 $3600 陳志廣 $2000 

陳志鴻 $10300 陳李仲 $28800 陳李樂 $100 

陳杏華 $600 陳汶惠 $100 陳汶碩 $7200 

陳沁元 $200 陳沛玲 $200 陳沛琳 $600 

陳沛瑜 $1000 陳甫彥 $2000 陳甫斌 $28800 

陳秀 $500 陳秀玉 $1500 陳秀如 $7200 

陳秀汝 $7200 陳秀君 $7200 陳秀治 $7200 

陳秀芬 $7200 陳秀英 $21600 陳秀英 林雯淑 $600 

陳秀卿 $1000 陳秀桃 $2000 陳秀珠 $7800 

陳秀梅 $1000 陳秀媚 $21600 陳秀惠 $1000 

陳秀琴 $12000 陳秀華 $14400 陳秀雯 $7200 

陳秀碧 黃郁文 $1200 陳秀蜜 $200 陳秀鳳 $8400 

陳秀慧 $3960 陳秀蓮 $178400 陳秀錚 $100 

陳秀騏 $3600 陳秀蘭 $14400 陳肖惠 $14400 

陳育秀 $7200 陳育珍 $200 陳育堂 $7200 

陳育聖 $21600 陳育稹 $1000 陳育儒 $600 

陳良煥 $7200 陳良萱 $7200 陳芃芸 $7200 

陳芊羽 $100 陳芑蓁 $100 陳貝芬 $600 

陳邑榛 $6000 陳佩文 $2600 陳佩玉 $1300 

陳佩如 $100 陳佩君 $7200 陳佩奇 $100 

陳佩怡 $600 陳佩珍 $200 陳佩珺 $200 

陳佩琪 $7200 陳佩雯 $7200 陳佩璇 $300 

陳佩瀅 $1200 陳佰欣 $3000 陳佳文 $7200 

陳佳玉 $600 陳佳佑 $600 陳佳君 $1000 

陳佳妘 $7200 陳佳佩 $800 陳佳佳 $1000 

陳佳其 $1200 陳佳玲 $7200 陳佳敏 $4500 

陳佳翎 $7200 陳佳媛 $100 陳佳惠 $12600 

陳佳琳 $200 陳佳鈴 $100 陳佳鈺 $7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90.-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佳慧 $9500 陳佳諭 $9000 陳來進 $1200 

陳依妮 $500 陳依萱 $1500 陳其福 $7200 

陳其鴻 $7200 陳其鱗 $200 陳卓逸 $2000 

陳協佑 $7200 陳協志 $600 陳受祿 $10000 

陳和郡 $11000 陳坤玄 $6000 陳坤和 $14400 

陳坤慶 $21600 陳孟巧 $7200 陳孟伶 $7200 

陳孟均 $1800 陳孟洋 $1000 陳孟玲 $800 

陳孟窕 $14400 陳孟萍 $500 陳孟襄 $1800 

陳季睦 $5600 陳季稐 $3000 陳季韓 $75 

陳宗仁 $14400 陳宗元 $500 陳宗申 $3600 

陳宗吾 $600 陳宗明 $7200 陳宗誠 $7200 

陳宗慶 $1000 陳宗輝 $6000 陳定勝 $20000 

陳定渝 $1000 陳宛均 $1688 陳宛妤 $600 

陳宛郁 $7200 陳宛嫻 $7200 陳宛瑩 $7200 

陳宜平 $8000 陳宜玄 $7200 陳宜伶 $2400 

陳宜均 $500 陳宜廷 陳宜煊 $7200 陳宜珍 $7200 

陳宜貞 $7200 陳宜荺 $200 陳宜萱 $7200 

陳宜鈴 $7200 陳宜寬 $7200 陳宜慧 $1200 

陳岱蓉 $72000 陳岳揮 $200 陳岳靖 $500 

陳幸婉 $14400 陳幸鈴 $400 陳延昕 $1000 

陳延暐 $1000 陳延銓 $5000 陳念倫 $2400 

陳怜伶 $14400 陳怜嬙 $7000 陳怡方 $200 

陳怡伃 $3600 陳怡如 $38550 陳怡妃 $100 

陳怡安 $1500 陳怡汎 $500 陳怡汝 $1000 

陳怡伶 $3700 陳怡君 $11000 陳怡吟 $100 

陳怡妏 $4800 陳怡廷 $1200 陳怡彤 $300 

陳怡秀 $23520 陳怡芳 $200 陳怡青 $100 

陳怡玲 $2000 陳怡珊 $300 陳怡娟 $7200 

陳怡庭 $7200 陳怡真建築師事務
所 

$3000 陳怡陵 $100 

陳怡婷 $29600 陳怡菁 $3600 陳怡華 $1300 

陳怡萍 $200 陳怡雅 $600 陳怡甄 $8200 

陳怡禎 $7200 陳怡蓁 $6000 陳怡蓉 $10000 

陳怡潔 $7200 陳怡澄 $200 陳怡樺 $1200 

陳怡燕 $7200 陳怡穎 $2800 陳怡臻 $7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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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怡靜 $7800 陳拓良 $7200 陳旻芳 $200 

陳昀 $1600 陳昀萱 $100 陳昀融 $700 

陳昆逸 $2000 陳昇煌 $4800 陳昌祈 $14000 

陳昌哲 $14400 陳明川 $14400 陳明吟 $7200 

陳明志 $7200 陳明宗 $600 陳明宜 $600 

陳明怡 $300 陳明杰 $14400 陳明城 $14400 

陳明玲 $7200 陳明祥 $7200 陳明暉 $800 

陳明義 $5000 陳明裕 $12000 陳明福 $1000 

陳明標 $2000 陳明勳 $500 陳明謀 $7200 

陳明聰 $21600 陳易弘 $7200 陳易徽 $7200 

陳昕岑 $200 陳杰陽 $7000 陳東白 $14400 

陳東明 $1000 陳松茂 $7200 陳松輝 $1200 

陳林阿玉 $7200 陳林春香 $3000 陳林業 $14400 

陳欣怡 $600 陳欣郁 $600 陳欣媺 $1200 

陳河杰 $7200 陳治華 $2050 陳治綸 $6000 

陳治銘 $7200 陳沼典 $14400 陳泂翰 $7200 

陳泓諭 $1000 陳泳宏 $9000 陳泳輝 $700 

陳泳學 $9000 陳玟伶 $7700 陳玟秀 $200 

陳玟叡 $3500 陳玥云 $1100 陳玥樺 $7200 

陳玫伶 $7400 陳玫君 $12000 陳玫玲 $7200 

陳玫貞 $1800 陳玫娟 $3000 陳玫蓁 $100 

陳玫鳳 $7200 陳玫勳 $1980 陳秉文 $12000 

陳秉泰 $300 陳罔受 $7200 陳芙郁 $5400 

陳芝宇 $2000 陳芬芳 $7200 陳芬華 $14400 

陳芳倩 $30000 陳芳絹 $7200 陳芳蓉 $26400 

陳芷彤 $500 陳芷芩 $100 陳芷儀 $14400 

陳芷瑩 $4200 陳芸琪 $1500 陳芸楷 $7200 

陳采妮 $4800 陳采歆 $300 陳金仙 $1200 

陳金春 $7200 陳金梅 $1460 陳金陵 $300 

陳金蓮 $7400 陳金禧 $1200 陳金戀 $7200 

陳阿岡 $2000 陳阿煌 $9000 陳雨柔 $500 

陳非平 $7200 陳亭云 $1200 陳亭安 $100 

陳亭羽 $14400 陳亭雅 $500 陳亭樺 $100 

陳亭臻 $300 陳亮州 $100 陳亮妡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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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俊丞 $14400 陳俊任 $1200 陳俊各 $14400 

陳俊安 $14400 陳俊利 $7200 陳俊吟 $4480 

陳俊孝 $7200 陳俊宏 $16500 陳俊廷.王麗琴 $14400 

陳俊男 $6688 陳俊明 $3600 陳俊傑 $7200 

陳俊裕 $7200 陳俊豪 $25200 陳俊銘 $19800 

陳俊賢 $400 陳俊樺 $7200 陳俐利 $100 

陳俐殷 $2000 陳俐琳 $12000 陳俐蓉 $7200 

陳俐穎 $6000 陳俐霖 $400 陳保丞 $700 

陳保成 $2400 陳保珠 $1280 陳俞亦 $7200 

陳俞安 $3000 陳俞竹 $100 陳俞行 $400 

陳俞均 $400 陳俞婷 $2500 陳信中 $1000 

陳信正 $36000 陳信安 $2000 陳信成 $7200 

陳信佑 $700 陳信宏 $21600 陳信志 $1800 

陳信奇 $13800 陳信慈 $600 陳信豪 $600 

陳信銘 $21600 陳信勳 $200 陳冠一 $14400 

陳冠宇 $8200 陳冠宇 陳坤儀 $7200 陳冠妤 $100 

陳冠廷 $35400 陳冠勝 $2000 陳冠瑋 $600 

陳冠綸 $500 陳冠儒 $200 陳冠翰 $8088 

陳冠融 $14400 陳則言 $500 陳則毓 $7200 

陳勁安 $7000 陳勁軒 $3200 陳勇 $8800 

陳勇成 $600 陳勇志 $7200 陳勇誌 $12000 

陳南宇 $200 陳厚如 $500 陳咨吟 $200 

陳咨妤 $20000 陳咨溢 $9000 陳咸伸 $7200 

陳品妃 $100 陳品志 $400 陳品秀 $900 

陳品芳 $1200 陳品昱 $200 陳品蓁 $200 

陳品蓉 $300 陳品潔 $1000 陳品叡 $600 

陳品澤 $400 陳品穎 $1053 陳品臻 $300 

陳品霖 $400 陳品頤 $1000 陳垣臻 $600 

陳奕伃 $2000 陳奕竹 $100 陳奕均 $400 

陳奕昕 $200 陳奕翔 $14400 陳奕睿 $500 

陳奕蓁 $7200 陳姜金鑾 $4600 陳姝妤 $500 

陳姝蓉 $100 陳姵伊 $100 陳姵如 $14400 

陳姵伶 $5000 陳姵妏 $7200 陳姵瑜 $1800 

陳姵蓉 $200 陳姵璇 $500 陳姿云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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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姿羽 $300 陳姿伶 $600 陳姿君 $200 

陳姿含 $6000 陳姿妙 $9600 陳姿雲 $129600 

陳姿瑜 $500 陳姿蓉 $7200 陳姿瑩 $4200 

陳姿樺 $7200 陳姿諭 $400 陳姿齡 $1800 

陳威 $1000 陳威廷 $1200 陳威志 $500 

陳威杉 $7200 陳威愷 $3000 陳威嘉 $24000 

陳威榮 $200 陳威璋 $2000 陳威霖 $500 

陳宣羽 $6000 陳宣廷 $200 陳宣延 $7200 

陳宣樺 $3600 陳室如 $50000 陳宥任 $7400 

陳宥吉 $3600 陳宥妃 $200 陳宥宇 $500 

陳宥妡 $200 陳宥彤 $657 陳宥杉 $9000 

陳宥婷 $476 陳宥菁 $1200 陳宥慈 $200 

陳宥葳 $200 陳宥蓉 $13800 陳宥憓 $7200 

陳宥樺 $600 陳峙中 $2000 陳建中 $7200 

陳建仁夫婦 $10000 陳建文 $7200 陳建光.林麗玉 $50000 

陳建全 謝佳蓉 $100000 陳建宇 $14400 陳建州 $2000 

陳建成 $8400 陳建旭 $7200 陳建伶 $14400 

陳建伸 $600 陳建宏 $14400 陳建志 $200 

陳建良 $1000 陳建昌 $14400 陳建俊 $1500 

陳建珉 $7200 陳建財 $6600 陳建章 $100 

陳建滄 $1000 陳建誠 $36000 陳建賦 $100 

陳建勳 $8400 陳建霖 $9000 陳弈婷 $7200 

陳彥之 $7200 陳彥仁 $600 陳彥文 $500 

陳彥以 $500 陳彥任 $1000 陳彥臣 $7200 

陳彥亨 $1000 陳彥伶 $2300 陳彥均 $500 

陳彥廷 $5000 陳彥亭 $100 陳彥鈞 $200 

陳彥綸 $4200 陳彥齊 $7200 陳彥臻 $8900 

陳思如 $400 陳思宇 $500 陳思帆 $3500 

陳思吟 $500 陳思均 $200 陳思妤 $4500 

陳思孝 $3600 陳思恩 $1600 陳思捷 $3600 

陳思琪 $2600 陳思絪 $7200 陳思萍 $400 

陳思瑋 $2400 陳思蓉 $3000 陳思豪 $600 

陳思瑾 $2000 陳思樺 $12700 陳思穎 $2000 

陳恆富 $7200 陳恆裕 $10000 陳恒真 $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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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政宏 $36000 陳政超 $1000 陳政雄 $200 

陳政源 $500 陳政煌 $7200 陳政瑋 $4800 

陳政憲 $300 陳政諺 $100 陳星宏 $21600 

陳星翰 $2000 陳映汝 $200 陳映竹 $600 

陳映羽 $100 陳映伶 $200 陳映岑 $7200 

陳映辰 $250 陳映儒 $7200 陳映樺 $7200 

陳映錦 $2000 陳映懿 陳勝雄 $300 陳春美 $14400 

陳春惠 $14400 陳春琴 $7200 陳春慧 $7200 

陳春賢 $21600 陳昭玎 $600 陳昭良 $7200 

陳昭遠 $3000 陳昱之 $2000 陳昱丞 $100 

陳昱安 $1000 陳昱汝 $8000 陳昱佑 陳建甫 $12000 

陳昱宏 $1500 陳昱婷 $1200 陳昱達 $105 

陳昱綸 $6000 陳昱蓁 $800 陳昱潔 $700 

陳昱叡 $200 陳昶安 $7200 陳昶亨 $2000 

陳柏全 $7200 陳柏宇 $600 陳柏安 $7200 

陳柏宏 $7200 陳柏岑 $8000 陳柏陞 $200 

陳柏源 $36000 陳柏瑄 $300 陳柏瑛 $14400 

陳柏瑜 $100 陳柏聖 $7200 陳柏嘉 $1000 

陳柏蓉 $7200 陳柏儒 $200 陳柏融 $7800 

陳柏霖 $300 陳柑飴 $100 陳柔安 $200 

陳柔似 $7200 陳柔妤 $400 陳柔萍 $12000 

陳柯成 $36000 陳柳芸 $6600 陳柳慧 $1600 

陳洛葳 蕭姵綸 $200 陳炤堅 $14400 陳炤穎 $7200 

陳炫仰 $4200 陳炫希 $14400 陳炫廷 $7800 

陳炯霖 $7200 陳炳郎 $400 陳炳錕 $6000 

陳為怡 $4000 陳玲玉 $21600 陳玲君 $2000 

陳玲芬 $7200 陳玲娟 $3000 陳珊珊 $2000 

陳珏嘩 $1000 陳畇喬 $200 陳癸妃 $2000 

陳皇竹 $1200 陳皇霖 $21600 陳盈竹 $500 

陳盈君 $1200 陳盈均 $1500 陳盈妤 $2000 

陳盈岑 $500 陳盈甫 $1000 陳盈佩 $4560 

陳盈欣 $200 陳盈恩 $7200 陳盈稘 $600 

陳盈達 $2000 陳盈澍 $7200 陳盈璇 $500 

陳盈勳 $7200 陳盈臻 $500 陳盈靜 $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95.-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禹旗 $36000 陳秋月 $7200 陳秋珍 $7200 

陳秋連 $5400 陳秋婷 $7200 陳秋琴 $1500 

陳秋菱 $14400 陳秋萍 $7200 陳秋瑜 $2000 

陳秋祿 $57600 陳秋鈴 $3600 陳秋維 $3600 

陳秋蕊 $600 陳秋頻 $100 陳秋鴻 $7200 

陳科仰 $7200 陳紀良 $200 陳美仁 $600 

陳美文 $300 陳美伃 $300 陳美如 $1480 

陳美安 $200 陳美朱 $6600 陳美君 $3600 

陳美妙 $22900 陳美妤 $3000 陳美杏 $12800 

陳美秀 $7200 陳美怡 $100 陳美芬 $7200 

陳美春 $7200 陳美玲 $8400 陳美珍 $13800 

陳美娟 $400 陳美珠 $7200 陳美專 $14400 

陳美現 $24000 陳美惠 $14400 陳美智 $1000 

陳美琳 $1688 陳美絨 $12000 陳美華 $400 

陳美萍 $7200 陳美雲 $30000 陳美嫦 $13960 

陳美滿 $14400 陳美蓉 $12000 陳美鳳 $18000 

陳美慧 $21600 陳美蓮 $7200 陳美儒 $7200 

陳美樺 $59600 陳美蘭 $1200 陳羿汎 $7200 

陳羿汝 $7200 陳羿竹 $16800 陳羿逞 $36000 

陳胤萱 $21600 陳致源 $500 陳致豪 $900 

陳若秋 $7200 陳若謹 $900 陳英志 $14400 

陳茂升 $100 陳茂雲 $500 陳虹文 $245 

陳虹伊 $7200 陳虹如 $10200 陳虹汝 $3600 

陳虹余 $700 陳虹利 $7200 陳虹君 $15400 

陳虹吟 $7800 陳虹蓁 $7200 陳貞如 $9700 

陳貞妤 $100 陳貞岑 $14400 陳貞鈺 $1200 

陳軍華 $600 陳郁丰 $200 陳郁仁 $1000 

陳郁弦 $2000 陳郁欣 $4400 陳郁琳 $4800 

陳郁霏 $7200 陳郁璧 $500 陳重光 $100 

陳重瑜 $72000 陳重樺 $500 陳韋如 $600 

陳韋安 $4800 陳韋州 $7200 陳韋伶 $100 

陳韋呈 $100 陳韋廷 $7200 陳韋婷 $300 

陳韋瑄 $5000 陳韋綸 $2000 陳韋豪 $7200 

陳韋融 $200 陳音茹 $10000 陳首志 $2672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96.-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香伶 $7200 陳香君 $21900 陳香吟 $100 

陳香鑾 $5500 陳倚幼 $7200 陳倩如 $7200 

陳哲修 $6600 陳夏英 林慧蕓 高
至偉 

$500 陳娟娟 $7200 

陳娟惠 $14400 陳家宜 $7200 陳家欣 $1200 

陳家峻 $7200 陳家梅 $200 陳家淳 $1200 

陳家惠 $7200 陳家湘 $100000 陳家聖 $200 

陳家熏 $7200 陳家蓁 $2800 陳家豪 $2000 

陳家慧 $7200 陳家瑩 $3600 陳家龍 $1200 

陳師墉 $7200 陳庭宇 $7220 陳庭妮 $600 

陳庭怡 $2000 陳庭瑩 $200 陳庭衛 $100 

陳徐秉宏 $600 陳恩琳 $6400 陳振域 $200 

陳振堃 $6000 陳振隆 $14400 陳振輝 $7200 

陳振曜 $21600 陳晉照 $1280 陳晉德 $2000 

陳晉慧 $14400 陳書宣 $400 陳書展 $7200 

陳書筆 $1000 陳書蓉 $100 陳書蕙 $4800 

陳桂花 詹健新 $6600 陳桂櫻 $100 陳桓鈺 $1200 

陳泰完 $1000 陳泰峰 $4800 陳泰盛 $200 

陳泰勳 $100 陳浩文 $7200 陳浩宇 $19200 

陳海源 $2000 陳珞安 $200 陳珮如 $2000 

陳珮玲 $7200 陳珮容 $14400 陳珮琦 $7200 

陳珮菱 $100 陳珮蓉 $7200 陳珮鳳 $200 

陳益招 $7200 陳祐偉 $100 陳祖兒 $500 

陳秝農 $20000 陳紋枝 $7200 陳純玉 $100 

陳純如 $28800 陳素女 $500 陳素玉 $7200 

陳素珍 $14400 陳素香 $7200 陳素卿 $2000 

陳素娟 $6000 陳素華 $14400 陳素雅 $3688 

陳素雲 $300 陳素靜 $11160 陳能鈞 $1200 

陳偉民 $5400 陳偉立 $57 陳偉君 $7200 

陳偉玲 $7200 陳偉欽 $21600 陳偉翔 $7200 

陳偉賜 $250 陳健男 $7200 陳啟宗 $500 

陳國世 $600 陳國志 $7200 陳國忠 $7200 

陳國東 $7200 陳國斌 $7200 陳國華 $12000 

陳國隆 $10800 陳國雄 $100 陳國源 $15000 

陳國銘 $14400 陳國興 $7200 陳國鎮 $7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97.-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培倫 $700 陳培勛 $2000 陳婉珍 $200 

陳婉美 $7200 陳婉茹 $7200 陳婉紳 $2000 

陳婉婷 $500 陳婉菱 $700 陳婉逸 $4800 

陳婉儀 $200 陳婉靜 $200 陳婕嶸 $200 

陳寀囷 $2000 陳崇瑄 $3600 陳張美援 $14400 

陳敏平 $600 陳涵琳 $1200 陳淑巧 $100 

陳淑君 $500 陳淑幸 $100 陳淑芬 $26600 

陳淑芳 $7200 陳淑姮 $100 陳淑玲 $15400 

陳淑珍 $14400 陳淑美 $600 陳淑美 陳竹騫 $14400 

陳淑貞 $14400 陳淑娟 $7700 陳淑珠 $7200 

陳淑真 $7200 陳淑淨 $200 陳淑婷 $21600 

陳淑惠 $64300 陳淑琤 $20000 陳淑菁 $6600 

陳淑華 $1688 陳淑萍 $14400 陳淑雯 $6600 

陳淑楓 $7200 陳淑鈴 $7200 陳淑慧 $15600 

陳淑蓮 $1200 陳淑麗 $21600 陳淨慈 $600 

陳淵勇 $7200 陳清月 $7200 陳理芝 $4800 

陳琇庭 $1600 陳祥彬 $2400 陳祥頤 $14400 

陳祥薇 $600 陳祥麟 $7200 陳細蘇女 $9000 

陳翊綺 $4800 陳荻臻 $14400 陳莉君 $500 

陳莉妮 $800 陳莉芳 $7200 陳莉淑 $7200 

陳莉莉 $300 陳莎蒲 $11000 陳莞琇 $4200 

陳莞韻 $100 陳訪順 $14400 陳許淇 $600 

陳許銓 $3200 陳通福 $14400 陳逢期 $100 

陳連成 $21600 陳郭衛 $100 陳雪欣 $7200 

陳雪芳 $7200 陳雪英 $1000 陳雪茹 $600 

陳頂誠 $7200 陳傑人 $7200 陳凱倫 $100 

陳凱晴 $1800 陳凱琳 $5400 陳博軒 $12000 

陳善柔 $7200 陳婷梅 $7200 陳婷雲 $25200 

陳媦娟 $2000 陳富民 $200 陳富治 $300 

陳富美 $200 陳富真 $200 陳富勝 $500 

陳富華 $14400 陳富裕 $2000 陳惠君 $14500 

陳惠青 $500 陳惠姝 $3600 陳惠玲 $7200 

陳惠珊 $1200 陳惠珍 $7200 陳惠美 $7400 

陳惠娟 $7200 陳惠珠 $7200 陳惠梅 $50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98.-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惠婷 $2400 陳惠萍 $2500 陳惠雅 $100 

陳惠雯 $8400 陳惠慈 $600 陳惠潔 $3000 

陳愉安 $850 陳愉昕 $10000 陳景濱 $7200 

陳晶鈴 $1200 陳智文 $2000 陳智宏 $300 

陳智超 $7200 陳朝村 陳司浩 $1000 陳朝福 $7200 

陳棋閔 $100 陳棋樺 $7800 陳棠逸 $100 

陳森勳 $200 陳欽濃 $500 陳游淑貞 $3000 

陳渼巿 $100 陳湘庭 $7200 陳湘琇 $300 

陳湘瑜 $6000 陳湘綾 $7200 陳琦勛 $7200 

陳琪靜 $7200 陳琪薇 $600 陳琬媛 $100 

陳琬琦 $2000 陳登川 $7200 陳登元 $2000 

陳登博 $1000 陳皓元 $3600 陳皓筠 $1000 

陳皓鈺 $1000 陳程坤 $8400 陳紫玲 $1000 

陳紫瑜 $7200 陳翔羚 $7200 陳舒慈 $200 

陳舜欽 $300 陳菀青 $6000 陳菀婷 $100 

陳菀儀 $3600 陳菊芳 $4000 陳華興 $14400 

陳萊娣 $21600 陳萌雅 $3600 陳詠禎.侯冠瑜 $7200 

陳貴良 $7200 陳貴芳 $7200 陳貴珠 $7200 

陳賀雄 $12000 陳進立 $21600 陳進泓 $200 

陳逸芳 $2000 陳逸蓁 $4800 陳鈞 $3600 

陳鈞宜 $7200 陳隆昌 $7200 陳雅妍 $500 

陳雅欣 $3600 陳雅芬 $200 陳雅芳 $9600 

陳雅玲 $5800 陳雅苹 $200 陳雅莉 $1280 

陳雅婷 $1000 陳雅惠 $2000 陳雅琪 $500 

陳雅琴 $7200 陳雅萍 $500 陳雅雯 $16500 

陳雅慧 $28800 陳雅蓮 $7200 陳雅齡 $1000 

陳雅蘭 $7200 陳雯君 $5090 陳雯柔 $200 

陳雯萍 $7200 陳雲華 $400 陳順弘 $19800 

陳順立 $500 陳順興簡秀香 $200 陳黃金雪 $3600 

陳黃素雲 $900 陳媺涵 $100 陳意婷 $600 

陳愛安 $670 陳愛琴 $7200 陳愛登 $3600 

陳愷悌 $500 陳敬全 $14400 陳敬淳 $3600 

陳敬嘉 $200 陳新昇 $7200 陳新霖 $200 

陳暐婷 $300 陳楊貴香 $1500 陳楷茵 $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99.-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煜惟 $200 陳煜棠 $200 陳煥文 $7200 

陳煥吉 $4200 陳煥傑 $14400 陳瑀婕 $19200 

陳瑄妃 $4000 陳瑋倩 $14400 陳瑋娟 $3600 

陳瑋婷 $200 陳瑋琳 $600 陳瑋瑋 $21600 

陳瑋樺 $600 陳瑋駿 $100 陳瑛琦 $7200 

陳瑛質 $6000 陳瑜昕 $500 陳瑞玲 $7800 

陳瑞娥 $1000 陳瑞祥 $7200 陳瑞斌 $400 

陳瑞棋 $600 陳瑞楨 $12000 陳瑞霞 $5000 

陳瑟 $14400 陳畹芷 $7200 陳盟宗 $200 

陳盟淵 $5400 陳祺芬 $10800 陳祺涵 $1500 

陳祺縈 $7200 陳稚錞 $7200 陳筠青 $200 

陳筠潔 $100 陳筱云 $10000 陳筱函 $7200 

陳筱娟 $3600 陳筱涵 $100 陳筱婷 $7200 

陳筱筠 $7200 陳筱薇 $7200 陳綉綺 $200 

陳綏之 $2000 陳群翔 $21600 陳義仁 $1200 

陳義寶 $1200 陳義麟 $100 陳聖文 $7200 

陳聖宜 $1800 陳聖傑 $800 陳聖儀 $5400 

陳萱妮 $8800 陳葉玉蘭 $500 陳葦如 $7200 

陳裕中 $14400 陳裕忠 $330 陳裕榮 $14400 

陳詩欣 $1200 陳詩音 $500 陳詩涵 $2000 

陳詩婷 $1100 陳詩霈 $100 陳詩薇 $200 

陳詩禮 $3000 陳詹閔勛 $600 陳誠偉 $200 

陳資河 $32600 陳載霆 $13200 陳道穎 $1000 

陳達智 $200 陳鈴偵 $6600 陳鈺文 $200 

陳鈺奇 $10800 陳鈺姍 $4800 陳鈺泓 $22200 

陳鈺涵 $200 陳鈺錚 $300 陳鉅松 $24000 

陳鉦茹 $300 陳靖方 $1100 陳靖芸 $800 

陳靖凱 $500 陳嘉欣 $200 陳嘉真 $7200 

陳嘉琪 $11900 陳嘉順 $7200 陳嘉興 $66000 

陳嘉興陳宥均 $300 陳嘉錦 $2000 陳夢萍 $2000 

陳寧靜 $100 陳榮 $14450 陳榮宏 $7200 

陳榮杰 $7200 陳榮修 $68400 陳榮彬 $5000 

陳榮富 $7200 陳榮華 $2100 陳榮照 $7200 

陳榮賓 $7200 陳榮慶 $7200 陳滿生 $36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00.-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漪珮 $1200 陳熙悅 $5000 陳熙僾 $2000 

陳甄莉 $100 陳睿紳 $100 陳睿璿 $100 

陳碧丹 $14400 陳碧玲 $5900 陳碧珍 $7200 

陳碧郁 $28800 陳碧桂 $14400 陳碧華 $7200 

陳碧雲.吳淡金.陳正
國 

$7200 陳碧霞 $4200 陳碧鎮 $3600 

陳福壽 $200 陳福霖 $7200 陳端甫 $100 

陳精顏 $200 陳維玲 $14400 陳維萍 $3200 

陳綺萱 $500 陳翠玲 $14400 陳翠琪 $7200 

陳肇彬 $100 陳肇淇 $1200 陳蓁蓁 $1000 

陳蓓琴 $4200 陳蓓華 $100 陳誌遠 $4200 

陳銀寬 $7200 陳銘功 $9000 陳銘財 $400 

陳銘博 $500 陳銘輝 $1000 陳鳳蛟 $14400 

陳儀文 $200 陳儀倫 $1200 陳劉美珍 $300 

陳增蘭 $5000 陳寬晃 $7200 陳德生 $7200 

陳德妃 $2600 陳德宏 $14400 陳德聰 $7200 

陳慧文 $8000 陳慧如 $6000 陳慧君 $2000 

陳慧玟 $100 陳慧洵 $100 陳慧珊 $300 

陳慧貞 $2000 陳慧卿 $600 陳慧娟 $700 

陳慧娥 $2000 陳慧珠 $7200 陳慧真 $1200 

陳慧祝 $3000 陳慧茹 $100 陳慧歆 $6600 

陳慧甄 $300 陳慧蓉 $1000 陳慧鎂 $14400 

陳慶宇 $14400 陳慶泉 $14400 陳慶玲 $32400 

陳慶福 $720000 陳憓瑩 $14400 陳毅 $1650 

陳毅珏 $200 陳毅軒 $1000 陳毅灃 $600 

陳潔琳 $1000 陳潤飛 $600 陳潤群 $500 

陳瑩 $8200 陳瑩欣 $1280 陳瑩珍 $7200 

陳瑩禎 $7200 陳璉逢 $19200 陳稼鈴 $500 

陳緗秝 $9000 陳緯榕 $3600 陳蔚琦 $7200 

陳蔚霆 $6000 陳誼霞 $7200 陳輝良 $10000 

陳輝松 $7200 陳輝雄 $1200 陳適君 $2500 

陳震東 $500 陳靚瑢 $7200 陳儒晰 $7200 

陳儒諄 $7200 陳勳森 $120000 陳叡智 $7200 

陳憲佑 $6600 陳憶欣 $100 陳憶菁 $1000 

陳曆寬 $200 陳曉君 $50400 陳曉佩 $7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01.-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曉芬 $2000 陳曉芸 $14400 陳曉娟 $1200 

陳曉茹 $100 陳曉媛 $500 陳曉嵐 $1500 

陳曉萍 $7200 陳曉薇 $1280 陳橙葦 $4000 

陳燕局 $500 陳燕玲 $200 陳燕華 $7200 

陳燕萍 $400 陳燕輝 $28800 陳燕麗 $7200 

陳穎萱 $1200 陳穎錦 $500 陳蕙真 $2000 

陳蕙蘭.陳連奕.陳王
素瓊 

$7200 陳螢柔 $100 陳衞權 $4800 

陳諭慧 $7200 陳諺塏 $3600 陳賴青 陳世杰 陳
美玲 陳淑姜 熊熊 
旺來 

$3000 

陳錢妹 $4200 陳錦池 $1000 陳錦梅 $1000 

陳錦雀 $1000 陳錦斯 $21600 陳錦煥 $7200 

陳錦瑞 $16400 陳錦慧 $21600 陳錦龍 $12000 

陳錫武 $1000 陳錫貴 $8800 陳霖澐 $7200 

陳靜如 $200 陳靜江 $1688 陳靜宜 $21600 

陳靜怡 $3000 陳靜芬 $600 陳靜梅 $300 

陳靜陵 $8480 陳靜雯 $200 陳靜瑜 $200 

陳靜萱 $1200 陳靜儀 $21600 陳靜嫻 $400 

陳靜慧 $20400 陳靜篁 $100 陳靜儒 $200 

陳頤邦 $500 陳駱政 $132 陳龍 $7200 

陳龍珠 $1000 陳龍陞 $6600 陳嶸盛 $7200 

陳應昌 $1000 陳濬承 $21600 陳聰仁 $100 

陳聰吉 $14400 陳臆樺 $1000 陳薇如 $500 

陳薇宇 $2000 陳薇淇 $100 陳謝輝 $200 

陳鍊元 $5000 陳鍾雄 $7200 陳駿墉 $12000 

陳鴻昌 $3000 陳鴻進 $14400 陳鴻隆 $3000 

陳鴻榆 $14400 陳鴻瑩 $43200 陳擷式 $100 

陳曜宗 $2000 陳瀅如 $12200 陳瀅帆 $2000 

陳瀅庭 $500 陳瀅燕 $7200 陳禮建 $21600 

陳豐連 $14400 陳雙環 $7200 陳嬿如 $14500 

陳懷民 $2500 陳瀞怡 $100 陳璽芳 $100 

陳璽鈞 $14400 陳瓊如 $6600 陳瓊芳 $7860 

陳瓊瑜 $1600 陳鏡光 $200 陳鏡皓 $4600 

陳韻如 $1700 陳韻如 陳韻文 $14400 陳韻安 $600 

陳韻庭 $200 陳韻琇 $500 陳鵬文 $2000 

陳麒方 $500 陳麒旭 $500 陳麗玉 $15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02.-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陳麗妃 $7200 陳麗竹 $7200 陳麗芬 $200 

陳麗花 $500 陳麗芳 $3600 陳麗玲 $18600 

陳麗美 $7200 陳麗英 $1800 陳麗貞 $500 

陳麗香 $1000 陳麗卿 $2000 陳麗娟 $7200 

陳麗敏 $6600 陳麗琇 $14400 陳麗惠 $36600 

陳麗絲 $13600 陳麗華 $12000 陳麗貴 $6600 

陳麗雅 $7200 陳麗雯 $7000 陳麗雲 $21600 

陳麗嫦 $13960 陳麗滿 $7200 陳寶如 $12000 

陳寶珠 $286 陳寶麗 $7200 陳瓏元 $3000 

陳耀宗 $4200 陳耀樹 $100 陳騰昌 $1500 

陳儷芬 $200 陳儷楓 $100 陳巍中 $7200 

陳櫻娸 $200 陳懿華 $600 陳顯智 $7200 

陳艷秋全家 $250 陳鑫龍 $2000 陳鑫馨 $1000 

陶又華 $9000 陶志龍 $21600 陶怡君 $1000 

陶素蓮 $12000 陶淑惠 $2000 陶楊夢鸞 $7200 

陶睿智 $36000 陶德芬 $6000 陶韻如 $7200 

陸又綺 $1200 陸又麟 Yu-Lin-Lu $43200 陸玉立 $1500 

陸宏銘 $600 陸志遠 $1200 陸東揚 $100 

陸泳學 $2000 陸俊廷 $200 陸姿妙 $100 

陸建全 $3600 陸建華 $7200 陸美璇 $100 

陸素菁 $20000 陸綺 $2000 陸慧 $300 

陸澤中 $500 陸麗琴 $100 陸麗華 $7200 

雪曼電漿科技有限
公司 

$3600 麥如龍 $300 麥袁綸 $108000 

麥毓穎 $500 麥慧玲 $7200 麻瑞蘭 $600 

黄怡婷 $7200 黄俊傑 $1200 黄冠智 $3000 

黄寶嬌 $21600 傅子芳 $14000 傅子芸 $1200 

傅子瑜 $200 傅子綺 $21600 傅小姐 $200 

傅文材 $1000 傅冬蘭 $14400 傅永貴 $21600 

傅玉瑋 $14400 傅仰曄 $200 傅有慈 $500 

傅竹屏 $3000 傅亞迪 $500 傅佳瑩 $14400 

傅金麗 $12000 傅阿素 $14400 傅俊誠 $7200 

傅奕璇 $7200 傅郁惠 $7200 傅韋迪 $100 

傅原挺 $7200 傅家宏 $2000 傅素月 $7200 

傅啟天 $14400 傅強 $900 傅晨碩 $5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03.-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傅紹智 $500 傅莉芳 $14400 傅莉雅 $100 

傅惠津 $14400 傅新治 $14400 傅榆萍 $6000 

傅瑞玉 $21600 傅萱瑩 $14400 傅裕文 $300 

傅寧 $14400 傅翠娟 $500 傅肇慶 $7200 

傅遠棋 $500 傅稼翔 $100 傅錦標 $7200 

傅瓊瑤 $500 傅顯雅 $28800 傑甯商行 $600 

凱威聯合工程有限公司 $7200 創邑不動產經紀有限公
司 

$69000 創奕地板工程有限
公司 

$400 

創致科技有限公司 $14400 創毅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6600 創興汽車美容 $4200 

勝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 勞建華 $50400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雲嘉南分署永康
就業中心 

$1100 

勞睪 $500 博聿口筆譯工作室 $500 博亞法律事務所 $21600 

博愛小吃店 $55200 善 $100 善山人 $500 

善心人 $8800 善心人(全家超商) $90500 善心人(統一超商) $9788 

善心人(萊爾富) $31422 善心人(劃撥) $3000 善心人士 $14242 

喜悅美髮中心顧客大德 $3000 喬宗忞 $14400 喬延涓 $7200 

喬松印刷品有限公司 $40400 單文時 $14400 單嘉苓 $1800 

單耀德 $2992 喻宗明 $12000 喻長清 $7200 

喻會娥 $1000 喻賢珩 $72000 堤維西交通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18000 

富仕見科技企業有限公
司 

$13200 富永安股份有限公司 $128500 富來科技有限公司 $7200 

富頂有限公司 $600 崴娜美學沙龍 $200 幾賀 $300 

彭凡如 $7650 彭子紜 $43200 彭元懋 $30000 

彭天保 $1200 彭文玲 $10000 彭文蓉 $500 

彭月娥 $6000 彭月嬌 $21600 彭巧雲 $1000 

彭正龍 $1000 彭玉玲 $7200 彭玉詔 $36000 

彭玉慧 $1000 彭玉蘭 $3500 彭光正 $1700 

彭光興 $5000 彭成鴻 $7200 彭妍玲 $7200 

彭宏宗 $7200 彭李榮 $200 彭秀珍 $36000 

彭佩雯 $500 彭定華 $20000 彭怡姿 $28800 

彭武德 $300 彭芷瑄 $200 彭邱祥 $500 

彭信明 $7200 彭品穎 $7200 彭姵禎 $1000 

彭宥誠 $24000 彭建凱 $7200 彭建溢 $500 

彭思維 $150000 彭思翰 $7200 彭星維 $7200 

彭春芳 $600 彭昱玨 $500 彭美姿 $2000 

彭美政 $79200 彭美華 $6000 彭虹禎 $1000 

彭郁芸 $1200 彭郁茹 $200 彭郁菊 $7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0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彭家華 $3000 彭珮縈 $10000 彭釗裕 $1000 

彭偉誠 $1200 彭健欽 $1000 彭堃瑋 $7200 

彭婉娟 $43200 彭寄萍 $100 彭彬書 $1000 

彭梅順 $18000 彭淑芬 $600 彭淑玲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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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 彭清族 $45600 

彭祥溢 $400 彭紹杰 $14400 彭陳珠 $300 

彭弼涵 $7200 彭愉紋 $14400 彭斌珺 $7200 

彭琬鈴 $100 彭琴茹 $7800 彭詠晴 $600 

彭貴鈺 $5000 彭貴賢 $1000 彭雅如 $1200 

彭雲新 $14400 彭雲鳳 $9600 彭雲燈 $21600 

彭敬容 $7200 彭敬權 $3000 彭瑞瑩 $13400 

彭稚芸 $900 彭筠惠 $7200 彭筱君 $600 

彭綉景 $36000 彭義介 $100 彭聖維 $300 

彭詩婷 $1000 彭誠緯 $3600 彭資安 $143 

彭鈴蘭 $300 彭鈺晴 $2400 彭嘉尉 $7200 

彭碧秀 $14400 彭與求 $20000 彭語良 $500 

彭鳳蘭 $7200 彭廣誌 $4500 彭慧琳 $7200 

彭憶芬 $500 彭澤溟 $7200 彭璟惠 $21600 

彭穎宣 $200 彭靜鳳 $200 彭豐昌 $7200 

彭懷 $7200 彭瓊儀 $9600 彭瓊嬅 $9600 

彭瓊蕙 $200 彭韻如 $600 惠康木蓉 $14400 

揚普實業有限公司 $6600 揭文鳳 $9600 敦譜電子有限公司 $7200 

普慶華 $7200 普瀚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7200 晶強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4500 

智霖火鍋店 $6600 曾 $850 曾上昇 $1200 

曾于珊 $2000 曾子昕 $200 曾子玲 $10000 

曾子恩 $14400 曾子旂 $7200 曾子菱 $1200 

曾子綺 $3000 曾小姐 $100 曾元貞 $200 

曾元璋 $300 曾孔瓊慧 $14400 曾心怡 $200 

曾文宏 $400 曾文彬 $200 曾文祥 $7200 

曾文隆 $200 曾文顗 $7200 曾文顥 $1200 

曾木陽 $7200 曾水印 $600 曾以仁 $7200 

曾右彰 $1600 曾巧玲 $1000 曾玉珍 $20000 

曾玉霖 $3600 曾玉霞 $5090 曾禾翠 $7200 

曾立明 $28800 曾丞頤 $2000 曾先生 $15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05.-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曾名祥 $400 曾圳銘 $7200 曾宇諏 $200 

曾克倫 $2000 曾志堅 $4200 曾沛盈 $1200 

曾秀芬 $1200 曾秀桂 $800 曾秀蘭 $7200 

曾育琳 $100 曾芃寧 $100 曾佩珊 $3200 

曾佳文 $200 曾佳卿 $1688 曾佳陽 $300 

曾佳儀 $200 曾妮娜 $13200 曾孟婷 $200 

曾宛華 $7200 曾怡芬 $2500 曾怡萍 $500 

曾怡嘉 $14400 曾明川 $1200 曾明泓 $7200 

曾明珠 $500 曾明清 $7200 曾林枝梅 $7200 

曾秉逸 $200 曾秉濤 $7200 曾芬敏 $3200 

曾芷榛 $7200 曾采彤 $7200 曾采薇 $100 

曾金玉 $16000 曾金鳳 $7200 曾亭華 $1000 

曾俊傑 $14400 曾冠真 $1000 曾冠燕 $7200 

曾奕翔 $1000 曾威智 $1000 曾建聰 $12000 

曾彥絨 $4000 曾思吟 $200 曾思乾 $1200 

曾昭源 $3000 曾昱 $14400 曾昱暉 $200 

曾昱銨 $100 曾柏彰 $500 曾柏睿 $200 

曾洛琪 $100 曾盈華 $3600 曾紀勻 $89 

曾美芳 $7200 曾美惠 $500 曾若琦 $10000 

曾英妹 $7200 曾貞英 $7200 曾貞惠 $1500 

曾郁晴 $100 曾郁程 余寶珠 $2000 曾韋哲 $1000 

曾韋慈 $7200 曾家芳 $6000 曾桂銀 $7200 

曾珮郁 $8000 曾益盛 $7200 曾素慧 $7200 

曾能杰 $30000 曾偉育 $3600 曾偉倫 $200 

曾偉福 $600 曾唯婷 $5600 曾國文 $600 

曾婉容 $100 曾婉婷 $14400 曾彩鳳 $14400 

曾敏萱 $500 曾梓桓 曾冠瑞 曾
浚瑞 小蝶 小象 

$200 曾淑仁 $14400 

曾淑伶 $14400 曾淑玲 $600 曾淑珍 $500 

曾淑娟 $14400 曾淑敏 $13600 曾淑棋 $4000 

曾淞瑋 $1000 曾清標 $9000 曾琇瑩 $2000 

曾祥倍 $7200 曾祥琳 $2000 曾莉喬 $200 

曾雪芬 $7200 曾凱迪 $1000 曾喬琪 $600 

曾婷 $600 曾惠玲 $14900 曾惠寬 $13200 

曾智平 $6000 曾渝欽 $1200 曾湘文 $1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06.-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曾琦芳 $2000 曾琪惠 $1000 曾琪瑜 $300 

曾琬玲 $500 曾詠鈴 $2400 曾逸婷 $5600 

曾鈞祥 $1000 曾雅芳 $7200 曾雅婷 $300 

曾雅慧 $300 曾雅蓮 $7200 曾傳裕 $4200 

曾意茹 $1200 曾新智 $1200 曾新雲 $7200 

曾楓絨 $500 曾楹媮 $7200 曾毓晴 $500 

曾毓筑 $2000 曾煉忠 $18600 曾瑞如 $1000 

曾瑞娥 江麗文 $7200 曾瑞乾 $7200 曾瑞敏 $1500 

曾筱芸 $7200 曾筱棋 $200 曾筱雯 $600 

曾義青 $5400 曾裕娟 $1400 曾裕傑 $7200 

曾詩穎 $19200 曾鈺娟 $600 曾鈺萍 $1000 

曾鈺雯 $100 曾雍傑 $2000 曾鼎為 $900 

曾嘉盈 $600 曾嘉莉 $500 曾壽銘 $20000 

曾壽德 $14400 曾瑮蕓 $15600 曾碧雲 $2000 

曾維炘 $7200 曾綺華 $14400 曾廣善 $2000 

曾德修 $7200 曾慧珊 $7200 曾慧琪 $100 

曾慶華 $500 曾蔡美英 $1200 曾學忠 $6600 

曾憲忠 $2000 曾憲章 $7200 曾憶雯 $7200 

曾燕玉 $700 曾燕如 $17200 曾錦運 $7200 

曾靜枝 $4000 曾頤軒 $5000 曾薆 $14400 

曾薇儒 $21600 曾薈芯 $200 曾黛如 $7200 

曾薰誼 $1200 曾嬿陵 $7200 曾嬿樺 $300 

曾瀞萱 $2000 曾瓊萩 $14400 曾瓊蓮 $500 

曾藝玲 $6600 曾韻文 $1000 曾麒臻 $7200 

曾麗如 $5400 曾麗貞 $2000 曾麗純 $700 

曾麗淑 $7200 曾麗惠 $4200 曾麗華 $14400 

曾麗霞 $500 曾寶彩 $4200 曾寶雅 $14400 

曾馨儀 $600 曾蘭惠 $1100 温谷琳 $2400 

温明碧 $600 温松培 $7200 温芯榆 $1000 

温珮喻 $7000 温涵勛 $1860 温智皓 $12000 

港底工程行 $7200 港都餐飲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100 游千逸 $500 

游子葳 $21600 游中義 $1500 游元臨 $100 

游升志 $7200 游文祈 $200 游文鋒 $7200 

游水龍 $7200 游玉平 $600 游玉津 $7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07.-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游宇君 $5400 游冷美玲 $10000 游均緯 $3600 

游宏偉 $600 游志清 $2000 游志勤 $7800 

游卓毅 $300 游宗儒 $14400 游宗翰 $6088 

游旻潔 $3300 游雨莛 $7200 游美玲 $7200 

游迦雯 $7200 游家莉 $1200 游家麟 $6600 

游振傑 $200 游素英 $2700 游素華 $1200 

游能益 $7200 游茹婷 $400 游乾明 $6600 

游偉哲 $2400 游健明 $5400 游啟生 $7200 

游崇德 $14400 游敏建 $600 游敏慧 $1200 

游淇馨 $1000 游淑芬 $7300 游淑美 $7200 

游淑英 $14400 游淑媚 $7200 游清河 $1800 

游清雯 $7200 游凱婷 $4500 游凱麟 $3600 

游富美 $20000 游富翔 $200 游惠玲 $2400 

游惠珠 $7200 游智杰 $12000 游朝立 $12555 

游登堯 $1000 游竣凱 $100 游翔百 $27600 

游賀旭 $21600 游雅茵 $300 游雅嵐 $1800 

游雅棠 $3000 游雯婷 $100 游雲吉 $13200 

游筱婷 $100 游榮偉 $600 游碧華 $1688 

游鳳美 $7200 游慧君 $14400 游潔貞 $21600 

游學榮 $200 游錫璋 $49200 游靜如 $1000 

游謙德 $14400 游馥嫣 $100 游瓊枝 $500 

游麗章 $13200 游麗鳳 $300 游馨瑜 $600 

游騰益 $7200 游露露 $1200 湘稜軒豆花 $800 

湯子瑩 $7200 湯令儀 $14400 湯玉妃 $6723 

湯宇潔 $7200 湯安得 $10000 湯承倫 $300 

湯明義 $7200 湯松子 $28800 湯玟蕙 $5000 

湯品臻 $60000 湯家閎 $7200 湯堇仟 $1000 

湯淑云 $100 湯清根 $200 湯雪英 $7200 

湯朝欽 $2000 湯瑞連 $7200 湯鳳梅 $200 

湯韻臻 $6600 湯艷琳 $4800 無 $1600 

無乙 $100 無名 $11320 無名氏 $7766283 

無名氏_台新 ATM $10500 無名氏-街口支付 $40694 無名過客 $100 

無明 $100 甯淑芬 $14400 甯莉潔 $14400 

甯愛然 $500 登琪爾股份有限公
司 

$229453 登鉅汽車實業有限
公司 

$7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08.-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皓翔 $600 程 $300 程允中 $600 

程世明 $7200 程玉華 $100 程兆龍 $21600 

程光華 $11160 程俊樺 $13200 程冠豪 $7200 

程郁婷 $1000 程健源 $2000 程盛華 $1500 

程翊淳(代慈聖道觀) $700 程婷 $1500 程智盟 $7200 

程智裕 $7200 程筠絨 $200 程鈺筑 $200 

程嘉玲 $600 程慧玟 $300 程慧敏 $4800 

程憶芬 $14400 程耀霆 $1000 程麟翔 $500 

童仲彬 $1000 童仲豪 $500 童年寬 $2000 

童孟婕 $10800 童景熙 $10000 童維華 $600 

童璽文 $3000 童顗叡 $1000 童曦 $14400 

筌友有限公司 $5000 紫 $100 絲玉梅 $1500 

舒以欣 $7200 舒永泰 $7200 舒莉芳 $500 

舒惠荃 $7200 舒慧芬 $14400 菓菓心理創意有限
公司 

$1200 

華一彩色印刷有限
公司 

$7200 華于喬 $100 華建邦 $100 

華珮涵 $21600 華朝龍 $4888 華瑞慈 $6000 

華群友 $100 華嶽有限公司 $7200 覃玉珍 $6000 

覃事成 $7200 覃佩珊 $1280 覃念 $100 

覃念軍 $400 覃桂蓉 $16800 詠曦實業有限公司 $5600 

貴人來 $100 貴真 $1000 貴圓居李文福 $12000 

貴圓居夏華達 $21600 費成祺 $6600 賀明琪 $6600 

賀郁琦 $100 賀廣如 $14400 賀豫斦 $1280 

賀麗珠 $7200 超逸實業有限公司 $12000 越味館客人共同捐
款 

$2319 

辜俊卿 $16400 辜惠軍 $7200 辜筑苡 $200 

辜馨峯 $14400 進安宮母娘 $257 鄂雅玟 $500 

鈔寫本廣告有限公
司 

$30800 閔鳫鏵 $33600 陽政達 $1300 

陽美珍 $100 陽美貴 $3000 陽傑龍 $100 

隆本行 $14400 隆豪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 

$6000 雅米義大利麵 $7200 

雲健峰 $200 雲雅舜 $1200 馮小鳳 $7800 

馮文道 $12000 馮文德 $1688 馮玉枝 $2000 

馮印龍 $73200 馮圭君 $1200 馮志民 $28800 

馮佳鈴 $3600 馮芝渝 $7200 馮芷媃 $7200 

馮品喬 $3000 馮品嘉 $3600 馮建三 $57600 

馮恩惠 $7200 馮國鈞 $600 馮淨修 $1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09.-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馮勝軒 $300 馮博鈞 $16800 馮惠菁 $1200 

馮湘妍 $7200 馮雅莉 $3600 馮雅絹 $500 

馮敬堯 $4800 馮瑞麒 $7200 馮聖哲 $600 

馮嘉偉 $16400 馮嘉照 $28800 馮旗捷 $600 

馮錦屏 $7200 馮麗冠 $14400 馮寶安 $14400 

黃一峯 $7200 黃一涵 $7200 黃乙凌 $500 

黃乃娟 $100 黃力莉 $3500 黃上銘 $400 

黃于芳 $5000 黃于娟 $800 黃于鄉 $700 

黃于嘉 $7200 黃千宜 $200 黃千玲 $7200 

黃千耘 $500 黃千黛 $3000 黃士林 $300 

黃士胤 $2000 黃士晉 $3600 黃士瑋 $7200 

黃士豪 $200 黃士蔚 $4800 黃士驊 $14400 

黃大展 $7200 黃子昀 $4200 黃子芸 $1000 

黃子芹 $600 黃子柔 $100 黃子恩 $500 

黃子桂 $100 黃子祐 $1800 黃子祐 黃郁心 $200 

黃子偉 $500 黃子語 $400 黃子豪 $200 

黃子嬟 $1000 黃子瀠 $7200 黃小文 $7200 

黃小姐 $16200 黃小華 $12000 黃小貴 $7200 

黃之凡 $7200 黃予恩 $200 黃仁志 $14400 

黃仁慈 $7200 黃仁煌 $7200 黃仁興 $7200 

黃仁鴻 $5400 黃介垣 $7200 黃允軒 $3800 

黃公暉 $7200 黃天牧 $14400 黃天癸 $100 

黃少雲 劉佳霖 $1900 黃尤芳 $7200 黃心怡 $600 

黃心儀 $493 黃心慧 $2400 黃心賢 $200 

黃心蘭 $14400 黃文怡 $500 黃文芳 $200 

黃文柏 $7200 黃文娟 $7000 黃文茹 $1200 

黃文華 $2000 黃文聖 $7200 黃文賢 $21600 

黃文臨 $800 黃文鎮 $500 黃日杰 $100 

黃日賢 $400 黃月秀 $4800 黃月黛 $21600 

黃月瓊 $7200 黃木嫻 $7200 黃王葉 $1200 

黃世育 $13000 黃世昌 $100 黃世輝 $7200 

黃世樵 $1000 黃仕勳 $1000 黃弘毅 $200 

黃弘緯 $600 黃正一 $11940 黃正穎 $14400 

黃永松 $7200 黃永枝 $14800 黃永煌 $116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10.-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黃玄奎 $15000 黃玉如 $24400 黃玉玫 $1000 

黃玉芝 $7200 黃玉芬 $1200 黃玉城 $14400 

黃玉玲 $8200 黃玉珍 $2000 黃玉純 $1200 

黃玉婷 $100 黃玉琴 $1800 黃玉華 $7200 

黃玉萍 $100 黃玉鈴 $7200 黃玉鳳 $200 

黃玉儀 $2000 黃玉燕 $11000 黃玉霞 $7200 

黃玉寶 $4800 黃田阿東 $500 黃立 $500 

黃立敏 $9000 黃丞逸 $200 黃亦雯 $1200 

黃仲仁 $5500 黃仲男 $600 黃仲鈞 $7200 

黃仲廉 $1500 黃仲毅 $600 黃伊伶 $100 

黃兆資 $7200 黃兆嘉 $10000 黃先生 $500 

黃先達 $600 黃先誌 $14400 黃合信 $200 

黃吉耀 $11000 黃夙吟 $1000 黃好 $7200 

黃如忻 $18000 黃宇帆 $2000 黃安妮 $7400 

黃安淇 $8400 黃安蒂 $43200 黃旭村 $2700 

黃有為 $6600 黃江秋津 $7200 黃米玲 $86400 

黃羽彣 $1200 黃羽釩 $500 黃至君 $7200 

黃伯穎 $200 黃伶鈺 $500 黃余星 $13800 

黃克義 $14400 黃吳秀雲 黃州成 $6000 黃妍安 $100 

黃妍婷 $1200 黃妙美 $7200 黃宋秋香 $6000 

黃宏志 $7200 黃宏欽 $28800 黃志弘 $2000 

黃志成 $14400 黃志偉 $1800 黃志強 $100 

黃志斌 $7200 黃志超 $7200 黃志魁 $200 

黃忻爰 $1688 黃沁柔 $1500 黃沛文 $14400 

黃沛儀 $14400 黃秀芬 $7200 黃秀春 $10800 

黃秀英 $1200 黃秀娟 $12000 黃秀娥 $500 

黃秀琦 $1200 黃秀菁 $300 黃秀雯 $3600 

黃秀滿 $7200 黃秀鳳 $14400 黃秀蘭 $1200 

黃秀鑾 $14400 黃育祥 $600 黃育誠 $2000 

黃良元 $7200 黃貝儀 $500 黃辰雄 $12000 

黃邦育 $7200 黃邦南 $1800 黃佩琳 $2000 

黃佩雯 $1900 黃佳文 $6248 黃佳怡 $400 

黃佳怡 $200 黃佳玲 $600 黃佳茹 $100 

黃佳翎 $500 黃佳榮 $3000 黃佳緣 $21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11.-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黃侑茗 $3000 黃依琳 $24000 黃依慧 $7200 

黃坤祥 $10000 黃宗銘 $36000 黃宜閎 $1500 

黃宜蕾 $22000 黃幸惠 $10000 黃幸鈴 $21600 

黃忠育 $2400 黃忠信 $400 黃怡文 $2276 

黃怡欽 $500 黃怡翔 $200 黃怡萍 $1280 

黃怡雯 $14400 黃怡瑛 $600 黃怡嘉 $7200 

黃怡寧 $600 黃怡甄 $3600 黃怡禎 $14400 

黃怡璇 $8200 黃怡霏 $800 黃怡靜 $400 

黃旻齊 $7200 黃昌偉 $7200 黃昌揚 $300 

黃明芳 $7800 黃明堂 $7200 黃明鳳 $12000 

黃易旋 $500 黃松澤 $7200 黃枝樹 $5500 

黃武源 $1000 黃牧琦 $2000 黃玟寧 $12000 

黃玟綺 $1500 黃玟諺 $1005 黃玠翔 $600 

黃玫玲 $12000 黃芝庭 $100 黃芝蘭 $14400 

黃芯珮 $7200 黃芳玲 $20000 黃芳塋 $7200 

黃芳蘭 $1000 黃采翊 $100 黃金汾 $12000 

黃金娘 $1000 黃金珠 $7200 黃金院 $200 

黃金菊 $6000 黃金鐘 $200 黃金蘭 $1500 

黃金戀 $1000 黃阿新 $1600 黃雨翔 $3600 

黃亮瑜 $200 黃俊文 $14600 黃俊民 $21600 

黃俊明 $2500 黃俊晟.吳心怡.黃東
逸.黃玟勻 

$2000 黃俊傑 $14412 

黃俊凱 $200 黃俊智 $600 黃俊程建築師事務
所 

$7200 

黃俊誠 $500 黃俊嘉 $7200 黃俊碩 $7200 

黃俊豪 $2300 黃俊憲 $600 黃俊擇 $100 

黃俊澤 $4800 黃俐嘉 $1000 黃信宏 $1200 

黃信和 $2000 黃信華 $200 黃信翰 $3600 

黃信興 $7200 黃冠連 $200 黃冠智 $5400 

黃冠瑋 $500 黃冠彰 $500 黃冠霖 $1000 

黃勃雄 $7200 黃叙欽 $7200 黃品捷 $500 

黃品瑜 $12000 黃品嘉 $81 黃品榕 $100 

黃品璇 $500 黃品憲 $1200 黃品靜 $21600 

黃垚勳 $7200 黃奕 $20000 黃奕達 $7200 

黃奕潮 $4800 黃姵鳳 $1000 黃姵霖 $500 

黃姿瑋 $500 黃姿綾 $200 黃宣喻 $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12.-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黃宥云 $1500 黃宥寧 $7200 黃宥熏 $7200 

黃宥駿 $100 黃建仁 $200 黃建文 $7200 

黃建章 $24400 黃建勝 $100 黃建智 $3800 

黃建程 $6300 黃建瑋 $600 黃建嘉 $14400 

黃建德 $7200 黃建儒 $1200 黃建樺 $7200 

黃建霖 $14400 黃彥中 $100 黃彥文 $14400 

黃彥劼 $2000 黃彥傑 $1000 黃彥凱 $1000 

黃彥綺 $21600 黃思怡 $100 黃思婕 $1500 

黃思敏 $7200 黃思婷 $300 黃思嘉 $100 

黃政彬 $14400 黃政揚 $7200 黃政達 $7200 

黃政維 $1400 黃政勳 $14400 黃星凱 $600 

黃春盆 $7200 黃春香 $3600 黃春琴 $7200 

黃春鈺 $100 黃春興 $14400 黃昭月 $6000 

黃昭凰 $100 黃昭雄 $36000 黃昭瑋 $5000 

黃昭禎 $7200 黃昭熹 $7200 黃昱翔 $1000 

黃昱樺 $3600 黃昱霖 $60000 黃柏元 $200 

黃柏涵 $300 黃柏翰 $5900 黃柏諭 $5400 

黃炯芳 $7200 黃炳坤 $600 黃炳泉 $650 

黃玲兒 $3000 黃玲娥 $7200 黃玲珠 $100 

黃珍映 $7200 黃皆盛 $7200 黃盈慈 $7200 

黃盈彰 $7200 黃盈蓁 $14400 黃祈韶 $100 

黃秋月 $20820 黃秋珍 $7200 黃秋萍 $1600 

黃秋貴 $4000 黃秋燕 $100 黃紀華 $7200 

黃美人 $2000 黃美月 $1800 黃美玲 $14400 

黃美娟 $500 黃美真 $0 黃美軒 $6720 

黃美惠 $33200 黃美棠 $14400 黃美琪 $4000 

黃美寬 $7200 黃美蓮 $2000 黃羿斐 $7200 

黃苡芯 $600 黃若凡 $500 黃若茵 $43200 

黃若筑 $7200 黃英哲 $600 黃英惠 $10000 

黃英福 $15600 黃英維 $1000 黃英豐 $43200 

黃茂源 $14400 黃貞智 $14400 黃貞翔 $1200 

黃貞維 $3200 黃迪偉 $600 黃郁文 $7200 

黃郁芬 $300 黃郁容 $4200 黃郁茜 $5400 

黃郁敏 $7200 黃郁婷 $2300 黃郁媛 $7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13.-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黃郁絜 $1000 黃郁雅 $1800 黃郁雯 $4200 

黃郁暐 $2000 黃郁瑄 $500 黃重堯.梁素芬.黃
燈炎 

$7200 

黃韋瑜 $1200 黃韋群 $200 黃韋豪 $1500 

黃飛雄 $1000 黃倚慈 $14400 黃凌華 $7200 

黃剛正 $10800 黃家基 $14400 黃家琳 $7200 

黃家楹 $200 黃家榆 $8400 黃家瑜 $100 

黃家鼎 $7200 黃家蓁 $600 黃家樑 $7870 

黃庭虹 $14400 黃恩純 $7200 黃振芳 $1000 

黃振興 $400 黃挺益 $5400 黃晏庭 黃照蓉 $4000 

黃書敏 $200 黃書勤 $100 黃栩玟 $7200 

黃桂玲 $21600 黃桂香 $7200 黃泰原 $7200 

黃泰維 $25000 黃泰賓 $7200 黃泰勳 $14400 

黃浚育 $600 黃浥塵 $14400 黃浩然 $51 

黃珠玲 $7200 黃珠意 $100 黃珮如 $14400 

黃珮茹 $500 黃益良 $14400 黃真玲 $1000 

黃真珍 $100 黃紓沛 $7200 黃純德 $300 

黃素女 $7200 黃素桂 $2000 黃素珠 $27200 

黃素琤 $7200 黃素萩 $4800 黃素蓉 $21600 

黃荍倩 $2000 黃訓國 潘玲玉 黃
玫菱 黃茂哲 

$300 黃偉明 $600 

黃偉倫 $5000 黃偉峰 $14400 黃偉華 $100 

黃偉瑜 $21600 黃健輝 $7200 黃啓明 $14400 

黃啟伸 $6000 黃啟明 $2000 黃啟紋 $12000 

黃啟誠 $100 黃國松 $1000 黃國建 $5400 

黃國恒 $7200 黃國展 $3600 黃國書 $1000 

黃國堂 $7200 黃國勛 $1000 黃國喻 $500 

黃堂晉 $100 黃婉婷 $5400 黃婉琦 $1100 

黃婉慈 $200 黃婕宜 $100 黃婕苓 $6000 

黃婕鑫 $14400 黃婧雯 $200 黃崇家 $7200 

黃崇時 $100 黃崇祥 $5000 黃崇瑄 $200 

黃崑益 $7200 黃張素珠 $600 黃彗瑀 $7200 

黃御哲 $4800 黃惟新 $2000 黃捷芳 $600 

黃敏 $7200 黃敏芳 $6000 黃敏柔 $2000 

黃敏娟 $1000 黃敏雄 $12200 黃敏懿 $2000 

黃敏鸞 $200 黃晞恩 $600 黃晨泰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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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黃晨睿 $7200 黃梃淯 $100 黃梅妃 $1200 

黃梅君 $14400 黃梅玲 $6000 黃梓瑜 $7200 

黃淑平 $1800 黃淑芬 $19800 黃淑屏 $1500 

黃淑娟 $100 黃淑珠 $21600 黃淑惠 $7600 

黃淑琴 $7200 黃淑菁 $9000 黃淑華 $14400 

黃淑雯 $3000 黃淑雲 $14400 黃淑銀 $2400 

黃淑嬌 $286 黃淑慧 $4500 黃淑嬪 $7200 

黃淑霞 $7200 黃淑瓊 $2400 黃淑蘭 $7200 

黃淨珍 $24000 黃淳禎 $7200 黃淵捷 $600 

黃清泉 $50000 黃清達 $7200 黃清寶 $122400 

黃琇鳳 $14400 黃琍琍 $7200 黃盛超 $3720 

黃祥 $3000 黃祥葆 $3000 黃紹華 $7200 

黃翊芩 $7200 黃翊靜 $1000 黃翌鳴 $6000 

黃莉文 $3000 黃莉真 $200 黃莉淇 $1200 

黃莉莉 $14400 黃莉晶 $100 黃莉榛 $21600 

黃莎 $44400 黃莞晉 $5400 黃連花 $14400 

黃陳桂葉 $7200 黃陳麗珠 $200 黃凱廷 $700 

黃凱琳 $1200 黃勝國 $7000 黃博昇 $100 

黃博賢 $6500 黃善信 $300 黃喬璟 $1688 

黃富美 $3600 黃富章 $14400 黃尊賢 $867 

黃惠宜 $100 黃惠芳 $500 黃惠美 $7200 

黃惠娟 $7200 黃惠娥 $7200 黃惠琪 $500 

黃惠雯 $500 黃惠榆 $7200 黃惠鈺 $21600 

黃惠燕 $14400 黃愉君 $100 黃愉婷 $100 

黃揆順 $600 黃斯宇 $500 黃景燦 $5000 

黃晴慧 $1500 黃智良 $1200 黃智焄 $7200 

黃智義 $12000 黃智壕 $300 黃朝平 $7200 

黃朝榮 $14400 黃棟煜 $14400 黃棠晴 $7200 

黃渝珊 $1300 黃渟諭 $21600 黃渼晴 $500 

黃湉錦 $200 黃湘云 $300 黃湘屏 $100 

黃湘軒 $100 黃湘梅 $7200 黃湘涵 $400 

黃湘淇 $500 黃湘婷 $1200 黃湘晴 $1500 

黃湘鈴 $3600 黃湘蘭 $7200 黃湲媛 $100 

黃琛汶 $0 黃琦淑 $300 黃琦惠 $20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15.-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黃琬婷 $200 黃琮祐 $7200 黃琮崴 $7500 

黃琮棋 $600 黃琮雅 $6600 黃琳娟 $1000 

黃登賢 $1000 黃皓 $13200 黃皓淇 $2000 

黃皓榆 $1500 黃程暉 $14400 黃筑筠 $5400 

黃紫晏 $9200 黃紫涵 $7200 黃結春 $14400 

黃舒憶 $1000 黃華秋 $7200 黃評儀 $28800 

黃貴玲 $200 黃貿 $200 黃進福 $21600 

黃進興 $14400 黃鈞 $7200 黃閔琪 $4000 

黃雁琳 $3600 黃雁輝 $600 黃雄一 $7200 

黃雅文 $1000 黃雅坊 $7200 黃雅玨 周建 $21600 

黃雅芬 $100 黃雅亭 $2000 黃雅珉 $7200 

黃雅倫 $500 黃雅惠 $7200 黃雅琪 $500 

黃雅琴 $1200 黃雅鈴 $17400 黃雅甄 $1000 

黃雅憶 $1200 黃雅騰 $500 黃雯婷 $9500 

黃雯靖 $1500 黃順平 $7200 黃順政 $4800 

黃順敏 $6600 黃順煌 $100 黃媺娟 $3600 

黃彙鈺 $2000 黃意文 $200 黃意凌 $7200 

黃意蘋 $4800 黃愛琪 $1100 黃慈芳 $7200 

黃敬唐 $7200 黃敬捷 $7200 黃敬淳 $600 

黃敬凱 $300 黃敬堯 $300 黃敬揚 $7200 

黃新年 $23000 黃新茂 $50400 黃楠恩 $100 

黃楨傑 陳玉玲 $31899 黃楷珊 $2000 黃楷勛 $1000 

黃榆盈 $8000 黃榆凌 $300 黃榆琁 $400 

黃榆喬 $2000 黃榆翔 $200 黃毓雅 $7200 

黃源統 $36000 黃瑄珮 $7800 黃瑋琳 $500 

黃瑛傑 $1000 黃瑞芸 $500 黃瑞雨 $13200 

黃瑞倫 $6000 黃瑞惠 $600 黃瑞華 $1200 

黃瑞誠 $7200 黃瑞緯 $36000 黃睦容 $7200 

黃睦喻 $7000 黃睫茵 $500 黃祺嘉 $14400 

黃筠紘 $22000 黃筠凱 $7200 黃筠惠 $7200 

黃筠懿 $1280 黃筱云 $600 黃筱英 $14400 

黃筱茜 $200 黃筱喻 $200 黃筱婷 $100 

黃筱琪 $9800 黃筱琳 $2100 黃筱雯 $100 

黃綉雯 $2000 黃群傑 $500 黃義益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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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黃聖倫 $600 黃聖捷 $5400 黃聖揮 $7200 

黃聖雅 $500 黃聖鵬 $7200 黃萱綺 $3600 

黃葦萍 $14400 黃裕翔 $100 黃詩文 $1000 

黃詩君 $7200 黃詩均 $2000 黃詩欣 $4800 

黃詩傑 $1100 黃詩婷 $7400 黃詩惠 $1000 

黃詩雅 $7300 黃詩慧 $2000 黃詳越 $3300 

黃豊家 $200 黃資貽 $4200 黃達宏 $21600 

黃達偉 $14400 黃酩惠 $14400 黃鈺心 $7200 

黃鈺娜 $100 黃鈺婷 $1100 黃鈺惠 $7200 

黃鈺棋 $1000 黃鈺霖 $3600 黃鈿翔 $2000 

黃鉦傑 $7200 黃雍勛 $14400 黃靖家 $600 

黃靖媛 $5500 黃靖雅 $14400 黃靖雯 $7200 

黃靖維 $800 黃韵婷 $400 黃嘉仁 $2000 

黃嘉淩 $13088 黃嘉琪 $200 黃榮瑞 $6000 

黃榮鈺 $7200 黃榮輝 $600 黃榮鵬 $36000 

黃滌 $7200 黃漢芬 $1200 黃漢彬 $2000 

黃漢欽 $14400 黃熙文 $5400 黃瑪莉 $7200 

黃睿誌 $7200 黃睿豐 $100 黃碧玉 $7200 

黃碧珠 $7200 黃碧淳 $100 黃碧琪 $7200 

黃碧蓮 $7200 黃福壽 $16800 黃精鶴 $4800 

黃維玲 $14400 黃維乾 $14400 黃維棠 $100 

黃翠栩 $5000 黃肇宏 $300 黃語婕 $500 

黃語翎 $1200 黃銀河 $3600 黃銘宗 $7200 

黃鳳玉 $1200 黃鳳君 $400 黃鳳治 $6000 

黃鳳美 $14400 黃鳳貞 $4500 黃鳳雪 $7200 

黃鳳嬌 $7200 黃鳳蓮 $4800 黃鳳鵑 $7200 

黃齊堯 $14400 黃儀潔 $500 黃墩翊 $7200 

黃廣傑 $1000 黃德江 $7200 黃德昀 $500 

黃德芬 $7200 黃德格 $600 黃德欽 $7200 

黃德儀 $1100 黃慕華 $100 黃慧珠 $14400 

黃慧真 $7600 黃慧菁 $8200 黃慧萍 $2000 

黃慧瑄 $500 黃慶宗 $8000 黃慶華 $14400 

黃慶義 $14400 黃慶豐 $7200 黃毅豪 $400 

黃潤生 $3000 黃緯淳 $100 黃緯潔 $222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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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黃蔡梅 $14400 黃輝誠 $14400 黃霈蓁 $600 

黃黎卿 $21600 黃憲智 $7200 黃憶人 $600 

黃憶婷 $1200 黃暹都 $1000 黃曉楓 $6000 

黃曉絹 $14400 黃曉韻 $1000 黃燕玲 $144000 

黃燕美 $14400 黃臻妍 $7200 黃興富 $7200 

黃興漢 $5400 黃蕙菁 $3000 黃融 $7200 

黃諭暄 $2000 黃遲茗 $500 黃錠淨 $2000 

黃錦屏 $7200 黃錦堂 $6000 黃錦琴 $1000 

黃錦溢 $2700 黃靜如 $500 黃靜君 $2400 

黃靜儀 $2000 黃靜誼 $7200 黃懋林 $1000 

黃濬宇 $1200 黃聯豐 $1800 黃薇如 $7464 

黃薇寧 $6000 黃薇蓉 $21600 黃薇諺 $7800 

黃薏朱 $7200 黃襄羽 $2400 黃謙賜 $6000 

黃謝葉 $14400 黃鴻仁 $1800 黃鴻英 $14400 

黃鴻鈞 $60600 黃鴻瑛 $14400 黃黛雯 $600 

黃瀅潔 $800 黃繡婕 $500 黃薰慧 $1000 

黃藏賢 $3300 黃雙英 $6600 黃嬿綾 $14400 

黃瀚頤 $600 黃瀞葳 $500 黃瀞瑩 $7200 

黃瓈萱 $5400 黃瓊玉 $1200 黃瓊芸 $7200 

黃瓊姬 $3300 黃瓊華 $7200 黃瓊瑤 $200 

黃瓊儀 $2688 黃瓊儀 李沐恆 $1200 黃瓊嬅 $2000 

黃瓊慧 $7200 黃瓊誼 $14400 黃瓊閱 $7200 

黃藝珍 $6600 黃韞凝 $7200 黃韻宇 $600 

黃韻宜 $600 黃韻玲 $2000 黃韻雅 $200 

黃韻蓉 $300 黃韻璇 $2000 黃韻韻 $1000 

黃鵬燁 $800 黃麗如 $1688 黃麗枚 $24000 

黃麗娜 $3000 黃麗娟 $600 黃麗珠 $1500 

黃麗紋 $2000 黃麗梅 $4000 黃麗惠 $7200 

黃麗渝 $200 黃麗萍 $14400 黃麗雲 $7400 

黃麗鳳 $19800 黃麗蓮 $600 黃麗圜 $500 

黃麗樺 $1500 黃麗燕 $300000 黃麗穎 $6000 

黃麗瓊 $7200 黃嚴嬉 $14400 黃寶珍 $15600 

黃寶珠 $21600 黃寶嬌 $2000 黃寶興 $14400 

黃獻仟 $1800 黃繼漢 $1200 黃耀緯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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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黃鐏億 $500 黃馨君 $300 黃馨儀 $14388 

黃馨慧 $15080 黃馨閱 $6000 黃馨蘭 $500 

黃齡萱 $1600 黃儷君 $50 黃櫻華 $7200 

黃蘭英 $1200 黃譽華 $7200 黃顯棟 $7200 

黃鷰婷 $200 勢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勤宜格 $3000 

嗚嗚吳 $100 園甲營造有限公司 $8000 塗小姐 $7200 

塗昆樺 $7200 塗語瑄 $200 奧蘿拉文化有限公
司 

$3600 

愛治株式商行 $2000 感恩潘家王家歷代祖先 $7200 慈心堂 $3600 

慈安工程設計有限公司 $14400 慈善救濟會 $9600 慈悲愛心基金會 $13800 

敬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300000 新北市中和國小
520 班 

$7200 

新北市汐止社區大學 $6760 新北市私立淡水松柏幼
兒園 

$36000 新北市政府 $100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22715 新北市新店區雙峰國小
六年乙班 

$2000 新永春藥行 $600 

新竹市慈航淨宗學會 $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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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7745 新泰糧食有限公司 $7800 楊 $200 

楊丁泉 $7200 楊丁無比 $46 楊人鳳 $7200 

楊又儒 $400 楊又蕙 $5400 楊于萱 $6200 

楊于嫻 $100 楊于慧 $7200 楊千儀 $2000 

楊士玄 $2000 楊士昇 $2000 楊士寬 $100 

楊士毅 $3600 楊大牧 $7200 楊子申 $7200 

楊子宜 $100 楊子欣 $200 楊子軍 $13800 

楊子旗 $7200 楊子瑤 $6000 楊子儀 $600 

楊子慧 $7200 楊子毅 $24000 楊子瑩 $5000 

楊子誼 $1000 楊子震 $7200 楊小姐 $800 

楊小鈴 $300 楊川慶 $7200 楊中國 $100 

楊今圭 $1800 楊元益 $3900 楊少君 $7200 

楊尹慎 $7200 楊心瑜 $2000 楊文化 $1500 

楊文吉 $7200 楊文君 $7200 楊文彬 $3600 

楊文喻 $500 楊文琪 $20000 楊文隆 $74 

楊文雯 $1200 楊文輝 $7200 楊月勤 $500 

楊水湄 $4800 楊世芳 $1688 楊世瑋 $6000 

楊以騰 $7200 楊功奮 $14400 楊巧 $10800 

楊幼敏 $2000 楊正蔚 $600 楊永成 $7200 

楊永定 $21600 楊永信 $3000 楊永茂 $31400 

楊永祥 $4800 楊永智 $5400 楊玉娟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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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楊玉蘭 $600 楊立宇 $100 楊立勤 $7200 

楊立慈 $1800 楊立德 $7200 楊伊芬 $200 

楊兆琪 $3000 楊先生 $1000 楊光烈 $21600 

楊光第 $15000 楊全叡 $200 楊共榮 $14400 

楊同慧 $6000 楊如苓 $10000 楊如意 $400 

楊宇翔 $100 楊宇誠 $3000 楊竹美 $7200 

楊至善 $36000 楊伯文 $300 楊伯豪 $100 

楊克明 $4000 楊妤培 $12500 楊巫秀穎 $1500 

楊志明 $20000 楊志清 $1000 楊志傑 $5000 

楊志毅 $400 楊李心聰 $100 楊沐心 $100 

楊沐莀 $1000 楊秀玲 $200 楊秀英 $8400 

楊秀貞 $7200 楊秀珠 $1500 楊秀真 $600 

楊秀惠 $7200 楊秀菊 $10000 楊秀華 $14400 

楊秀萍 $4000 楊秀雯 $7200 楊秀禧 $7200 

楊秀薇 $4800 楊育昕 $4800 楊育芝 $7200 

楊亞曈 $200 楊佩芬 $7200 楊佩玲 $1500 

楊佩娟 $7200 楊佩頴 $2000 楊佳女 $600 

楊佳學 $3800 楊依洺 $6900 楊依培 $600 

楊依儒 $7200 楊依樺 $2200 楊姍修 $1500 

楊姗霓 $600 楊孟泰 $14400 楊孟軒 $1000 

楊孟達 $12000 楊孟衢 $200 楊宗保 $7200 

楊宗峰 $7200 楊宗益 $14400 楊宗隆 $10000 

楊定潔 $7200 楊宜家 $1000 楊宜真 $2400 

楊尚柏 $1200 楊尚樺 $100 楊尚錡 $14400 

楊尚霖 $1200 楊岱例 $7200 楊岱霖 $700 

楊岳蒼 $700 楊幸穎 $200 楊廸祥 $3600 

楊忠輝 $7200 楊念潔 $200 楊怡脩 $7200 

楊怡蘭 $7200 楊承恩 $100 楊承軒 $3000 

楊承祥 $200 楊昆浩 $2000 楊昇霖 $7200 

楊昌貴 $14400 楊昌衡 楊奇達 $600 楊明山 $1200 

楊明仁 $1000 楊明郎 $14400 楊明潭 $1280 

楊明螢 $7200 楊杰興 $7200 楊東源 $144000 

楊林翰 $21600 楊欣 $2500 楊欣怡 $100 

楊欣茹 $21600 楊欣維 $10000 楊治平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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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楊芳玲 $10400 楊采霖 $1500 楊金玉 $7200 

楊金治 $1200 楊金煌 $5000 楊金鳳 $100 

楊金璇 $3600 楊金龍 $9600 楊金鎮 $10200 

楊亮伶 $7200 楊建成 $7200 楊建欣 $28800 

楊思孝 $7200 楊政憲 $7300 楊政諺 $7200 

楊政霖 $7200 楊星堯 $5400 楊春信 $7200 

楊春梅 $6000 楊春莉 $9600 楊昱宏 $1200 

楊柏青 $600 楊柳松 $7200 楊洦育 $7200 

楊炳南 $1800 楊為勳 $700 楊玲惠 $600 

楊珊珊 $7200 楊皇萱 $100 楊盈樑 $7200 

楊秋全 $2000 楊秋娟 $1000 楊秋萍 $500 

楊秋雲 $7200 楊紅玉 $7200 楊美 $7200 

楊美玉 白勝仁 張
雅慧 白伃鈞 白宗
翰 

$500 楊美芳 $7200 楊美玲 $3000 

楊美雪 $6800 楊美雲 $7300 楊美慧 $14400 

楊胡好 $1000 楊苑君 $1800 楊茂青 $15200 

楊迪維 $14400 楊倩茵 $6600 楊哲夫 $200 

楊家勝 $500 楊家瑜 $600 楊家豪 $1688 

楊家興 $7200 楊家駿 $500 楊容玫 $7200 

楊展楣 $7200 楊峻亭 潘秀美 $900 楊師寧 $3000 

楊庭 $100 楊徐秀鳳 $7200 楊桂元 $500 

楊浩棟 $1000 楊珩 $5400 楊珮姍 $3630 

楊益昌 $200 楊素芬 $200 楊素玲 $7200 

楊素珍 $1700 楊素秋 $1200 楊素卿 $14400 

楊素雯 $4200 楊素蘭 $100 楊茗澤 $200 

楊茲婷 $600 楊荃聿 $900 楊郡慈 $10000 

楊偉達 $6000 楊啟聖 $7200 楊啟榮 $7200 

楊啟駿 $500 楊國君 $7200 楊培安 $7200 

楊婉君 $1000 楊婉怡 $600 楊婉婧 $500 

楊婉婷 $100 楊常樟 $600 楊捷茹 $7200 

楊敏良 $2000 楊敏智.洪淑珍 $14400 楊敏華 $2500 

楊敕貝 $12000 楊旋詩 $1000 楊曼君 $5600 

楊望遠 $7200 楊梅 $7200 楊梅麗 $10800 

楊淇崴 $600 楊淋淇 $1000 楊淑安 $14400 

楊淑幸 $1000 楊淑玲 $4800 楊淑貞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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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楊淑茵 $1000 楊淑梅 $14400 楊淑淇 $7200 

楊淑清 $1000 楊淑晶 $7200 楊淑菁 $4000 

楊淑華 $1200 楊淑雯 $6000 楊淑麗 $600 

楊淨越 $7200 楊淳茵 $1000 楊淳淳 $7200 

楊清平 $14400 楊清雲 $7200 楊清源 $100 

楊珺雅 $1000 楊琇妃 $7200 楊莉敏 $7200 

楊逢辰 $6000 楊雪玄 $14400 楊雪鈺 $300 

楊凱卉 $30000 楊凱涵 $1000 楊凱雯 $2000 

楊勝坤 $14400 楊博宇 $7200 楊博能 $5000 

楊博淵 $7200 楊博富 $200 楊喬尹 $1000 

楊喬衣 $1500 楊喬妡 $2400 楊喬茵 $200 

楊婷然 $600 楊媗閔 $7200 楊富美 $100 

楊富喬 $100 楊富智 $100 楊弼合 $7200 

楊惠方 $1000 楊惠如 $7200 楊惠泰 $21280 

楊惠瑛 $7200 楊惠讌 $7200 楊斐 $6000 

楊斯棓 $12000 楊景成 $7400 楊景涵 $1200 

楊景超 $30000 楊景祺 $6600 楊晴雅 $500 

楊晶晶 $1000 楊智仁 $6000 楊智宇 $5000 

楊智倢 $7200 楊智凱 $500 楊智翔 $2000 

楊智雅 $7200 楊朝全 $14400 楊朝堂 $7200 

楊朝富 $1000 楊棋嘉 $1200 楊棻琴 $7200 

楊登富 $14400 楊竣傑 $1200 楊竣惠 $250 

楊筑鈞 $1800 楊舒涵 $600 楊舒珺 $2000 

楊舒惠 $2400 楊舒晴 $8000 楊舒萍 $1200 

楊舒閔 $200 楊舒雅 $28800 楊舜捷 $600 

楊菀琳 $500 楊菁 $14400 楊菊明 $6000 

楊菊惠 $7200 楊詠青 $7200 楊詠琁 $600 

楊詠翔 $7200 楊貴芳 $7200 楊貴英 $5600 

楊貽堤 $6000 楊超雅 $7200 楊進忠 $7200 

楊閔翔 $1800 楊雅竹 $1000 楊雅芳 $7200 

楊雅茹 $2400 楊雅晨 $1000 楊雅淇 $1000 

楊雅婷 $20688 楊雅寒 $1200 楊雅惠 $31000 

楊雅晶 $100 楊雅棋 $7200 楊雅華 $0 

楊雅雲 $2000 楊雲舒 $500 楊業成 $7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22.-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楊瑀綸 $600 楊瑄瑜 $600 楊瑞華 $7200 

楊筠 $3600 楊筱蓉 $43200 楊萬煜 $21600 

楊誠一 $7200 楊運澄 $500 楊道存 $1200 

楊夢茹 $28800 楊旗之 $7200 楊榮宗 $6000 

楊榮容 $14400 楊碧如 $500 楊碧姿 $3600 

楊碧華 $1280 楊碧蕾 $28800 楊福乙 $7200 

楊福權 $7200 楊綠芬 $200 楊維中 $27720 

楊維杰 $7200 楊維芳 $1000 楊維倫 $2400 

楊語婕 陳紫瑩 楊
瑞濱 

$4000 楊閣亭 $14400 楊鳳屏 $7200 

楊鳳榮 $7200 楊儀菲 $2000 楊儀聲 $7200 

楊增平 $7200 楊廣傑 $3600 楊德玄 $43200 

楊德忠 $14400 楊德峰 $4800 楊德鴻 $5400 

楊慧娟 $12000 楊慧茹 $7200 楊慧敏 $600 

楊慧蘭 $25200 楊慶泰 $14400 楊蓮菊 $7200 

楊輝寶 $7200 楊學和 $21600 楊曉嵐 $100 

楊曉琦 $1000 楊曉薇 $14400 楊澤富 $1000 

楊翰承 $1500 楊蕙如 $1200 楊蕙宇 $7200 

楊蕙茹 $1000 楊蕙雯 $100 楊蕙禎 $1941 

楊賴金茶 $150 楊錦心 $21600 楊錦愛 $11000 

楊錫卿 $10000 楊靜宜 $4300 楊靜雯 $7200 

楊靜瑜 $1000 楊曜嘉 $14400 楊曜甄 $239 

楊曜睿 $600 楊曜鴻 $7200 楊璿 $400 

楊禮安 $600 楊禮慈 $10800 楊禮鍵 $800 

楊織文 $800 楊豐澤 $1000 楊豐懋 $1000 

楊騏瑋 $200 楊艶珠 $2000 楊麗玉 $1200 

楊麗美 $14400 楊麗英 $7200 楊麗卿 $21600 

楊麗梅 $2000 楊麗華 $7200 楊麗萍 $7200 

楊麗慈 $7200 楊麗甄 $7200 楊麗蘭 $100 

楊寶琪 $1000 楊寶霓 $1000 楊耀宗 $600 

楊耀庭 $1500 楊鑫彬 $1100 楓尚空間規劃設計
有限公司 

$400 

業光堯 $7200 溫千瑤 $2000 溫子芸 $200 

溫仕邦 $7200 溫幼霞 $3000 溫永明 $7200 

溫玉燕 $14400 溫孟庭 $100 溫欣欣 $7200 

溫芷萱 $100 溫金光 $1000 溫金俊 $13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23.-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溫柏彬 $14400 溫盈盈 $1800 溫偉聖 $600 

溫崑宏 $1000 溫梓愉 $500 溫琇如 $14400 

溫琇雅 $7200 溫雪芬 $34400 溫琬如 $100 

溫絮如 $21600 溫雅雯 $200 溫楊淑慧 $21600 

溫嘉政 $7200 溫夢麟 $14400 溫睿瀅 $7200 

溫語禎 $7200 溫慧梅 $75800 溫曉慧 $7200 

瑜宸企業社 $5400 瑞陽有限公司 $14400 盟將水電工程有限
公司 

$1000 

粱嘉真 $143 群之噰傳播股份有
限公司 

$132000 群益機電股份有限
公司 

$13200 

義聖堂 $1000 萬大酵素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5000 萬丞科技有限公司 $500 

萬安國際實業有限
公司 

$21600 萬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 萬振宇 $1200 

萬惟親 $6000 萬華大理福德宮福
德正神 

$100 萬義明 $86400 

葉乃欣 $20000 葉乃榮 $1800 葉人中 $2000 

葉人華 $28800 葉于瑄 $10000 葉千玫 $7200 

葉士豪 $2500 葉大琦 $3600 葉友琴 $7200 

葉文慈 $7200 葉方源 $7200 葉永書 $36000 

葉永翠 $43200 葉玉珍 $7200 葉玉清 $7200 

葉玉婷 $300 葉玉琴 $500 葉立婷 $100 

葉仰安 $3000 葉任賢 $27600 葉先生 $3000 

葉吉原 $1200 葉名浤 $500 葉宇珊 $600 

葉安庭 $7200 葉江美秀 $6000 葉羽致.葉莉婕.葉
信助.林秀玉 

$7200 

葉至軒 $2876 葉衣騰 $300 葉佐鴻 $600 

葉宏駿 $8400 葉志峰 $1000 葉沛涵 $16800 

葉沛琪 $1688 葉秀平 $300 葉秀玲 $12000 

葉秀娟 $2000 葉秀琴 $2000 葉秀雯 $215 

葉育君 $666 葉育宏 $1800 葉育芬 $14400 

葉良冠 $200 葉芊妤 $4800 葉佩菱 $300 

葉佳宏 $500 葉佳玲 $14400 葉佳貞 $1200 

葉依婷 $7200 葉宗汶 $1200 葉宗男 $7200 

葉宜玟 $900 葉幸敏 $3600 葉怡利 $1000 

葉怡君 $1380 葉怡均 $100 葉怡矜 $600 

葉怡貞 $7200 葉旻其 $7200 葉明蘭 $7200 

葉欣儀 $200 葉欣穎 $50 葉芝蘋 $200 

葉芫睿 $1000 葉芮汎 $7200 葉芳桂 $7200 

葉芳綺 $2000 葉芷伶 $1200 葉芷蓉 $7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2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葉金萍 $2000 葉青郡 $10800 葉亭君 $3200 

葉俊宏 $100 葉信宏 $6600 葉冠廷 葉宸宇 $7200 

葉姿利 $5090 葉姿俞 $100 葉宣吟 $7200 

葉彥君 $200 葉思騏 $14400 葉政 $200 

葉昭華 $1000 葉昶宏 $1200 葉昶緒 $2400 

葉柏均 $1000 葉柏岑 $100 葉柏沅 $200 

葉為謙 $6600 葉皇妗 $500 葉皇良 $500 

葉祉甯 $200 葉秋里 $8480 葉秋鳳 $1600 

葉美伶 $1280 葉美吟 $7200 葉美佳 $28400 

葉美玲 $7200 葉美華 $14400 葉美麗 $1000 

葉貞吟 $28800 葉韋利 $14400 葉韋君 $100 

葉音婷 $400 葉哲宏 $4800 葉哲瑋 $1000 

葉家妤 $1100 葉家宏 $350 葉家欣 $7200 

葉家卿 $1800 葉家睿 $10000 葉家齊 $7200 

葉宸瑜 $200 葉容杉 $1000 葉峯銘 $7200 

葉峻宏全家 $100 葉峻銘 $1200 葉恭宜 $3000 

葉振鍊 $12000 葉晉宇 $600 葉書蓓 $7200 

葉書銘 $600 葉桂良 $100 葉桂圓 $3000 

葉祐廷 $600 葉素茹 $7200 葉國昌 $7200 

葉崇佑 $200 葉梅芳 $7200 葉淑佳 $6600 

葉淑菁 $1200 葉淳文 $14400 葉添鳳 $7200 

葉清林 $7200 葉紹基 $3000 葉莉芳 $7200 

葉莉屏 $7200 葉惠君 $9600 葉惠玲 $1000 

葉惠娟 $14400 葉惠珠 $7200 葉惠靜 $7200 

葉森宗 $7200 葉琦善 $1800 葉琬琳 $5670 

葉登科 $122400 葉紫睎 $7200 葉貴卿 $3600 

葉進丁 $600 葉雅婷 $7200 葉雅雯 $100 

葉滄安 $12240 葉聖濱 $7200 葉道明 $300 

葉嘉雲 $7200 葉綺霞 $14400 葉蓁蓁 $14400 

葉銘修 $7200 葉慧子 $7200 葉慧玲 $1000 

葉慧雯 $7200 葉慧嫻 $2000 葉慧瑩 $1200 

葉蔭廷 $1800 葉曉平 $203 葉曉焱 $24000 

葉曉穎 $14400 葉曉霞 $2000 葉樺萱 $100 

葉穆樺 $300 葉錦文 $500 葉錦菁 $144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25.-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葉靜芬 $4500 葉鴻城 $7200 葉薺文 $1688 

葉豐銘 $1000 葉豐儀 $7200 葉懷玉 $7200 

葉瓊月 $200 葉麗珉 $6000 葉麗莉 $100 

葉麗貴 $12000 葉麗澤 $12000 葉寶惠 $7200 

葉耀庭 $7200 葉馨文 $600 葉馨婷 $2000 

葉艷婷 $700 葛友中 $6600 葛世瑛 $43920 

葛酉蕃 $7200 葛珮育 $14400 葛婉湘 $10000 

葛雅旎 $1200 董乃慈 $1688 董又慈 $7200 

董玉芸 $7200 董合祥 $1000 董宏華 $7200 

董沛蓉 $100 董灼華 $7200 董育伶 $100 

董辰祥 $500 董孟威 $1200 董宜軒 $1000 

董威麟 $1000 董建弘 $600 董政哲 $7200 

董星銳 $600 董昭伶 $500 董祉含 $500 

董秋瑛 $200 董修良 $1400 董素貞 $7200 

董景平 $6000 董毓柱 $1280 董瑞克 $200 

董裕真 $300 董儀坤 $12600 董靜螢 $7200 

董繼中 $10000 虞雨順虞凃寶珠虞
堅忠陳婉君虞佳靜
虞昇燁 

$600 虞國芬 $14400 

虞積德 $36000 虞濟華 $6666 裕發精機有限公司 $21600 

解立言 $7200 解佩芬 $3000 詹于萱 $7200 

詹子詮 $7200 詹小文 $1000 詹文瑞 $7200 

詹文賓 $36000 詹世宗 $7200 詹志成 $500 

詹沛紋 $500 詹秀廷 $14400 詹秀琴 $3000 

詹秀鑾 $1000 詹育民 $2400 詹芊郁 $7200 

詹佳慈 $200 詹佳螢 $12000 詹佳霖 $7200 

詹宗泰 $600 詹宜靜 $600 詹明娥 $7200 

詹欣瑜 $14400 詹芷幸 $14400 詹信坤 $6600 

詹昭勇 $2800 詹為堯 $2400 詹玲莉 $6000 

詹美玲 $21600 詹郁萱 $100 詹夏芝 $7200 

詹家棟 $600 詹家銓 詹家銘 詹
家菘 詹子萱 詹小
嫻 

$400 詹振評 $21600 

詹桂英 $5000 詹益城 $7200 詹祖修 $500 

詹健一 $1000 詹啟鉦 $7200 詹培茹 $2000 

詹敏宏 $14400 詹梓榆 $2000 詹涵茹 $400 

詹淑玲 $400 詹淑修 $200 詹淑桂 $100 

詹淑媛 $1000 詹竟爰 $100 詹䋚䜬 $4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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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詹喬麟 $6600 詹惠娟 $1200 詹惠堅 $1280 

詹惠琴 $4000 詹愉瑄 $200 詹晶嵐 $100 

詹朝棟 $1000 詹森名 $7200 詹欽婷 $6600 

詹程淯 $1000 詹翔宇 $100 詹詠善 $7200 

詹貽茜 $200 詹逸凡 $1280 詹雅惠 $1000 

詹雅筑 $3200 詹雅華 $1000 詹雅鈞 $1000 

詹雅閑 $6000 詹雅閔 $7200 詹雅雯 $1200 

詹煌欽 $12600 詹靖怡 $300 詹嘉甯 $7200 

詹廖初 詹俊杰 $21600 詹榮誠 $7200 詹碧珠 $14400 

詹裴莉 $2000 詹豪濱 $3000 詹慧君 $6000 

詹賜發 $7200 詹靜妍 $7800 詹璧如 $3000 

詹鎧隆 $7200 詹馥如 $1700 詹麗惠 $7200 

誠境生活創意室內
裝修有限公司 

$500 資明得 $2400 資楚台 $1000 

賈文琪 $6000 賈玉玲 $3000 賈金梁 $7200 

賈玲玲 $7200 路天瑋 $400 農氏水 $200 

達六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 鄒千芝 $14400 鄒予晴 $2400 

鄒文獅 $2400 鄒文龍 $2400 鄒永乾 $2400 

鄒良訓 $4800 鄒佩伶 $300 鄒佳璇 $7200 

鄒坤銘 $5000 鄒坤霖 $28800 鄒宜婷 $2400 

鄒品彥 $2400 鄒品喬 $7200 鄒禹莀 $2400 

鄒紀葳 $200 鄒美慧 $900 鄒茂本 $13200 

鄒家蘭 $7200 鄒恩瑋 $330 鄒振豪 $500 

鄒海萍 $500 鄒梅寧 $6600 鄒淑貞 $500 

鄒紹蘭 $7200 鄒陳景妹 $2400 鄒惠敏 $14400 

鄒翔恩 $2400 鄒詠穎 $700 鄒開鳳 $3600 

鄒毓營 $12000 鄒運勝 $57600 鄒語諳 $2400 

鄒慶安 $2400 鄒麗美 $600 鄒麗華 $7200 

鄔俐貞 $14400 鄔啟潘 $3600 鉅昌企業社 $18000 

鉑林科技有限公司 $600 雷仲霖 $3600 雷志弘 $100 

雷張美麗 $7200 雷皓雯 $600 雷雲雱 $14400 

雷麗雲 $7200 靖筱英 $7200 鼎鼎聯合行銷股份
有限公司 

$28490 

僑光科大財法 106
忠畢業生 

$3200 嘉軒貿易有限公司 $15000 嘉偉利股份有限公
司 

$600 

嘉隆行 $500 廖乃慧 $14400 廖又德 $100 

廖久慧 $100 廖千慧 $10000 廖子晴 鍾彩瑈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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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廖友誠 $14400 廖天倫 $60000 廖心悅 $600 

廖文正 $7200 廖文榮 $22600 廖文閣 $500 

廖水旺 $2000 廖水蓮 $7200 廖火生 $7200 

廖玉娟 $2200 廖玉琦 $7200 廖立欣 $1000 

廖先偉 $300 廖宇杰 $1000 廖宇婕 $2400 

廖江龍 $21200 廖百婷 $500 廖利虹 $6000 

廖君妮 $100 廖君儒 $300 廖宏敏 $500 

廖希寧 $7200 廖彣琪 $2000 廖志文 $21600 

廖志偉 $100 廖汾淮 $13200 廖秀玲 $7300 

廖秀珍 $100 廖秀琴 $200 廖秀靜 $1000 

廖芊惠 $7700 廖見文 $14400 廖佩如 $7200 

廖佩君 $9000 廖佳芸 $200 廖協新 $21600 

廖孟意 $100 廖怡晨 $1000 廖怡嘉 $400 

廖明心 $200 廖昕儀 $2000 廖泳貴 $7200 

廖玟綺 $100 廖芠妏 $46800 廖芮語 $400 

廖芳婷 $500 廖芷迎 $100 廖芸歆 $2000 

廖金照 $7200 廖亭宓 $7200 廖亮琴 $7200 

廖俊宏 $600 廖信安 $10000 廖信富 $1200 

廖冠凱 $7200 廖冠智 $200 廖冠瑋 $7200 

廖冠豪 $800 廖凃秀淑 $1000 廖品黃 $14400 

廖宣鈞 $369 廖宥霖 $1200 廖建智 $1000 

廖建榮 $3000 廖彥勛 $2000 廖彥華 $34400 

廖昭哲 $43200 廖昱雯 $300 廖昱澂 $1600 

廖柔慈 $500 廖柳景 $7200 廖玲玲 $7200 

廖玲珠 $1200 廖珊貽 何芷儀 何
安婕 

$3000 廖盈如 $200 

廖盈雅 $1800 廖秋雯 $4800 廖美卿 $1800 

廖美嵐 $1000 廖美雲 $1000 廖美鈴 $300 

廖苑君 $500 廖苡君 $1400 廖英雪 $14400 

廖英傑 $18600 廖述振 $7200 廖述碁 $400 

廖家宏 $7800 廖家珮 $7200 廖家詠 $100 

廖家甄 $6000 廖宸婕 $1200 廖容 $600 

廖容泇 $300 廖容瑱 $100 廖庭郁 $7200 

廖庭葳 $7200 廖書寬 $16800 廖浥妡 $2000 

廖珮君 $1200 廖珮吟 $4200 廖珮瑩 $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28.-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廖祐新 $7200 廖素美 $7200 廖財木 $11400 

廖偉志 $100 廖偉閔 $690 廖健宏 $14400 

廖參福 $7200 廖唯琪 $2000 廖啟發 $2400 

廖國志 $4800 廖國政 $4800 廖國旆 $2400 

廖國棟 $14400 廖培君 $200 廖堃荃 $600 

廖婉伶 $7200 廖婉君 $100 廖婉婷 $300 

廖婕妤 $14400 廖常惠 $1300 廖彗評 $7200 

廖彩惠 $9510 廖御喆 $5000 廖惟華 $800 

廖曼吟 $3000 廖曼琳 $4200 廖梅郁 $3000 

廖淑芬 $14400 廖淑美 $7200 廖淑貞 $500 

廖淑卿 $100 廖淑敏 $500 廖淑儀 $2000 

廖淑慧 $10800 廖淑霞 $5400 廖清松 $2000 

廖紳海 $1380 廖翊君 $1200 廖雪莉 $14400 

廖晴 $100 廖晶玲 $7200 廖智偉 $2000 

廖曾曲妹 $100 廖登堂 $1200 廖程楷 $7280 

廖筑君 $14400 廖紫伶 $600 廖紫峯 $12000 

廖閑秀 $500 廖雯琪 $1200 廖照村 41595 $7000 

廖瑞平 $100 廖瑞平、吳桂美、
廖得能、廖麗青、
廖淑娟 

$3600 廖瑞玉 $7200 

廖瑞珠 $21600 廖瑞堂 $900 廖瑞華 $9000 

廖瑞暄 $100 廖瑞麟 $200 廖聖松 $14400 

廖達仁 $500 廖鼎盛 $500 廖嘉玉 $6600 

廖嘉偉 $100 廖嘉綺 $6000 廖榮鑫 $5500 

廖碧珠 $100 廖碧華 $6600 廖銘珠 $7200 

廖德權 $24000 廖暳陵 $1300 廖蔚明 $7200 

廖賜慶 $36000 廖賢靜 $24000 廖曉君 $100 

廖燕芬 $7200 廖錦芳 $1688 廖靜如 $100 

廖鎮洲 $5000 廖顏碧凰 $7200 廖韻淳 $7200 

廖麗青 $400 廖麗雯 $6600 廖耀明 $500 

廖蘭君 $7200 廖顯峰 $8000 彰格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600 

榮成興業股份有限
公司 

$40000 榮谷川有限公司 $28800 榮鈦企業有限公司 $1200 

榮德芬 $7200 滿子瑋 $13200 滿志隆 $400 

滿昱綸 $14400 漢光金屬企業有限
公司 

$14400 漢誠興業有限公司 $7200 

熊如瀅 $7200 熊克竝 $14400 熊秀珍 $18000 

熊秀英 $6600 熊庠羲 $16360 熊建飛 $10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29.-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熊語潔 $9000 睿霖生技有限公司 $10000 碩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72000 

禎藏竹藝工房 $1000 福建拓基实业有限
公司 

$2188 福德正神洪煌茂 $100 

管敏華 $1200 管淑君 $7200 管翊榛 $1400 

管蕙玉 $1000 綠莎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 綦淑芳 $21600 

維強布行 $7200 翟敏辰 $3000 臧芮軒 $1000 

臺中市私立文惠幼
兒園 

$1600 臺北市私立瀚學文
理短期補習班 

$6000 舞蹈人 $1200 

蒲慧如 $4560 蓋元周 $2500 蓋玉琛 $1688 

蓋昆序 $600 褚月娥 $500 赫容皂坊 $3000 

趙子瑩 $6000 趙之潁 $43200 趙元山 $14400 

趙天瑜 $1500 趙文元 $14400 趙文銘 $11000 

趙月娟 $10000 趙平苑 $7200 趙本清 $7200 

趙正 $2000 趙永南 $93600 趙立本 $14400 

趙伊尹 $15000 趙宇薇 $7200 趙安潔 $6500 

趙竹成 $7200 趙伯瑋 $7200 趙佑全 $7200 

趙君綺 $500 趙志明 $7200 趙志堅 $21600 

趙佳君 $2000 趙佳佳 $200 趙典芬 $7200 

趙叔良 $4000 趙夜白 $200 趙怡芬 $1200 

趙明芬 $13200 趙芝穎 $7200 趙青瑞 $3000 

趙俞欣 $200 趙弈陵 $100 趙珍鈺 $4200 

趙紀芙蓉 $10500 趙美玲 $7200 趙美慶 $21600 

趙英俊 $7200 趙家皓 $3000 趙啟志 $5400 

趙啟宗 $1200 趙國明 $2400 趙婉婷 $12000 

趙常皓 $600 趙晨勛 $3000 趙曼華 $14400 

趙淑娟 $15000 趙淑珮 $1000 趙清華 $100 

趙笠更 $7200 趙翊廷 $1300 趙琳 $4800 

趙登志 $2000 趙逸軒 $200 趙逸璇 $600 

趙雅婷 $500 趙瑞王榮 $7200 趙裕福 $14400 

趙詩怡 $7200 趙詩青 $200 趙嘉彥 $7200 

趙嘉鈞 $185 趙榮文 $7200 趙睿 $7200 

趙銘科 $27600 趙鳳仙 $10000 趙慶梅 $21600 

趙慶福 $30000 趙毅龍 $500000 趙霈宣 $100 

趙燕萍 $7200 趙璟瑄 $7200 趙靜雯 $4200 

趙駿逸 $100 趙馨渝 $7200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27 

鄞志霖 $188 鄞孟里 $3300 鄞瑋廷 $6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30.-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銀泰有限公司 $7200 銓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00 銓興水電工程行 $7200 

銘竟電機技師事務所 $20000 銜豐科技有限公司 $14400 韶瑪黎馨 $-1320 

鳳鳴國小 109 學年度
4 年 5 班全體師生 

$500 齊光裕 $7200 齊治強 $12000 

齊慧芊 $14400 劉一璇 $500 劉乃瑄 $5400 

劉乃嘉 $500 劉乃嘒 $200 劉人維 $300 

劉人鳳 $500 劉力菁 $300 劉力瑄 $7200 

劉又菁 $1600 劉又華 $200 劉又愷 $7200 

劉又瑄 $7200 劉又瑜 $28800 劉久慧 $500 

劉于光 $3000 劉千琪 $600 劉千瑜 $100 

劉千嘉 $9000 劉千綺 $100 劉士萍 $7200 

劉大盛 $15600 劉子成 $7200 劉子寧 $100 

劉子嫻 $1000 劉小姐 $1700 劉小菁 $6600 

劉川羽 $7200 劉云琇 $7200 劉太太 $700 

劉心宇 $200 劉心嵐 $300 劉心齊 $200 

劉文竹 $1500 劉文星 $1200 劉文康 $1200 

劉文傑 $600 劉文斌 $7200 劉文欽 $3000 

劉文榮 $7200 劉文馨 $2000 劉方國 $9200 

劉月英 $7800 劉月婷 $7200 劉水山 劉鍾應娣 $6600 

劉世鈞 $3000 劉世經 $7200 劉世賢 $2500 

劉丙南 $7200 劉本國 $12000 劉民英 $7200 

劉永吉 $2000 劉永晟 $300 劉永偉 $3000 

劉玉林 $3600 劉玉柯 $7200 劉玉娟 $9000 

劉玉梅 $1688 劉玉琴 $3000 劉玉寶 $500 

劉立偉 $5000 劉亦婷 $600 劉亦雯 $300 

劉兆文 $7200 劉光智 $14400 劉吉麟 $14400 

劉如玉 $500 劉如娟 $10000 劉如琪 $14400 

劉如意 $13000 劉如璧 $1000 劉宇田 $10000 

劉宇晨 $7200 劉守仁 $6000 劉守湘 $300 

劉旭杰 $600 劉有恆 $7200 劉朱淑梅 $1400 

劉妍君 $200 劉妙千 $7200 劉妙英 $21600 

劉妙茹 $7200 劉宏駿 $6000 劉希艾 $6600 

劉志君 $100 劉志宏 $500 劉志倫 $1800 

劉沁玲 $100 劉沄蓉 $7200 劉沈玉 $500 

劉沛宸 $500 劉秀妙 $32000 劉秀芳 $7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31.-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劉秀宴 $300 劉秀書 $2000 劉秀珠 $27600 

劉秀穎 $14400 劉秀豐 $7200 劉育伶 $2400 

劉育秀 $100 劉育辰 $2000 劉育卿 $1200 

劉育軒 $7800 劉育勝 $5000 劉育綾 $500 

劉芊妤 $2400 劉芊蓁 $1688 劉芎芸 $300 

劉邦彥 $1000 劉邦雋 $300 劉佩怡 $600 

劉佩欣 $600 劉佩倫 $500 劉佩琪 $1100 

劉佩筑 $7200 劉佩瑜 $7200 劉佩蓉 $100 

劉佳怡 $500 劉佳芳 $100 劉佳郁 $7200 

劉佳強 $6000 劉佳琪 $2480 劉佳菁 $3600 

劉佳霖 $1700 劉佳鑫 $500 劉佶旻 $1200 

劉依文 $7200 劉依柔 $7200 劉依敏 $1000 

劉依璇 $1000 劉協侗 $3600 劉和東 $14400 

劉坤宏 $21600 劉孟婷 $200 劉孟琪 $6000 

劉孟譿 $1200 劉宗欣 $100 劉宗恆 $7200 

劉宗維 $1200 劉宗賓 $600 劉宗翰 $3600 

劉定育 $500 劉宛俞 $300 劉宜欣 $4000 

劉宜玫 $7200 劉宜芬 $2000 劉宜浲 $7200 

劉宜婷 $1200 劉宜煜 $7200 劉宜賢 $1200 

劉延倫 $8000 劉念恩 $5000 劉怡伶 $3688 

劉怡君 $20500 劉怡均 $500 劉怡廷 $1000 

劉怡汶 $100 劉怡里 $7200 劉怡娟 $1800 

劉怡萍 $1200 劉怡慧 $7200 劉承亞 $100 

劉承俊 $100 劉承剛 $100 劉承睿 $7200 

劉承賢 $7200 劉承翰 $200 劉承諺 $7200 

劉旺矗 $5000 劉昌武 $100 劉昌德 $4000 

劉明姍 $200 劉明昌 $7200 劉明昌 黃敏玲 $4000 

劉明哲 $24000 劉明峴 $200 劉明揚 $7200 

劉明智 $7200 劉明豪 $1200 劉東明 $36000 

劉枋 $36000 劉林月理 $4500 劉林照悅 $14400 

劉林翳如 $8700 劉林鎗 $15600 劉欣怡 $1400 

劉欣昀 $200 劉欣俞 $1000 劉欣瑜 $3600 

劉武雄 $14400 劉泳妡 $573 劉炘媃 $200 

劉玫 $36000 劉玫君 $400 劉秉宏 $11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32.-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劉芝珊 $14400 劉芝菁 $400 劉芮寧 $6600 

劉芯妘 $600 劉芯蘭 $7200 劉芳宇 $7200 

劉芳妤 $7200 劉芳言 $7200 劉芳芳 $1000 

劉芳珍 $21600 劉芳棟 $7200 劉芷均 $200 

劉芷楹 $1500 劉邱鳳英 $7200 劉采妍 $6600 

劉采旻 $61 劉金蓮 $7200 劉青縈 $7200 

劉俊廷 $36000 劉俊庭 $7200 劉俐 $4800 

劉俐君 $8520 劉俐媛 $11400 劉俐麟 $2000 

劉保麟 $200 劉信呈 $500 劉信男 $200 

劉冠宏 $3400 劉冠廷 $1000 劉冠逸 $1000 

劉冠賢 $100 劉奕廷 $144000 劉奕蕙 $600 

劉姵君 $600 劉姿君 $7200 劉姿吟 $9577 

劉姿杏 $1200 劉姿旻 $3976 劉威志 $18000 

劉威源 $7200 劉宣蘭 $1000 劉屏和 $7800 

劉建均 $7200 劉建志 $6000 劉建良 $8400 

劉建城 $7200 劉建華 $2560 劉彥伶 $7200 

劉思瑩 $600 劉政運 $3600 劉施秀蓮 $4200 

劉映均 $5400 劉映廷 $500 劉映頡 $500 

劉春燕 $14400 劉昭源 $1000 劉昱潔 $100 

劉昱鴻 $7200 劉枻甫 $100 劉柏宏 $3000 

劉柏漢 $1000 劉柏樟 $28800 劉柏毅 $3700 

劉津竹 $100 劉洪阿銀 $100 劉炤炎 $1200 

劉炳裕 $7200 劉玲 $500 劉珈旻 $200 

劉珍儀 $15800 劉盈鋒 $36000 劉禹萱 $1000 

劉秋玲 $14400 劉秋桂 $200 劉秋偵 $2400 

劉秋琪 $600 劉科禾 $600 劉紀綱 $14400 

劉美玉 $5600 劉美伶 $1000 劉美君 $100 

劉美芳 $200 劉美美 $6000 劉美娟 $7200 

劉美莉 $2000 劉美惠 $14400 劉美瑤 $1000 

劉美鳳 $600 劉美慧 $800 劉美蕊 $7200 

劉茂森 $10000 劉虹余 $7200 劉貞伶 $200 

劉貞綺 $400 劉韋辰 $1300 劉倉銪 $5400 

劉倖如 $20200 劉倩卉 $7200 劉員銓 $1100 

劉哲民 $7200 劉哲嘉 $8200 劉唐勻 $66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33.-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劉家弘 $200 劉家汝 $100 劉家伶 $7200 

劉家酉 $800 劉家芯 $7200 劉家淇 $7200 

劉家琳 $1000 劉家鈞 $7200 劉家源 $1500 

劉家瑜 $2000 劉家綺 $6000 劉容慧 $1688 

劉峻宏 $300 劉峻瑋 陳亮吟 劉
睿睦 劉承淵 

$2000 劉師銘 $400 

劉庭妤 $100 劉庭婷 $1200 劉恩羽 $255 

劉恩瑜 $21600 劉恩嘉 $5400 劉振陪 $10000 

劉振輝 $6400 劉晁瑋 $7200 劉晉吉 $7200 

劉晉昇 $7800 劉晉瑋 $3600 劉晏吟 $300 

劉晏廷 $14400 劉晏承 $1200 劉書瑀 $500 

劉桂生 $7200 劉桂梅 $14400 劉浩倫 $10200 

劉浩偉 $500 劉珮吟 $1200 劉益廷 $500 

劉益維 $200 劉真如 $4000 劉真芝 $1000 

劉祖安 $300 劉純佩 $600 劉純菁 $1800 

劉紜廷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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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60 劉國華 $7200 

劉婉柔 $5400 劉婕瀅 $5600 劉崑林 $21600 

劉康平 $12000 劉從葦 $50400 劉敏玲 $600 

劉梅君 $10000 劉梓茗 $1500 劉涵萱 $7200 

劉淑如 $5400 劉淑芬 $21600 劉淑亮 $10000 

劉淑冠 $2000 劉淑玲 $12000 劉淑美 $7200 

劉淑媛 $100 劉淑惠 $26400 劉淑麗 $7200 

劉淑齡 $1800 劉淨洵 $7200 劉清賓 $100 

劉琇佩 $300 劉紹善 $500 劉莊秀琴 $7200 

劉陳玉鴦 $1000 劉陶蔚 $500 劉博弘 $28800 

劉善夫 $14400 劉復漢 $7200 劉惠玉 $5000 

劉惠美 $4800 劉惠貞 $7200 劉惠敏 $100 

劉惠萍 $7200 劉惠雯 $3600 劉惠櫻 $2288 

劉斐瑛 $500 劉景岳 $64800 劉景庭 $7200 

劉晴洙 $600 劉智誠 $600 劉欽麗 $7200 

劉湘宜 $1500 劉湘玫 $7200 劉琡琳 $6600 

劉琪君 $1800 劉畯善 $300 劉翔明 $7200 

劉舒律 $100 劉舒喬 $200 劉舒湄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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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劉菊梅 $100 劉華嫦 $7200 劉貴元 $7200 

劉進財 $2200 劉逸柔 $500 劉逸軒 $1200 

劉開源 $7200 劉雅君 $500 劉雅芬 $7200 

劉雅婷 $7200 劉順良 $4500 劉傳華 $7200 

劉傳銘 $7200 劉意珍 $8000 劉慈宜 $500 

劉毓欣 $1000 劉毓綺 $7200 劉源寶 $7200 

劉溫招妹 $7200 劉煥章 $28800 劉煥章 $7200 

劉瑀安 $100 劉瑀玲 $1500 劉瑜華 彭宇 $5000 

劉瑞仁 $1000 劉瑞文 $2400 劉瑞惠 $7200 

劉筱芬 $3600 劉筱涵 $500 劉義君 $4288 

劉裕祥 $10000 劉詩怡 $1000 劉詩莎 $21600 

劉詩婷 $21600 劉豊英 $3600 劉嘉君 $500 

劉嘉芳 $14400 劉嘉珮 $600 劉嘉財 $7200 

劉嘉琳 $10200 劉嘉順 $1200 劉榮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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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翠美 $14400 劉翠娥 $7200 

劉蒼梧 $7200 劉鳳珠 $28800 劉鳳欽 $1600 

劉劍秋.吳素真 $7200 劉廣嘉 $200 劉德芳 $200 

劉德海 $21660 劉德維 $7200 劉德增 $7200 

劉慕薔 $7200 劉慧玉 $1300 劉慧君 $24400 

劉慧芬 $7200 劉慧蓉 $6000 劉慧蘭 $100 

劉憬霏 $7200 劉潤成 $14400 劉瑩 $14400 

劉瑾樺 $9000 劉緯婕 $100 劉蔡誌 $500 

劉醇正 $9600 劉憲蒲 $200 劉曉佳 $1200 

劉曉錚 $600 劉樾 $7200 劉澤煒 $14700 

劉燕玉 $22000 劉燕君 $7200 劉翰倫 $6000 

劉諭縈 $12000 劉豫 $10200 劉靜妮 $7200 

劉靜怡 $100000 劉靜枝 $100 劉靜嫻 $7200 

劉龍鴻 $3400 劉聰榮 $14400 劉襄裕 $7200 

劉黛娜 $14850 劉禮翰 $6000 劉聶美玲 $6000 

劉鎬宇 $7200 劉鎮宇 $7200 劉鎮瑋 $500 

劉騏毓 $2000 劉懷仁 $1000 劉瓊瑗 $6000 

劉麗玉 $800 劉麗芳 $12000 劉麗玲 $216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35.-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劉麗卿 $7200 劉麗珠 $7200 劉麗雪 $12000 

劉麗惠 $7200 劉麗華 $7200 劉麗瑛 $17500 

劉麗鈴 $7200 劉麗瑾 $5000 劉麗鶯 $200 

劉寶康 $12000 劉寶華 $14400 劉耀舜 $7200 

劉藺瑤 $100 劉蘊葉 $7200 劉蘋 $21600 

劉馨荏 $100 劉馨雯 $400 劉蘭平 $600 

劉懿葭 $100 劉懿嫺 $300 劉懿履 $7200 

劉懿瑩 $4800 劉灝 $14400 劉艷怡 $1200 

劉鑫亞 $1200 厲祖琳 $500 寬長工業有限公司 $1200 

廣沛股份有限公司 $7200 廣進事業有限公司 $7200 廣照船舶貨運承攬有
限公司 

$7200 

廣鎰電子有限公司 $28800 德佈有限公司 $5000 德國在臺協會 $2000 

德勝企業行 $14400 德經處共同捐款 $153400 慶垣電機科技有限公
司 

$1000 

慶軒股份有限公司 $3000 慶雲 $14400 慶雲教室 $1200 

摩恩富珥生技有限公
司 

$8000 暴嘉林 $4000 樊雯 $21600 

樊劍西 $7200 樓姝芸 $28800 歐千昕 $1000 

歐小華 $5400 歐天慧 $1200 歐幼萍 $200 

歐宗保 $1000 歐欣泙 $1200 歐金玲 $6600 

歐俊良 $1200 歐俞靚 $7200 歐信宏 $200 

歐姿儀 $2480 歐客戶外休閒企業
社 

$900 歐秋香 $1000 

歐秋景 $13200 歐桂蘭 $12000 歐純福 $4200 

歐素玲 $7200 歐淑華 楊民全 $3600 歐祥逸 $100 

歐斐禎 $10000 歐華軍愛宋初薇 $600 歐陽光曜 $500 

歐陽宇容 $9600 歐陽姚 $4800 歐陽貞穎 $36000 

歐陽娟娟 $7200 歐陽雍 $7200 歐陽嘉 $200 

歐陽儀 $6000 歐雅琪 $500 歐路易 $1200 

歐韶華 $200 歐儀鴻 $7200 歐懷淳 $7200 

毅超砂布紙有限公司 $48000 滕建宏 $7200 滕笠騰 $10000 

潘小姐 $200 潘心俞 $1500 潘正華建築師事務所 $28800 

潘永信 $500 潘白影 $5000 潘向挺 $3500 

潘如庸 $6000 潘宇莘 $3600 潘宇琴 $7200 

潘宇翔 $3600 潘江騰 $7200 潘秀琴 $200 

潘秀蓮 $5000 潘芃諭 $6000 潘佩瑜 $2000 

潘定緯 $1000 潘延慈 $4200 潘怡辰 $5400 

潘承儀 $1688 潘明哲 $1000 潘明清 $54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36.-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潘欣湉 $100 潘玥澐 $14400 潘秉倫 $300 

潘芝 $14400 潘芝逸 $1200 潘芸榆 $100 

潘雨軒 $300 潘奕璇 潘奕辰 $100 潘姿寧 $1200 

潘姿穎 $500 潘星元 $36000 潘春仿 $1000 

潘柏亞 $4800 潘柏強 $1000 潘柏豪 $100 

潘玲玉 $100 潘玲娜 $7200 潘珏君 $200 

潘美花 $500 潘美嘉 $7200 潘美燕 $100 

潘美麗 $5000 潘虹伝 $3000 潘虹育 $14400 

潘貞伃 $1100 潘韋旭 $400 潘韋綸 $300 

潘員慧 $7200 潘家禾 $6531 潘家鴈 $100 

潘振聰 $30000 潘珮如 $36000 潘素娥 $14400 

潘國明 $7200 潘國柱 $7200 潘梅香 $1000 

潘淑芳 $24000 潘淑美 $7200 潘淑惠 $4800 

潘淑蓉 $4800 潘清木 $500 潘清華 $7200 

潘惠真 $200 潘景祥 $7200 潘進發 $5120 

潘雅君 $200 潘雅媜 $7200 潘雅琪 $200 

潘新蓉 $2000 潘瑋 $1000 潘瑞嬌 $100000 

潘聖傑 $200 潘靖瑜 $7200 潘嘉卿 $1000 

潘漢昌-租客祈福 $7200 潘碧珠 $43200 潘儀方 $2000 

潘慶造 $2000 潘蔡美 $100 潘黎香 $14400 

潘叡麟 $7200 潘蕭緞 $2000 潘靜怡 $2000 

潘靜秋 $2000 潘靜婷 $5400 潘麗娟 $500 

潘麗娥 $7200 潘麗雅 $7200 潘麗蘭 $31800 

潘儷方 $7200 潘蘭亭 $100 潘灝之 $400 

潤豐金屬工程有限
公司 

$14400 瑩綺有限公司 $14400 璀璨國際生技有限
公司 

$1688 

磐丞營造有限公司 $5000 緯懋有限公司 $7200 練麗月 $7200 

蔚乙亘 $2000 蔡丁財 陳美華 蔡
珮均 蔡建維 

$3000 蔡小萍 $2000 

蔡勻婷 $2000 蔡天來 $15600 蔡天祥 $500 

蔡少丞 $1000 蔡心慈 $200 蔡文正 $500 

蔡文怡 $1000 蔡文堂 $28800 蔡文智 $600 

蔡文華 $21600 蔡文菱 $200 蔡文誠 $5000 

蔡月津 $7200 蔡月圓 $7200 蔡月霞 $165 

蔡以津 $7200 蔡冬霜 $7200 蔡巧玲 $300 

蔡巧儀 $7200 蔡弘仁 $7200 蔡正勇 $56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37.-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蔡正道 $1200 蔡永芳 $5000 蔡永峰 $14600 

蔡玉芬 $1500 蔡玉玲 $3400 蔡玉婕 $14400 

蔡玉華 $2000 蔡丞毅 $500 蔡仲勳 $7200 

蔡吉飛 $7200 蔡同謹 $7200 蔡如玫 $5400 

蔡宇倫 蔡潔宜 $14400 蔡宇軒 $500 蔡安宜 $100 

蔡老師 $600 蔡至謙 $100 蔡妏佳 $600 

蔡妙真 $7200 蔡妤娟 $1200 蔡孜縈 $7200 

蔡宏志 $7200 蔡巫檠 $600 蔡序開 $1000 

蔡志為 $7200 蔡忻容 $7200 蔡杙駖 $50 

蔡汶宏 $100 蔡汶容 $100 蔡沁妤 $500 

蔡沂諠 $300 蔡沄閑 $4800 蔡沛琪 $2700 

蔡沛璇 $14400 蔡秀佳 $2200 蔡秀幸 $7200 

蔡秀珍 $4800 蔡秀眉 $1500 蔡秀梅 $500 

蔡秀媛 $1200 蔡秀華 $1000 蔡秀霞 $2000 

蔡秀蘭 $7200 蔡秀鑫 $6000 蔡育彤 $200 

蔡育欣 $100 蔡育柔 $7200 蔡亞昕 $500 

蔡亞瓴 $4800 蔡亞晞 $5900 蔡佩如 $7200 

蔡佩君 $9200 蔡佩妗 $7200 蔡佩妤 $6800 

蔡佩芬 $14400 蔡佩芳 $7200 蔡佩倚 $6000 

蔡佩娟 $200 蔡佩真 $2600 蔡佩瑾 $2400 

蔡佩璇 $6000 蔡佩諭 $7200 蔡佰華 $6600 

蔡佳秀 $600 蔡佳芳 $100 蔡佳芸 $100 

蔡佳玲 $1200 蔡佳珍 $14400 蔡佳容 $200 

蔡佳恩 $12000 蔡佳真 $200 蔡佳紋 $200 

蔡佳純 $7200 蔡佳惠 $7200 蔡佳甯 $8000 

蔡佳雯 $1000 蔡佳蓁 $15000 蔡佳蓉 $14000 

蔡佳瑾 $14400 蔡佳勳 $500 蔡佳燕 $500 

蔡佳穎 $8200 蔡佳靜 $7200 蔡來招 $1200 

蔡侑辰 $100 蔡依廷 $100 蔡依秀 $300 

蔡依恬 $8400 蔡依倩 $500 蔡依倫 $7200 

蔡依婷 $114 蔡依華 $800 蔡依蓉 $7200 

蔡依瑾 $400 蔡依璇 $100 蔡依靜 $5000 

蔡其晉 $2000 蔡咏晴 $100 蔡坤銘 $7200 

蔡坤霖 $79200 蔡奇益 $14400 蔡奇璋 $10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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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蔡奉文 $6600 蔡姉諭 $200 蔡孟芬 $100 

蔡孟俞 $100 蔡孟哲 $12000 蔡孟軒 $6600 

蔡孟涵 $200 蔡孟慧 $14400 蔡孟瑾 $12000 

蔡孟穎 $300 蔡季恩 $7200 蔡季萍 $2000 

蔡季燕 $7200 蔡宗余 $32400 蔡宗利 $7200 

蔡宗佳 $1000 蔡宗穎 $1000 蔡宗龍 $101 

蔡定翰 $7200 蔡宛芸 $7200 蔡宛真 $14400 

蔡宛貽 $7200 蔡宜君 $7800 蔡宜芬 $8400 

蔡宜芳 $1688 蔡宜倩 $9200 蔡宜倫 $1800 

蔡宜娟 $7200 蔡宜軒 $600 蔡宜勤 $25200 

蔡宜蓁 $7200 蔡宜潔 $7800 蔡宜錦 $1200 

蔡宜靜 $11200 蔡尚文 $2000 蔡尚霖 $7800 

蔡岦辰 $7200 蔡岱洳 $100 蔡岳昀 $200 

蔡岳峯 $7200 蔡幸江 $7200 蔡幸秀 $7200 

蔡幸宜 $100 蔡幸真 $14400 蔡府堅 $7200 

蔡延治 $5000 蔡延隆 $200 蔡忠宏 $3600 

蔡忠明 $4800 蔡忠哲 $6000 蔡忠祐 $1800 

蔡忠翰 $5000 蔡念家 $870 蔡念蓁 $300 

蔡怜香 $7200 蔡怡君 $1500 蔡怡欣 $7200 

蔡怡玲 $4800 蔡怡庭 $800 蔡怡靖 $300 

蔡承 $200 蔡承佑 $29130 蔡承宏 $100 

蔡承瑋 $6600 蔡承翰 $50000 蔡旻佑 $2000 

蔡旻宏 $100 蔡旻珊 $300 蔡旻軒 $400 

蔡旻璇 $600 蔡旻錞 $100 蔡昀圻 $100 

蔡昀芹 $1200 蔡昀洛 $200 蔡昆穎 $10000 

蔡昆翰 $7200 蔡昆霖 $500 蔡昇峰 $7200 

蔡昇憲 $500 蔡昌樺 $3600 蔡明宏 $9600 

蔡明志 $1800 蔡明秀 $1200 蔡明居 $15600 

蔡明芬 $500 蔡明珊 $500 蔡明娟 $1000 

蔡明峻 $7200 蔡明淵 $100 蔡明欽 $3600 

蔡明溪 $500 蔡明達 $4880 蔡明蓉 $7200 

蔡明德 $7200 蔡明璁 $1000 蔡明勳 $72000 

蔡明穎 $300 蔡易男 $600 蔡易晏 $200 

蔡易達 $9200 蔡昕育 $14400 蔡朋達 $7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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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蔡東丞 $200 蔡果蒼 $10000 蔡欣微 $7200 

蔡欣蓉 $7200 蔡武男 $7200 蔡牧堂 $7200 

蔡玟雅 $1000 蔡秉全 $7200 蔡秉晃 $1200 

蔡秉祐 $200 蔡秉叡 $1000 蔡芝穎 $7200 

蔡芳明 $1000 蔡芳家 $300 蔡芳麟 $7200 

蔡采家 $21600 蔡金長 $4000 蔡金屏 $14400 

蔡金堃 $7200 蔡金龍 $21600 蔡長永 $7200 

蔡雨庭 $200 蔡雨甯 $8000 蔡雨潔 $400 

蔡青穎 $2000 蔡青霖 $1000 蔡俊男 $7200 

蔡俐君 $100 蔡南翔 $800 蔡品蓁 $7500 

蔡奕晴 $1100 蔡姿綺 $7200 蔡宥珍 $7200 

蔡建民 $7200 蔡思婷 $200 蔡政昇 $800 

蔡政諭 $2000 蔡政諺 $7600 蔡春津 $14400 

蔡春惠 $1280 蔡春華 $7200 蔡相如 $1000 

蔡秋木 $7200 蔡秋安 $6600 蔡秋明 $10200 

蔡秋娥 $14400 蔡秋鳳 $6000 蔡美文 $200 

蔡美足 $7200 蔡美玲 $3600 蔡美珠 $14400 

蔡美雲 $7200 蔡美賢 $12000 蔡美蘭 $500 

蔡英蘭 $14400 蔡夏芳 $2000 蔡家佩 $100 

蔡師培 $2000 蔡晏容 $200 蔡書琴 $400 

蔡根輝 $4200 蔡殷慈 $6600 蔡珮瑄 $1200 

蔡純敏 $7200 蔡純嫻 $1200 蔡素月 $300 

蔡素芬 $200 蔡素卿 $8800 蔡素惠 $14400 

蔡素華 $12600 蔡素滿 $5090 蔡素鳳 $300 

蔡素霞 $500 蔡茜容 $7200 蔡馬錦碧 $400 

蔡偉成 $200 蔡偉明 $7200 蔡國典 $600 

蔡國河 $1800 蔡國隆 $14400 蔡國賢 $400 

蔡培荊 $7200 蔡培裕 $7200 蔡堅 $500 

蔡婉蓉 $200 蔡專煜 $21600 蔡崇玉 $1000 

蔡彩雲 $14400 蔡欲雅 $200 蔡涵如 $1000 

蔡涵榕 $2200 蔡淑芬 $14600 蔡淑玲 $7700 

蔡淑敏 $500 蔡淑惠 $11000 蔡淑滿 $500 

蔡淑瀅 $15600 蔡淳雅 $7200 蔡添泉 $1000 

蔡清課 $7200 蔡莉壎 $330 蔡莊月嬌 $6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40.-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蔡雪玉 $2000 蔡勝吉 $7200 蔡博炤 $7800 

蔡博獻 $600 蔡富亦 $200 蔡惠玲 $100 

蔡惠美 $7200 蔡惠娟 $10180 蔡惠敏 $7200 

蔡惠琇 $7200 蔡斯媄 $3600 蔡智宇 $1688 

蔡智凱 $5400 蔡智翔 $7200 蔡朝春 $3600 

蔡朝祿 $7200 蔡棨旭 $15600 蔡湘芸 $3600 

蔡皓宇 $1280 蔡筑枋 $5000 蔡舜文 $7200 

蔡舜宇 $1000 蔡菩真 $14400 蔡華堂 $200 

蔡貴香 $7200 蔡進利 $500 蔡逸欣 $3600 

蔡雅佩 $6000 蔡雅涵 $300 蔡雅婷 $7200 

蔡雅慧 $7700 蔡想容 $1000 蔡新育 $7200 

蔡毓珊 $100 蔡源展 $1800 蔡源鴻 $1800 

蔡瑀臻 $7200 蔡瑞平 $100 蔡瑞昌 $21600 

蔡瑞軒 $500 蔡瑞滿 $900 蔡筱維 $400 

蔡詩韻 $2000 蔡詹蘭妹 $7200 蔡運禕 $300 

蔡鄒貴金 邱秋鳳 $1500 蔡鈺貞 $5400 蔡鈺娟 $4850 

蔡嘉文 $10000 蔡嘉玟 $500 蔡嘉哲 $100 

蔡嘉容 $4200 蔡嘉純 $13600 蔡嘉勝 $7400 

蔡嘉興 $200 蔡寧芳 $500 蔡榮清 $500 

蔡榮駿 $2000 蔡爾森合家 $7200 蔡爾睿 $8000 

蔡瑪麗 $20000 蔡甄芬 $1200 蔡睿庭 $3200 

蔡睿軒 $500 蔡睿澤 $7200 蔡碧珊 $14400 

蔡碧華 $7200 蔡福裕 $1000 蔡維安 $7200 

蔡維汎 $7200 蔡維玲 $600 蔡綺真 $1000 

蔡翠華 $8700 蔡翠萍 $14400 蔡翠碧 $14400 

蔡裴芳 $14400 蔡銘箴 $7200 蔡鳳美 $600 

蔡億秋 $1200 蔡德霖 $14400 蔡慧青 $7200 

蔡慧倩 $1200 蔡慧聰 $300 蔡慶華 $4800 

蔡蓮珠 $3600 蔡衛忠 $7200 蔡鄭月娥 $200 

蔡憶萍 $7200 蔡憶榮 $14400 蔡樺岳 $1000 

蔡燕菊 $7200 蔡篤霖 $7200 蔡興貴 $14400 

蔡蕓帆 $6000 蔡蕙卉 $14400 蔡蕙如 $100 

蔡蕙鎂 $6480 蔡蕭文雪 $14400 蔡錦波 $600 

蔡錦清 $14400 蔡錦隆 $1000 蔡錦鳳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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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蔡錦霞 $100000 蔡錫坤 $14400 蔡靜宜 $7200 

蔡頤萱 $200 蔡獲仰 $100 蔡薇萱 $500 

蔡鴻基 $7200 蔡禮陽 $12600 蔡繐如 $100 

蔡豐安 $7200 蔡鎔如 $300 蔡鎮安 $500 

蔡馥妃 $500 蔡騏駿 $100 蔡瀚輝 $6700 

蔡瓊弘 $6600 蔡瓊梅 $500000 蔡瓊瑢 $3600 

蔡鏘河 $14400 蔡麗玲 $12000 蔡麗梅 $14400 

蔡麗淳 $10000 蔡麗雪 $4800 蔡麗華 $800 

蔡麗萍 $500 蔡麗霞 $7200 蔡瓏君 $2000 

蔡耀德 $17040 蔡馨儀 $7200 蔡鶴兒 $7200 

蔡麟祥 $5000 蔡鑫興 $7200 蔣友于 $600 

蔣文寶 $600 蔣以正 $79200 蔣永崇 $1000 

蔣永萍 $7200 蔣玉貞 $600 蔣先生 $500 

蔣安靖 $5000 蔣有澤 $1200 蔣聿鈞 $1100 

蔣自強 $6000 蔣作潔 $9000 蔣孝則 $500 

蔣佳伶 $2800 蔣孟臻 $1200 蔣宗欣 $200 

蔣旻谷 $14400 蔣俐玲 $14400 蔣建良 $600 

蔣政憲 $6600 蔣政諺 $6600 蔣美菊 $3000 

蔣重炎 $14400 蔣家龍 $1200 蔣展奇 $1688 

蔣郡芝 $1000 蔣淑貞 $7200 蔣詠淯 $200 

蔣媽媽(顏瓊玉親戚) $700 蔣詩瑤 $1200 蔣銘陽.蔣庚寰.蔣
典璋 

$100 

蔣曉文 $4800 蔣蕙妤 $6600 蔣璨伃 $14400 

蔣簡香 $7200 蔣麗玲 $14400 蔣麗蓉 $1200 

衛生福利部 $49599 衛爾生物科技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144000 衛寶蓮 $14400 

諏訪瑠美子 $100 諸俊彥 $600 諸葛香芸 $5400 

賢華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500 鄧乃瑜 $1000 鄧千紀 $7200 

鄧仁愷 $100 鄧文傑 $7200 鄧文婷 $600 

鄧民芳 $14400 鄧伊婷 $7200 鄧名翔 $400 

鄧如真 $10000 鄧百純 $14400 鄧秀英 $7200 

鄧亞瑄 $8500 鄧佳雯 $6000 鄧芮琪 $4200 

鄧芸芸 $200 鄧炳杰 $4100 鄧修瑋 $600 

鄧淯庄 $6688 鄧珮瑜 $7200 鄧起銘 $7200 

鄧偉炘 $6000 鄧國瑛 $500 鄧淑菁 $14400 

鄧善元 $100 鄧景鴻 $7200 鄧晴方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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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鄧智遠 $200 鄧雅慧 $57 鄧新珍 $500 

鄧業柏 $3600 鄧瑋欣 $100 鄧筱潔 $1200 

鄧詹玉英 $7200 鄧碧雲 $2000 鄧蓓妤 $1200 

鄧銘豪 $7200 鄧濬逸 $2000 鄧麗虹 $300 

鄧麗雲 $18000 鄭力憲 $7200 鄭士煒 $200 

鄭大研 $14400 鄭子玲 $3000 鄭小雯 $1200 

鄭小慧 $4800 鄭尹哲 $1000 鄭心惠 $100 

鄭心潔 $2000 鄭文昌 $7200 鄭文隆 $13200 

鄭文輝 $7200 鄭月琴 $1800 鄭月華 $500 

鄭月霞 $7200 鄭世榮 $14520 鄭以忱 $1800 

鄭以宸 $12000 鄭加慧 $7200 鄭卉真 $200 

鄭卉雯 $12000 鄭台福 $14400 鄭正一 $900 

鄭正霖 $7200 鄭民群 女士 $14400 鄭玉 $200 

鄭玉妃 $500 鄭玉苓 $1800 鄭玉梅 $14400 

鄭玉惠 $600 鄭玉琴 $500 鄭玉潔 $5600 

鄭丞祐 $1000 鄭仲琅 $2700 鄭仲凱 $21600 

鄭伊涵 $1000 鄭伊琇 $1280 鄭伊婷 $500 

鄭兆吟 $7200 鄭兆恩 $2888 鄭先隆 $500 

鄭光佑 $2400 鄭光宜 $2000 鄭光凱 $600 

鄭名翔 $7200 鄭夙君 $2632 鄭夙媜 $7200 

鄭如伶 $500 鄭宇廷 $2400 鄭宇倢 $7200 

鄭宇庭 $600 鄭宇恩 $1000 鄭宇晃 $11160 

鄭宇荃 $4800 鄭宇翔 $200 鄭守益 $19800 

鄭安 $300000 鄭安傑 $7200 鄭旭峰 $7200 

鄭有權 $12000 鄭百雅 $100 鄭羽 $700 

鄭至音 $500 鄭至鈞 $7200 鄭至閔 $7200 

鄭孝宇 $600 鄭宏文 $2000 鄭宏展 $7200 

鄭巡玄 $400 鄭志明 $100 鄭杏茹 $3600 

鄭沁潔 $3600 鄭沅巧 $500 鄭沛如 $43200 

鄭秀枝 $9400 鄭秀美 $7200 鄭育容 $1200 

鄭良信 $600 鄭佩芳 $1000 鄭佳玟 $1800 

鄭佳虹 $14400 鄭佳華 $3000 鄭依婷 $100 

鄭奇峰 $200 鄭孟遷 $1200 鄭定睿 $7200 

鄭宛凌 $200 鄭宛婷 $200 鄭宛菁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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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鄭岳民 $100 鄭幸恩 $600 鄭忠民 $500 

鄭怡青 $100 鄭怡鈞 $21600 鄭承威 $600 

鄭旻姉合 $100 鄭昇旺 $400 鄭明旭 $7200 

鄭明宜 $10000 鄭明昌 $7200 鄭明珊 $21600 

鄭明煌 $600 鄭欣佩 $500 鄭欣梅 $10000 

鄭金幸 $500 鄭金秋 $7200 鄭阿成 $11000 

鄭俐莉 $24000 鄭俞謙 $500 鄭冠綸 $100 

鄭冠儀 $7200 鄭姣宛 $300 鄭姿宜 $500 

鄭建志 $1000 鄭彥伶 $600 鄭思婷 $300 

鄭昱壎 $7200 鄭洪金菊 $3600 鄭為全 $7200 

鄭珈旻 $1500 鄭秋平 $14400 鄭秋英 $7200 

鄭美月 $7200 鄭美秀 $7200 鄭美枝 $7200 

鄭美華 $7200 鄭致學 $7200 鄭苑伶 $200 

鄭苡涵 $200 鄭若萱 $1000 鄭茂林 $7200 

鄭貞 $0 鄭郁君 $200 鄭郁欣 $1000 

鄭重 $7200 鄭修哲 $7200 鄭孫旭 $5400 

鄭家典 $2000 鄭家榆 $2400 鄭恩秀 $6600 

鄭恩柔 $1000 鄭悅華 $7200 鄭書烈 $7200 

鄭海洪 $7200 鄭祐任 $14400 鄭紋州 $7200 

鄭純喜 $14400 鄭素玲 $7800 鄭素莉 $5400 

鄭素惠 $7200 鄭能韜 $7200 鄭茹方 $7200 

鄭茹月 $7200 鄭訓宇 $600 鄭國才 $7200 

鄭國俊 $100 鄭國真 $1000 鄭國耀 $14400 

鄭崇志 $1100 鄭惇遠 $7200 鄭敏足 $5400 

鄭敏龍 $7200 鄭淑今 $1000 鄭淑勻 $7200 

鄭淑玫 $7200 鄭淑芬 $16200 鄭淑珍 $1200 

鄭淑美 $8200 鄭淑娟 $7200 鄭淑珠 $7200 

鄭淑婷 $4100 鄭淑媜 $1000 鄭淑惠 $8000 

鄭淑棣 $100 鄭淑滿 $7200 鄭淑銀 $21600 

鄭淑燕 $7200 鄭淨月 $7200 鄭淵相 $100 

鄭淽羽 $600 鄭清仁 $2000 鄭清宗 $15450 

鄭琇珍 $2600 鄭琇雯 $100 鄭速紅 $7300 

鄭雀 $600 鄭雪華 $200 鄭凱云 $7200 

鄭凱元 $9380 鄭凱心 $200 鄭博仁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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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鄭博賢 $28800 鄭善謙 鄭詠燕 $7200 鄭喬銨 $100 

鄭喻償 $600 鄭堯文 $7300 鄭婷勻 $600 

鄭婷文 $10800 鄭媃伊 $4800 鄭富仁 $1600 

鄭富安 $7200 鄭富蓮 $7200 鄭惠文 $14400 

鄭惠玲 $200 鄭惠珍 $11400 鄭惠蘭 $7200 

鄭敦仁 $10000 鄭斌能 $13200 鄭景文 $1400 

鄭智仁 $100 鄭智元 $2000 鄭智方 $6000 

鄭智茂 $12000 鄭智銘 $1200 鄭朝升 $7200 

鄭朝文 $100 鄭款 $4200 鄭湉 $6170 

鄭湘辰 $100 鄭琪偵 $300 鄭琬珊 $200 

鄭琬婷 $1000 鄭皓 $7200 鄭程文 $2000 

鄭竣丹 $100 鄭筌允.鄭品鈺 $15600 鄭筑勻 $2000 

鄭菊華 $5400 鄭詒銘 $1500 鄭詔仁 $1000 

鄭詠文 $6000 鄭詠達 $100 鄭貴芳 $6000 

鄭進雄 $21600 鄭逸雲 $21600 鄭鈞云 $22200 

鄭閔文 $100 鄭雅之 $200 鄭雅云 $1200 

鄭雅仁 $28800 鄭雅文 $100 鄭雅芳 $7200 

鄭雅屏 $7200 鄭雅玲 $6000 鄭雅倫 $2000 

鄭雅馨 $4000 鄭雯雅 $7200 鄭傳寶 $12000 

鄭園霖 $500 鄭慈瑩 $200 鄭暖暖 $21600 

鄭楷騰 $27400 鄭毓萱 $700 鄭献堂 $14400 

鄭瑞仁 $7200 鄭瑞楠 $7200 鄭睦鄰 $7200 

鄭筱伶 $6600 鄭裕宸 $1200 鄭詣德 $1500 

鄭達 $1200 鄭靖芬 $500 鄭靖橞 $300 

鄭嘉芸 $200 鄭嘉容 $100 鄭嘉雯 $14400 

鄭嘉騫 $500 鄭榮傑 $20400 鄭熊金秀 $7200 

鄭睿勝 $7200 鄭碧芬 $800 鄭碧霞 $7200 

鄭碩安 $1000 鄭維真 $3100 鄭維瑄 $12000 

鄭綺芬 $14400 鄭翠芳 $7200 鄭翠華 $7200 

鄭翠蓮 $7200 鄭肇中 $500 鄭語萱 $600 

鄭銘樂 $14400 鄭廣益 $2000 鄭慕寧 $7200 

鄭潓霖 $213200 鄭靚芳 $7200 鄭學鴻 $200 

鄭曉如 $7200 鄭曉竹 $7200 鄭曉薇 $3300 

鄭曉蘭 $1200 鄭樺琛 $300 鄭積敏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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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鄭螢光 $200 鄭靜如 $200 鄭靜惠 $100 

鄭頻 $14400 鄭鴻文 $7200 鄭鴻武 $7200 

鄭蟬昀.王珽弘.王睦
成 

$11400 鄭謹慧 $5400 鄭麗娟 $1280 

鄭麗捐 $21600 鄭麗梅 $28800 鄭麗琴 $6000 

鄭寶媛 $7200 鄭顧珍 $7200 魯云鈞 $1280 

魯兆偉 $200 魯榮鳳 $7200 黎氏釵 $10560 

黎氏麗 $25628 黎弘渲 $5400 黎弘靖 $5400 

黎安娣 $5400 黎秀美 $200 黎芯瑀 $300 

黎冠廷 $4000 黎姿妤 $5000 黎建呈 $600 

黎彥伶 $7200 黎珈伶 $1000 黎家慶 $21600 

黎珮瑩 $500 黎高興 $21600 黎煥堂 $1000 

黎筱筠 $600 黎睿展 $600 儒億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4000 

叡應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18600 導善社 $2900 曉周工作室 $7200 

樸素無華 $600 橙泰(鴻泰)蔘藥行 $100 橙泰蔘藥行 $600 

橡實旅行社有限公
司 

$2000 澤洋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7200 璟騰企業有限公司 $6000 

盧乃禎 $2000 盧心怡 $1800 盧文娟 $7200 

盧文祥 $42400 盧文程 $21600 盧文萍 $7200 

盧文鴻 $1200 盧玉珍 $7200 盧先生 $500 

盧吉勇 $7200 盧君昇 $100 盧君苓 $3600 

盧妍安 $2900 盧廷森 $7200 盧秀美 $6600 

盧佩君 $200 盧佩怡 $200 盧佳慧 $1000 

盧孟志 $14400 盧宗正 $14400 盧幸君 $7200 

盧怡安 $2020 盧怡君 $2500 盧怡珊 $23000 

盧欣怡 $100 盧欣欣 $5400 盧泓綸 $26400 

盧芸香 $7200 盧金蘭 $7200 盧長政 $2000 

盧長慶 $600 盧青龍 $7200 盧俊成 $7200 

盧俊傑 $100 盧信有 $100 盧冠廷 $7200 

盧品睿 $100 盧品儒 $2000 盧姿蓉 $2000 

盧姿靜 $9600 盧威盛 $500 盧建閩 $4000 

盧映潔 $7200 盧柏瑋 $4100 盧柏睿 $7200 

盧柏維 $5400 盧柔瑩 $7200 盧盈杉 $7200 

盧盈甄 $7200 盧秋菊 $2400 盧美妏 $7200 

盧美靜 $100 盧貞夙 $14400 盧郁青 $11400 

盧振為 $1200 盧唯瑄 $600 盧國棟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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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盧猛郎 余秀月 $9000 盧陳豐惠 $200 盧勝煜 $7200 

盧進興 $14400 盧閔琤 $400 盧暘諭 $500 

盧煜煬 $12000 盧瑋婷 $600 盧群仁 $7200 

盧聖元 $9600 盧聖裕 $600 盧裕文 $28800 

盧詩涵 $2000 盧嘉芳 $2000 盧銀田 盧林翠媛 
盧宜秈 盧泳瑞 

$300 

盧震紳 $7200 盧嬑慧 $14400 盧曆瑩 $100 

盧曉梅 $3000 盧曉婷 $7200 盧曉惠 $500 

盧曉琪 $14400 盧澤鵬 $3000 盧鴻卿 $5400 

盧耀勳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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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聯盟廣告有限公
司 

$9600 

蕭 $1100 蕭凡凱 $7200 蕭文生 $21600 

蕭冉冉 $300 蕭正揚 $100 蕭玉枝 $7200 

蕭玉鳳 宋薪承 $200 蕭亦芝 $600 蕭亦雯 $600 

蕭仲甫 $1000 蕭伃珊 $7200 蕭伃真 $2000 

蕭伊吟 $7200 蕭兆羽 $12000 蕭名凱 $500 

蕭圯富 $1000 蕭如伶 $1500 蕭如雯 $5400 

蕭妃君 $2000 蕭宇宏 $600 蕭宇婷 $100 

蕭宇晴 $11000 蕭守善 $2000 蕭成滿 $1750 

蕭百玲 $1000 蕭百程 $100 蕭羽琳 $666 

蕭伯彬 $7800 蕭佑玲 $200 蕭廷坤 $14400 

蕭志忠 $3000 蕭志芬 $7200 蕭志國 $36000 

蕭志鵬 $7200 蕭沁宇 $3000 蕭沛淳 $500 

蕭甫國 $5000 蕭谷池 $600 蕭邦彥 $1500 

蕭味鑾 $363 蕭坤進 $500 蕭季耘 $1000 

蕭宗宏 $300 蕭宗德 $100 蕭宜文 $3600 

蕭近仁 $28800 蕭金仁 $7200 蕭金香 $500 

蕭奕宸 $100 蕭奕萍 $1688 蕭彥芬 $8120 

蕭春榮 $2400 蕭昭琳 $14400 蕭柏威 $500 

蕭美玉 $7200 蕭美玲 $14400 蕭美容 $3600 

蕭美蓮 $7200 蕭美麗 $14400 蕭郁劭 $100 

蕭振 $1500 蕭珮純 $1100 蕭素月 $7200 

蕭素真 $7200 蕭偉中 $200 蕭啟明 $14400 

蕭寀婷 $7200 蕭崇勤 $400 蕭彩桂 $7200 

蕭梵宇 $1200 蕭涵瑞 $6000 蕭添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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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蕭莉玲 $1000 蕭傑 $200 蕭凱庭 $7200 

蕭博展 $14400 蕭喬木 $7200 蕭婷瑄 $7200 

蕭富安 $1200 蕭惠文 $11000 蕭惠芳 $10200 

蕭惠娟 $100 蕭景堂 $14400 蕭森華 $660 

蕭森璟 $400 蕭森璟、吳詩婷 $100 蕭湘芸 $200 

蕭翔與 $100 蕭菁怡 $5400 蕭逸群 $1688 

蕭閔嘉 $7200 蕭雅分 $7200 蕭雅玲 $24000 

蕭雯鈞 $100 蕭毓仁 $7200 蕭毓慧 $14400 

蕭煌璋 $300 蕭瑞恩 $3600 蕭瑞琴 $7200 

蕭群瀚 $10000 蕭萬龍 $3600 蕭裕濤 $7200 

蕭詩翰 $300 蕭酩献 $18392 蕭鈺亭 $1200 

蕭嘉蜜 $28800 蕭碧玉 $300 蕭碧雲 $1000 

蕭維宏 $500 蕭綺葳 $600 蕭緁伶 $500 

蕭緁盈 $600 蕭豪敬 $7200 蕭遙 蕭睿妍 $1000 

蕭銘玉 $1200 蕭慧如 $7200 蕭慧萍 $5400 

蕭慶堂 $1200 蕭澍經 $6600 蕭蔚芳 $14400 

蕭儒鴻 $21600 蕭憶湘 $7200 蕭燕如 $0 

蕭燕婷 $5000 蕭燕華 $0 蕭翰瀛 $600 

蕭興義 $3000 蕭錫懋 $43200 蕭懷盛 $2000 

蕭瓊英 $4000 蕭艶玫 $4000 蕭鵬飛 $200 

蕭麗芳 $600 諶郁文 $200 諶學儒 $400 

諶瀅汀 $7200 諾亞西點麵包店 $7200 貓星星、鄒思傑、
楊子寬、陳京亨 
共同捐贈 

$9000 

賴人傑 $600 賴又鈴 $3000 賴小甯 $200 

賴五妹 $7200 賴允晉 $7200 賴心怡 $3100 

賴文華 $2000 賴世哲 $7200 賴以昕 $200 

賴巧純 $2500 賴正量 $100 賴永森 $15000 

賴玉珊 $200 賴玉祥 $10000 賴立夫 $500 

賴立軒 $1800 賴亘懷 $666 賴仲哲 $7200 

賴守國 $7200 賴屹慧 $100 賴妤婷 $200 

賴志成 $7200 賴志昇 $3600 賴志權 $21600 

賴沅霆 $1500 賴秀宜 $2000 賴秀芳 $7200 

賴秀芸 $100 賴秀慧 $7200 賴秀靜 $7200 

賴育志 $7200 賴育賢 $1800 賴芊妤 $2400 

賴佩瑜 $1500 賴佳琳 $5000 賴佳慧 $144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48.-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賴依秀 $7200 賴坤洲 $5400 賴孟君 $1000 

賴季君 $1000 賴宗貞 $200 賴宜平 $7200 

賴宜沛 $1000 賴宜洵 $2200 賴宜慧 $1500 

賴怡如 $7200 賴怡安 $7200 賴怡君 $8000 

賴怡芳 $100 賴怡陵 $7200 賴怡蓉 $1300 

賴承楷 $14400 賴招珊 $600 賴昇科 $300 

賴明宗 $3000 賴明欣 $500 賴明亮 $14400 

賴明珊 $11590 賴明雄 $6000 賴明燦 $1000 

賴易濬 $14000 賴欣怡 $50000 賴欣屏 $600 

賴泱蓁 $2000 賴泳竹 $7200 賴玟圻 $7200 

賴玟均 $200 賴玟靜 $500 賴秉宏 $7200 

賴秉逸 $1000 賴金萍 $500 賴阿玉 $25000 

賴俐蓉 $200 賴俞汶 $7200 賴信彥 $12000 

賴冠尹 $7200 賴冠伶 $7800 賴冠郎 $28800 

賴冠婷 $200 賴冠魁 $300 賴勇助 $3500 

賴品妏 賴品妘 $7200 賴奕安 $7200 賴奕君 $1200 

賴奕瑄 $100 賴姵蓉 $7200 賴姿君 $1200 

賴姿秀 $7200 賴姿穎 $7200 賴威良 $200 

賴威銓 $100 賴宣佑 $7200 賴宣宏 $7200 

賴宣林 $2000 賴宣茹 $600 賴宥圻 $5000 

賴宥彤 $1000 賴宥澍 $500 賴建均 $7200 

賴建志 $100 賴彥如 $200 賴彥廷 $7200 

賴思妏 $2480 賴思涵 $400 賴思菁 $1688 

賴思維 $7200 賴春杏 $600 賴春芳 $7200 

賴昭華 $2000 賴昱臣 $3500 賴昱辰 $7200 

賴昱晟 $3000 賴昱瑋 $200 賴柏維 $600 

賴柏蓁 $7200 賴洋廷 $500 賴玲惠 $6000 

賴珍慧 $900 賴秋玉 $8000 賴秋任 $6000 

賴秋妏 $100 賴秋芬 $14400 賴秋萍 $2000 

賴竑睿 $300 賴美聿 $800 賴美君 $200 

賴美吟 $14400 賴美里 $7200 賴美芳 $100 

賴美倫 $4800 賴美珠 $32400 賴苡喬 $500 

賴英秀 $14400 賴貞妃 $7200 賴貞利 $800 

賴貞里 $100 賴郁靜 $600 賴韋君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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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賴庭亮 $7200 賴悅珊 $7200 賴振安 $7200 

賴浿欣 $7200 賴淯楷 $7200 賴珩如 $7200 

賴珮珊 $2400 賴祐陞 $600 賴素枝 $6600 

賴素秋 $7200 賴素貞 $100 賴偉勝 $7200 

賴國助 $7200 賴國隆 $7200 賴密束 $6600 

賴寇迪 $200 賴尉勝 $7200 賴敏惠 $3600 

賴淑君 $14400 賴淑卿 $500 賴淑娟 $7200 

賴淑敏 $300 賴淑華 $7200 賴淑萍 $1200 

賴淑雅 $21600 賴清煌 $7200 賴紹瑋 $2900 

賴莉娜 $7800 賴莉娟 $7200 賴雪貞 $7200 

賴雪晴 $14400 賴雪翠 $4000 賴勝雄 $20000 

賴惠如 $6000 賴惠美 $20000 賴惠英 $8000 

賴揚霖 $7200 賴景賢 $7200 賴智玫 $5000 

賴朝永 $7200 賴渝霏 $300 賴湘穎 $100 

賴華聲 $4200 賴雅玲 $5400 賴雯郁 $12000 

賴雯娟 $3000 賴順枝 $5400 賴傳莊 $14400 

賴愛華 $500 賴慈旻 $1500 賴慈徽 $5500 

賴楚雲 $200 賴溫如 $28800 賴瑞玉 $4800 

賴瑞玲 $7200 賴瑞蓮 $7200 賴綉鈞 $7200 

賴群蓁 $500 賴葳欣 $200 賴詩婷 $100 

賴詩嫻 $100 賴鈺雯 $7200 賴鼎夫 $7200 

賴夢婷 $1688 賴榮宗 $5000 賴碧姬 $14400 

賴綜諒 $50400 賴肇鴻 $500 賴蓉沼 $200 

賴銘珠 $13800 賴鳳如 $7200 賴儀蓉 $4200 

賴劉彩雲(歿) $400 賴嬌蓮 $6200 賴慧如 $6000 

賴慧宜 $5400 賴慧芬 $21600 賴慧玲 $4800 

賴憬諆 $28200 賴豌宜 $200 賴輝謙 $7000 

賴憲志 $2000 賴擁慶 $6600 賴樹銓 $14400 

賴燕莉 $4800 賴靜如 $7200 賴靜怡 $5500 

賴燦然 $2000 賴豐奇 $14400 賴藝薇 $600 

賴韻如 $3000 賴麗如 $1000 賴麗芳 $100 

賴麗閔 $1200 賴麗雅 $7200 賴麗雲 $12000 

賴麗瑋 $100 賴麗蘭 $2500 遲中慧 $28800 

遲令儀 $1200 遲名珉 $14400 遲策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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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錡慧如 $4200 錢玉芳 $500 錢仲達 $600 

錢奕樹 $2000 錢淂元 $7200 錢詩婷 $100 

錢資仁 $14400 錢榮蓉 $500 錢質光 $200 

錫勳食堂 $11000 閻作瑩 $7200 閻志宏 $500 

閻沛汝 $600 霍仕國 $7200 駱秀寬 $7200 

駱依珊 $100 駱孟瓦 $7200 駱宜君 $600 

駱明熙 $100 駱俞汝 $500 駱垚運 $500 

駱宥樺 $1600 駱衍行 $2000 駱貞如 $4800 

駱紹平 $6000 駱慧芳 $1688 駱慧玲 $7700 

駱蘭華 $400 鮑明信 $7200 鮑俊明 $21600 

鮑澤民 $28800 龍妍苡 $7200 龍廷蓁 $200 

龍怡君 $600 龍采翎 $7200 龍品妤 $500 

龍柏晧 $6400 龍常玉 $800 龍煜聖 $7200 

龍嘉雲 $7200 龍磬儀 $1880 龍龍騰 $2400 

優利冠企業有限公
司 

$108000 應海濤 $21600 應圓圓 $14400 

戴仁文 $21600 戴少緯 $7200 戴文真 $20000 

戴世明 $12800 戴世茵 $7200 戴卉芸 $200 

戴永和 $14400 戴圭姿 $7200 戴如青 $7200 

戴汝桂 $2000 戴君玫 $28800 戴君芳 $7200 

戴吟儒 $820 戴妍曦 $100 戴妘蓁 $200 

戴妡育 $5500 戴妤庭 $10800 戴妤潔 $100 

戴志龍 $7200 戴忻叡 $100 戴秀玉 $7200 

戴里煒 $25200 戴佩芳 $7200 戴佳蓉 $2000 

戴宜靜 $5500 戴居瑞 $7200 戴明妹 $7200 

戴采葳 $7200 戴阿雙 $7200 戴雨倩 $500 

戴思沁 $200 戴苡宸 $100 戴郁蓉 $600 

戴庭萱 $200 戴偉成 $3600 戴晨羽 $200 

戴莉雯 $100 戴惠晴 $2000 戴智明 $100 

戴菀璘 $4800 戴詠哲 $7200 戴雅芳 $15715 

戴慈盛 $5000 戴敬學 $1800 戴煖妮 $14400 

戴瑄 $14400 戴筱玫 $1500 戴筱蓁 $600 

戴筱銜 $6000 戴聖淳 $1500 戴聖源 $3500 

戴裕霖 $1200 戴嘉良 $100 戴漢河 $14400 

戴睿宏 $500 戴睿浩 $1688 戴維芬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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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戴鳳嬌 $7200 戴慧玲 $600 戴學婷 $1200 

戴曉文 $1020 戴瀞葦 $200 戴瓊美 $6600 

戴贊峰 $500 戴麗雯 $1200 戴蘭香 $5400 

燦陽科技 $6600 環保之家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 環資橡膠樹 藍鵲 $100 

禪茶氣三班 $5500 繆沂蓁 $21600 繆翔 $5000 

聯合機電技術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聯熒商行 $6600 薇閣中學八年望班 $3600 

薛一猷 $3000 薛千金 $4800 薛水來 $14400 

薛水添 $4000 薛玉梅 $7200 薛任智 $800 

薛伃婷 $14400 薛幸瑗 $1280 薛旻欣 $600 

薛東都 $36000 薛欣蘭 $21600 薛芳芝 $4200 

薛俊偉 $1200 薛美玲 $7200 薛茂林 $1000 

薛貞強 $12000 薛郁璇 $2300 薛郁馨 $7200 

薛素銀 $500 薛彩鳳 $4200 薛淑美 $100 

薛淑華 $2000 薛紹君 $100 薛善尹 $6000 

薛惠如 $6000 薛惠芬 $1000 薛竣升 $3600 

薛詠心 $1200 薛雅玲 $7200 薛雲迪 $7200 

薛嫦娥 $14400 薛榕森 $3000 薛碧雯 $7200 

薛劉玉枝 $7200 薛興慧 $1000 謙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21600 

謝乙仕 $26500 謝上元 $14400 謝子凡 $14400 

謝川安 $2888 謝中川 $7200 謝中奇 $500 

謝予晴 $7200 謝予澤 $6600 謝元吉 $39600 

謝天助 $600 謝天得 $600 謝文紹 $14400 

謝文鈞 $3600 謝文雄 $3600 謝文慶 $7200 

謝月里 $7200 謝月明 $200 謝月鳳 $6600 

謝王儷蓁 $2000 謝世欣 $7200 謝世俊 $429 

謝可歆 $7200 謝弘怡 $600 謝正哲 $14400 

謝正堂 $500 謝玉屏 $3000 謝玉貞 $4200 

謝玉清 $7200 謝玉惠 $6000 謝玉鳳 $2000 

謝玉蓮 $6100 謝亦其 $28800 謝亦馨 $100 

謝名颺 $6600 謝在倫 $7200 謝宇思 $12000 

謝宇翔 $7200 謝州勇 $2400 謝旭斐 $7200 

謝羽婕 $7200 謝佑欣 $100 謝志坤 $800 

謝志宗 $200 謝忻珆 $2000 謝沂靜 $100 

謝沅伸 $1200 謝沛恩 $200 謝秀晶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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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謝育廷 $7200 謝育蕙 $6600 謝良宗 $4800 

謝邦羽 $4200 謝佩芝 $200 謝佩芹 $200 

謝佩娟 $6000 謝佩真 $1000 謝佩瑾 $800 

謝佩穎 $800 謝佩錡 $14400 謝佩薰 $2000 

謝佳君 $12000 謝佳秀 $7200 謝佳承 $100 

謝佳芬 $8200 謝佳洲 $7200 謝佳玲 $14400 

謝佳容 $1200 謝佳純 $4000 謝佳雯 $7200 

謝佳曄 $7200 謝佳穎 $21600 謝佳縈 $7200 

謝佳龍 $7200 謝侑芳 $100 謝侑家 $100 

謝依玲 $600 謝依潔 $600 謝依璇 $2400 

謝依靜 $7200 謝兩勝 $7200 謝和均 $200 

謝坤伸 $7000 謝坤融 $7200 謝孟芬 $7200 

謝孟融 $1200 謝宗坤 $10200 謝宗達 $2000 

謝宗儒 $14400 謝宗勳 $2000 謝宛廷 $7200 

謝宛庭 $1000 謝宛真 $700 謝宜君 $6000 

謝宜宏 $6600 謝宜芳 $100 謝宜達 $4000 

謝宜澤 $7200 謝宜霖 $1200 謝宜靜 $5700 

謝尚儒 $13200 謝岳呈 $1100 謝岳樺 $7200 

謝忠義 $2000 謝承佐 $400 謝承祐 $700 

謝承翰 $13300 謝承諺 $2700 謝旻芳 $1200 

謝旻珊 $800 謝旻澄 $1000 謝昀君 $1000 

謝昀秀 $7200 謝昀庭 $200 謝昆恭 $21600 

謝昊君 $600 謝明妃 $1000 謝明忠 $7500 

謝明怡 $10000 謝明昌 $7500 謝明晉 $100 

謝明華 $600 謝明瑤 $7800 謝明勳 $1000 

謝明樹 $14400 謝明樺 $3600 謝明蕙 $6000 

謝易宏 $100 謝易廷 $100 謝易岱 $7200 

謝易珍 $100 謝易霖 $1500 謝松霖 $100 

謝林勻捷 $100 謝欣玲 $600 謝欣潔 $6600 

謝玠揚 $28800 謝秉修 $7200 謝秉翰 $7200 

謝秉融 $100 謝竺憬 $1100 謝竺樺 $14400 

謝芳玉 $200 謝芸臻 $6600 謝采燕 $7200 

謝金珍 $3600 謝金榮 $7200 謝金樺 $14400 

謝長原 $3600 謝長愷 $1200 謝雨辰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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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謝青雯 $7200 謝俊宇 $1000 謝俊安 $7200 

謝冠東 $1000 謝姵蓁 $7200 謝宥娜 $500 

謝建芬 $500 謝政成 $14400 謝政均 $600 

謝政宏 $1200 謝政家 $21600 謝政達 $500 

謝政憲 $2000 謝星祿 $1000 謝映華 $7200 

謝春香 $1000 謝春滿 $7200 謝昭文 $1200 

謝柏儁 $30000 謝玲玲 $600 謝珈宜 $14400 

謝秋英 $7200 謝秋梅 $7200 謝秋惠 $7200 

謝秋銀 $2500 謝美月 $19200 謝美玉 $7200 

謝美芳 $7200 謝美莉 $100 謝飛華 $500 

謝香蘭 $200 謝家妮 $2400 謝家福 $21600 

謝振宇 $6000 謝特交 $200 謝祖平 $100 

謝純茵 $21600 謝素娟 $7200 謝素琴 $7200 

謝偉迪 $7200 謝培俐 $12000 謝堂騰 $1000 

謝婉玲 $12000 謝敏鋒 $1688 謝淑君 $11800 

謝淑宜 $500 謝淑真 $500 謝淽芸 $2000 

謝清忠 $5000 謝細粉 $18000 謝紹嘉 $1200 

謝陳淑貞 $2000 謝雀宜 $600 謝雪貞 $7200 

謝雪莉 $1200 謝喬琳 $1000 謝媚嫃 $1600 

謝富米 $700 謝富貴 $7200 謝惠如 $1680 

謝惠珍 $5900 謝惠卿 $7200 謝惠敏 $3600 

謝惠婷 $600 謝惠雯 $1000 謝惠蘭 $86400 

謝敦羽 $11200 謝朝光 $7200 謝棋安 $600 

謝棋芳 $3960 謝欽成 $5000 謝湄棋 $1200 

謝湘怡 $100 謝焽財 $-2640 謝詠竹 $7200 

謝詠涵 $600 謝雅如 $1800 謝雅惠 $100 

謝雅蕓 $600 謝雅櫻 $7200 謝雯雀 $21600 

謝黃靖文 $1280 謝業鈿 $7200 謝瑞雲 $7200 

謝瑞誼 $1500 謝綋勝 $3600 謝群翔 $6600 

謝義濱 $7200 謝葉文生 $1200 謝雍璇 $600 

謝嘉祈 $200 謝榮達 $7200 謝碧華 $500 

謝碩元 $6000 謝禎墐 $19200 謝綠芬 $2000 

謝維倫 $1000 謝蓉萱 $1200 謝銘坤 謝東諭 謝
麗娟 

$200 

謝德風 $300 謝慧美 $600 謝慧茹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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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謝慶堂 $100 謝慶憲 $100 謝蔚菁 $36000 

謝霈璇 $200 謝學梅 $7200 謝曉雯 $300 

謝穎成 謝秀庭 $8000 謝穎明 $7200 謝蔾朱 $60000 

謝蕙雯 $2200 謝蕙蔓 $7200 謝豫立 $500 

謝錦坤 $7200 謝靜文 $7800 謝靜旻 $1200 

謝爵安 $7200 謝聰統 $14400 謝曜宇 $500 

謝璧如 $7600 謝璧襄 $1450 謝職全 $5000 

謝馥名 $7200 謝馥如 $500 謝馥霞 $500 

謝瀞葇 $600 謝鵬陽 $6000 謝麒昱 $500 

謝麗玉 $1280 謝麗枝 $7200 謝麗英 $21600 

謝麗貞 $2000 謝麗華 $3000 謝寶慧 $21600 

謝耀欽 $36000 謝耀萱 $100 謝馨儀 $4100 

鍾 $4000 鍾小元 $4000 鍾小芳 $7200 

鍾之儀 $900 鍾仁超 $7200 鍾文涵 $100 

鍾文琪 $7200 鍾文壕 $2000 鍾文駿 $2400 

鍾世宇 $143 鍾世芬 $500 鍾巧娟 $21600 

鍾兆炎 $1200 鍾全亮 $13200 鍾宇倫 $2000 

鍾宇雯 $12000 鍾志松 $3500 鍾志豪 $100 

鍾沂蘋 $7200 鍾秀卿 $1200 鍾秀媛 $7200 

鍾育慧 $6600 鍾良圖 $500 鍾佩芸 $3600 

鍾佩窈 $100 鍾佳玲 $12000 鍾依政 $200 

鍾依紋 $14400 鍾叔娟 $14400 鍾坤衡 $1200 

鍾奇呈 $200 鍾孟傑 $500 鍾孟瑋 $600 

鍾孟蓉 $500 鍾宜珊 $1000 鍾宜哲 $6000 

鍾宜娟 $200 鍾宜絮 $7200 鍾宜蓁 $7200 

鍾宜臻 $7200 鍾宜錦 $7200 鍾幸芳 $19000 

鍾延年 $2500 鍾怡箴 $600 鍾怡臻 $200 

鍾明祐 $7200 鍾明瑄 $6000 鍾易晉 $1688 

鍾東穎 $7200 鍾林燕 $7200 鍾欣彤 $1500 

鍾欣宜 $100 鍾欣凌 $28800 鍾欣容 $500 

鍾玟秀 $600 鍾采玲 $7200 鍾金山 $7200 

鍾政妙 $7200 鍾紀鸞 $3000 鍾美玉 $6000 

鍾美蘭 $100 鍾茂生 $7200 鍾家誠 $200 

鍾展揚 $7200 鍾振達 $3000 鍾素玲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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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鍾素娥 $14400 鍾素菁 $7200 鍾素燕 $7200 

鍾國仁 $14400 鍾悠儒 $7200 鍾捷宇 $1500 

鍾淑芬 $1000 鍾凱如 $7200 鍾喬如 $100 

鍾惠玲 $1200 鍾惠貞 $7200 鍾惠櫻 $100 

鍾智仁 $7200 鍾雅欣 $1688 鍾雅琴 $3600 

鍾裕輔 $7200 鍾達坪 $8400 鍾睿霖 $600 

鍾碧容 $1688 鍾維欣 $28800 鍾維洲 $7200 

鍾鳳蘭 $7200 鍾鳴鳳 $20000 鍾齊 $5000 

鍾德泉 $9000 鍾緹縈 $12000 鍾曉玫 $7200 

鍾蕙萍 $37800 鍾禮竹 $7200 鍾豐吉 $1000 

鍾麗雲 $60000 鍾寶珠 $7200 鞠涵寓 $1500 

韓世平 $6600 韓永隆 $7200 韓仲愷 $1000 

韓志遠 $1400 韓佳君 $7200 韓其軒 $500 

韓承穎 $7200 韓承融 $7200 韓昊鋼 $100 

韓明仁 $100 韓采伶 $200 韓建玲 $18000 

韓美蓮 $7200 韓素梅 $7200 韓基晏 $1000 

韓雄文 $1200 韓敬明 $3600 韓榆婕 $2000 

韓翠華 $14400 韓銘堂 $3000 韓毅祺 $2000 

韓蕙鄉 $1280 鮮于侑慈 $12000 鮮于靜婷 $7800 

鮮晟國際有限公司 $9600 鴻世科技自動控制
社 

$20400 鴻泰蔘藥行 $200 

瞿佩卿 $1000 瞿慧娟 $100 簡士懷 $7200 

簡士寶 $7200 簡中信 $200 簡少文 簡瑞成 游
翔宇 

$19800 

簡文政 $21600 簡文瑜 $100 簡世宏 $1000 

簡世超 $500 簡仕泂 $200 簡正龍 $100 

簡玉珊 $3000 簡玉涵 $600 簡立宏 $5400 

簡再輝 $15600 簡如君 $4100 簡佑丞 $200 

簡君艾 $7200 簡吟珊 $200 簡吟倫 $500 

簡妏珊 $500 簡妤頻 $2000 簡宏儒 $155000 

簡希云 $400 簡廷伃 $200 簡廷潔全家 $200 

簡志遠 $1000 簡辰光 $50000 簡辰郡 $500 

簡孟鈺 $10800 簡承旭 $7200 簡昀平 $200 

簡明美 $2020 簡松年 $7200 簡林燕秋 $7200 

簡林謹 $4200 簡芝容 $500 簡芳榆 $7200 

簡采倫 $100 簡品聞 $200 簡建興 $3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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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簡柏睿 $7200 簡美心 $1000 簡美玲 $28800 

簡美慧 $1800 簡徐文 $300 簡振榮 $200 

簡珮怡 $7200 簡素玫 $3600 簡素琴 $12000 

簡素端 $7200 簡偉涵 $4800 簡國彬 $7200 

簡國婷 $100 簡國斌 $5000 簡國裕 $1200 

簡婉名 $7200 簡婉玲 $600 簡婉婷 $14400 

簡淑珍 $2800 簡淑娟 $600 簡淑媏 $5500 

簡淑琴 $300 簡清立 $800 簡翊淇 $7200 

簡翌芩 $500 簡莉芳 $7200 簡雪卿 $12000 

簡單美形診所 $5000 簡渙綸 $1400 簡琪臻 $21600 

簡紫珊 $5000 簡雅云 $2000 簡雅萍 $1500 

簡雯苓 $12600 簡愛珠 $7200 簡慈彥 $7200 

簡毓佑 $7200 簡瑛汎 $2000 簡瑞希 $1800 

簡瑞銘 $888 簡瑞鍾 $1800 簡瑞鴻 $7200 

簡鈴貞 $12000 簡嘉伶 $500 簡嘉延 $14400 

簡嘉誼 $5400 簡彰男 $200 簡甄儀 $7200 

簡碧華 $3600 簡碧雲 $6000 簡維億 $14800 

簡翠屏 $7200 簡肇盈 $7200 簡銘志 $1200 

簡慕瑩 $7200 簡慧宜 $500 簡慧玫 $200 

簡毅銘 $1000 簡靜瑜 $28800 簡瀅灧 $7200 

簡寶惠 $14400 簡譽 $5000 聶瑞芝 $2000 

聶維汝 $10800 薰衣草休閒有限公
司 

$7200 藍云均 $1000 

藍玉芬 $36000 藍立崴 $1000 藍志恒 $7200 

藍佳琪 $7200 藍宛亭 $200 藍明偉 鄭宇暄 $2000 

藍秋燕 $4800 藍美雲 $7200 藍家裕 $300 

藍素卿 $2000 藍啟泰 $7200 藍國良 $1280 

藍國明 $1000 藍婉慈 $4000 藍敏杰 $5000 

藍梁宏鑫 $4800 藍梁綸 $4800 藍梁澄 $4800 

藍淑惠 $6000 藍紹譽 $14400 藍翊家 $500 

藍翊禎 $400 藍凱綸 $1200 藍善元 $7200 

藍琦雅 $7200 藍琦雲 $7200 藍逸婷 $7200 

藍靖惠 $100 藍榮昌 $12000 藍慧純 $1600 

藍慧禎 $5400 豐麗商行 $6600 鄺奕豪 $1688 

鎖彬茜 $200 鎧蔚企業有限公司 $70000 闕巧萍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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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闕宏宇 $200 闕宏瀛 $7200 闕河仁 $9600 

闕素琴 $7200 闕隆峯 $21600 闕薇 $600 

雙印食品有限公司 $100 顏上善 $4800 顏久琳 $1000 

顏才智 $3500 顏才鈞 $6000 顏太郎 $200 

顏文賓 $21000 顏月英 $7200 顏卉芊 $500 

顏巧芸 $7200 顏伶妃 $7200 顏君玲 $14400 

顏妤安 $500 顏岑夙 $3600 顏志宏 $8000 

顏志琳 $127250  $100 顏秀燕 $500 

顏良吉 $1000 顏良砡 $2400 顏佩欣 $500 

顏宜瑩 $200 顏欣雅 $1000 顏玫芳 $600 

顏思佩 $600 顏柏軒 $20000 顏紀庭 $500 

顏美秀 $8400 顏美華 $100 顏振益 $14400 

顏珮羽 $300 顏素香 $5400 顏偲帆 $3000 

顏國禎 $1200 顏婉竹 $200 顏梅芳 $1200 

顏淑如 $4800 顏淑真 $7200 顏莛侖 $400 

顏琨哲 $800 顏菊枝 $200 顏雯慧 $100 

顏敬羣 $500 顏源宏 廖尹緁 顏
均縢 顏上瀠 

$2400 顏溢宏 $600 

顏煜鴻 $7200 顏瑛宗 $15000 顏瑞珍 $1000 

顏瑞瑩 $7200 顏瑞賢 $7200 顏詹淑鳳 顏廷安 $1000 

顏靖軒 $600 顏靖釵 $7200 顏嘉宏 $36000 

顏嘉諭 $2600 顏夢蘭 $10800 顏彰武 $14400 

顏榮璋 $2400 顏碧諍 $100 顏維君 $100 

顏維瑩 $600 顏銘輝 $7200 顏銘樹 $7200 

顏劉采昀 $7200 顏慧儀 $500 顏樹源 $1000 

顏靜宜 $12600 顏瓊玉 $5800 顏瓊蓉 $7200 

顏韻涵 $200 顏寶 $7200 顏蘭君 $100 

馥瑩企業有限公司 $24000 魏 $100 魏上杰 $2000 

魏子晃 $30000 魏小姐 $100 魏玉玫 $7200 

魏玉珊 $6100 魏仲凱 $14400 魏仲麒 $7200 

魏光前 $3000 魏汝蔚 $5000 魏佑竹 $100 

魏利真 $100 魏吟宇 $1800 魏妙娟 $7200 

魏志宏 $7200 魏杏如 $7200 魏育民 $7200 

魏辰翰 $1000 魏佳莉 $600 魏宗玉 $7200 

魏宜君 $7200 魏明卿 $200 魏明峯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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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魏俊傑 $3600 魏春貞 $4000 魏美君 $21600 

魏美珠 $21600 魏美莙 $12000 魏英傑 $500 

魏音慈 $1000 魏海珊 $2000 魏純穎 $7200 

魏紘穉 $14400 魏素美 $100 魏國治 $2000 

魏婉菁 $7200 魏彩玲 $7200 魏得育 $6600 

魏荷軒 $500 魏喆生 $600 魏琦蓓 $1000 

魏菱均 $400 魏進弘 $7200 魏意茜 $7200 

魏敬帆 $14400 魏瑜翎 $1688 魏聖宏 $600 

魏聖德 $500 魏葶 $100 魏鈺璋 $3600 

魏靖峰 $3000 魏嘉紋 $1000 魏碧慧 $7200 

魏維玲 $10800 魏翠蓉 $1688 魏肇基 $25500 

魏銘宏 $500 魏慧雯 $1000 魏黎傑 $7200 

魏曉慧 $20000 魏駿吉 $7200 魏瀛蘭 $8400 

魏韻恬 $200 魏麗娟 $7200 龎羽葳 $1000 

龎婉婷 $6000 瀚翔景觀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60000 瀚爵國際有限公司 $21600 

羅 $2500 羅千祥 $2000 羅子瑄 $100 

羅心玹 $1800 羅文伶 $100 羅文政 $7200 

羅文苑 $7200 羅文婕 $1600 羅月娸 $100 

羅主媛 $3600 羅以涵 $100 羅可容 $10900 

羅本佶 $10000 羅正銘 $19200 羅永如 $1600 

羅永騰 $7200 羅玉芬 $7200 羅玉珠 $6600 

羅玉蓉 $600 羅玉瓊 $100 羅丞邦 $1000 

羅伊君 $600 羅光志 $1600 羅吉斯 $1000 

羅如妙 $300 羅安蕎 $4100 羅汝伶 $12000 

羅志瑋 $300 羅志輝 $7200 羅秀春 $28800 

羅秀蓉 $6000 羅佳文 $3000 羅孟珊 $2600 

羅怡媜 $600 羅昌齡 $6000 羅泳清 $7200 

羅秉昇 $100 羅俐娟 $600 羅建民 $7200 

羅彥詔 $7200 羅思芸 $600 羅思潔 $100 

羅美芬 $200 羅苡筑 $500 羅貞成 $7200 

羅郁叡 $7200 羅振東 $1800 羅桂珍 $7200 

羅珪菱 $600 羅珮萱 $2700 羅紋佳 $200 

羅耘志 $7200 羅財漢 $16500 羅偉林 $36000 

羅國瑋 $200 羅培源 $2000 羅婉嘉 $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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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羅敏伶 $14400 羅曼蓉 $5400 羅望文 $500 

羅梅玲 $7200 羅淑珍 $3000 羅淑貞 $100 

羅淑憶 $1800 羅盛豪 $2200 羅紹宇 $100 

羅紹瑜 $7200 羅翊榛 $7200 羅翎菲 $45000 

羅訪元 $7200 羅傑 $2000 羅傑隆 $300 

羅凱勻 $200 羅凱芸 $3600 羅凱駿 $200 

羅惠玲 $14400 羅惠瓊 $7200 羅斯特有限公司 $34300 

羅景文 $100 羅舒誼 $900 羅雅玲 $2000 

羅雅倫 $7200 羅雅萍 $1800 羅雅楨 $1500 

羅意純 $1000 羅溫良.謝燕雪 $14400 羅照雯 $9290 

羅瑞珍 $14400 羅筱苓 $2000 羅義娟 $7200 

羅葆善 $7200 羅鈺淇 $10000 羅嘉佩 $7200 

羅嘉玲 $7200 羅嘉琪 $7200 羅碧霞 $43200 

羅翠元 $1000 羅肇毅 $7200 羅德盛 $15600 

羅德貴 $43200 羅慧珊 $1000 羅慧倫 $1700 

羅慧齡 $12000 羅緣華 $7200 羅曉琦 $7200 

羅曉琪 $6600 羅曉慧 $21600 羅燕霞 $1800 

羅應源 $22200 羅濟原 $7200 羅鴻萱 $200 

羅瀚瑄 $100 羅麗君 $500 羅麗琴 $14400 

藝之國有限公司 $7200 譚卉晴 $14400 譚永揚 $7200 

譚永慧 $7200 譚玉梅 $5400 譚芊芊 $200 

譚英娜 $6000 譚桂華 $1000 譚敦謙 $7200 

譚敦鴻 $7200 譚葰樺 $100 譚嘉緯 $7200 

譚鎮麟 $7200 邊正 $36000 邊伯賢 $222 

關之美時尚診所 $3000 關欣媛 $5400 願十方眾生早日成
佛 

$100 

龐寧寧 $21600 龐驊 $14400 嚴勻秀 $500 

嚴永賢 $14400 嚴佩詩 $200 嚴孟舜 $2500 

嚴俊德 $600 嚴盈茹 $9000 嚴美玲 $7200 

嚴苓苓 $1000 嚴若竹 $300 嚴益文 楊女士 $200 

嚴淑貞 $1000 嚴惠馨 周鼎凱 $100 嚴慶峰 $1600 

寶波資訊有限公司 $1500 寶隆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2400 寶源水產有限公司 $7200 

寶興鋼鐵有限公司 $600 櫳萱 $200 籃雯琳 $7200 

籃新通 黃筠媗 籃
梓睿 

$3000 耀國梅 $2000 蘇一慧 $7200 

蘇丁權 $4600 蘇上娟 $7200 蘇于家 $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60.-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蘇千育 $100 蘇士婷 $13200 蘇大為 $600 

蘇大偉 $7200 蘇子宸 $500 蘇子涵 $17200 

蘇子扉 $12000 蘇小姍 $7700 蘇小姐 $200 

蘇小慧 $2000 蘇仁鴻 $7200 蘇文宏 $600 

蘇文英 $500 蘇文詰 $2000 蘇可倪 $1000 

蘇巧玲 $500 蘇巧慈 $600 蘇正民 $7200 

蘇正峰 $8200 蘇正隆 $6000 蘇玉伶 $7200 

蘇生賢 $3600 蘇同伯 $10602 蘇宇辰 $12000 

蘇成基建築師事務
所 

$1000 蘇志江 $9100 蘇志明 $200 

蘇志芬 $100 蘇志群 $26400 蘇沛翎 $1200 

蘇秀眉 $7200 蘇秀美 $7800 蘇育燕 $7200 

蘇良中 $7200 蘇芃云 $1000 蘇佳邠 $20000 

蘇佳雯 $1200 蘇孟楓 $1280 蘇怡仁 $2000 

蘇承寬 $7200 蘇明宏 $675 蘇明華 $14400 

蘇東柏 $100 蘇炎坤 王秀氣 $84400 蘇玫玫 $7200 

蘇玫綺 $7700 蘇芬娟 $7200 蘇芳儀 $7700 

蘇芹柚 $2100 蘇信雄 $14400 蘇品蕎 $600 

蘇姿華 $500 蘇威寧 $28800 蘇建彰 $600 

蘇彥晅 $900 蘇彥瑀 $3600 蘇星瑜 $500 

蘇昱嘉 $100 蘇柏綸 蘇蜂鈞 林
欣慧 

$200 蘇洪石鎮 $150 

蘇炤彰 $7200 蘇玲郁 $200 蘇畇慈 $100 

蘇盈嘉 $200 蘇盈蓉 $300 蘇秋紅 $7200 

蘇秋蓮 $7200 蘇美如 $1500 蘇美玲 $3600 

蘇美珍 $7200 蘇美惠 $7200 蘇美華 $75500 

蘇美鳳 $1280 蘇美嬌 $7200 蘇美燕 $14400 

蘇羿凡 $300 蘇若庭 $7200 蘇英燦 $6600 

蘇貞月 $7200 蘇郁虹 $2000 蘇郁雯 $600 

蘇飛吉 $1000 蘇倍民 $14400 蘇家弘 $6600 

蘇家妤 $200 蘇家盈 $100 蘇家輝 $200 

蘇宸揚 $1200 蘇峻瑤 $100 蘇庭立 $7200 

蘇晟瑋 $14400 蘇珞寧 $2000 蘇珮琪 $1280 

蘇祐世 蘇筠婷 $1200 蘇祐楷 $500 蘇純慧 $200 

蘇素慧 $1300 蘇素賢 $300 蘇財得 $1100 

蘇偉德 $1000 蘇健雄 $5000 蘇國人 $144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61.-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蘇敏慧 $600 蘇涵雯 $100 蘇淑枝 $10800 

蘇淑婷 $500 蘇淑媚 $500 蘇淑燕 $4800 

蘇清池 $7200 蘇荷筑 $1800 蘇莉婷 $100 

蘇連國 $300 蘇雪華 $7200 蘇勝忠 $21600 

蘇博生 $600 蘇喬 $7200 蘇富穎 $36000 

蘇惠宏 $100 蘇惠芬 $300 蘇惠美 $7200 

蘇惠萍 $4000 蘇揚升 $500 蘇斐雯 $7200 

蘇朝生 $3600 蘇湘玲 $200 蘇湘媚 $7200 

蘇琪媛 $14400 蘇紫萍 $14400 蘇華鴻 $1200 

蘇貴強 $1800 蘇逸群 $1000 蘇雅芳 $1000 

蘇雅蘋 $2000 蘇順富 $21600 蘇傳智 $7000 

蘇愛琳 $500 蘇慈君 $1200 蘇敬峰 $1000 

蘇敬堯 $24000 蘇楷林 $7200 蘇榆文 $500 

蘇瑋婷 $7200 蘇瑞玲 $14400 蘇筱婷 $600 

蘇聖凱 $500 蘇萭緁 $1500 蘇葳 $5400 

蘇葵羚 $1400 蘇鈴詔 $28800 蘇鈺珊 $200 

蘇鈺棠 $10800 蘇鈺雯 $7200 蘇靖淑 $3600 

蘇靖閔 $7200 蘇嘉慧 $3600 蘇嘉儒 $7200 

蘇夢如 $7200 蘇碧真 $100 蘇碧雯 $200 

蘇維歆 $7200 蘇銘堯 $18000 蘇鳳丹 $200 

蘇慧玲 $2000 蘇毅夫 $2000 蘇瑩昌 $1000 

蘇緯嘉 $4000 蘇嬑純 $1200 蘇學盛 $600 

蘇憲宏 $350 蘇憶屏 $420 蘇曉芬 $6000 

蘇曉雲 $2400 蘇穎平 $14400 蘇靜雯 $2000 

蘇應麟 $16000 蘇鍊標 $7200 蘇鴻祺 $1800 

蘇麗美 $11700 蘇麗琪 $7200 蘇麗華 $100 

蘇麗馨 $14400 蘇鐘霖 $150 釋印智 $14400 

釋法風 $74600 釋法悟 $7200 釋恆泰 $400 

釋恒星 $4000 釋德晟 $6600 鐘勻慈 $1500 

鐘心汝 $3600 鐘文伶 $16000 鐘幼琦 $1000 

鐘玉廷 $100 鐘紀山 $600 鐘珮君 $200 

鐘雅珠 $14400 鐘傳億 $500 鐘碧賓 $5000 

鐘慧萱 $100 鐘鴻昇 $600 饒孝相 $500 

饒家宏 $100 饒振基 $7200 饒珮慈 $7200 

 

 



  2021 年捐款芳名錄  ( 註:不公開捐款資訊者，以無名氏刊載 ) 

-162.- 

                  感謝每位捐款人每一分善款，同姓名者捐款金額合併表示。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饒雅涵 $3600 饒瑞雄 $7200 饒慧琪 $100 

馨田徒手保健工作
室 

$2560 馨嚮室內裝修工程
有限公司 

$600 騰駿企業有限公司 $4800 

躍強有限公司 $1200 躍鑫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 

$3000 酆宗儀 $6000 

露絲數位科技有限
公司 

$7200 霸氣整復推拿 $700 顧立新 $7200 

顧丞翔 $100 顧安邦 $600 顧皓婷 $1500 

顧雅婷 $100 顧瑜玲 $4800 顧福郎 $1600 

顧耀彬 $7200 歡喜種福田 $5200 龔文穎 $1000 

龔文霖 $14400 龔伯量 $200 龔作仁 $7200 

龔志豐 $1000 龔秀美 $900 龔育湄 $1200 

龔佩蓉 $1200 龔怡慈 $500 龔建榮 $3960 

龔美雲 $7200 龔致豪 $7200 龔郁淇 $7200 

龔家慧 $2000 龔浩民 $2000 龔聖峰 $7200 

龔裕昌 $6500 龔裕琇 $1688 龔鈺婷 龔鈺棠 $5000 

 $300 欒紀宗 $6000 顯像企業有限公司 $7200 

鑫隆油品股公司 $500 鑫業不動產開發有
限公司 

$27000 鑫誠鐵材有限公司 $7200 

觀世音菩薩 $2500 鸚鵡 $200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