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年 05月捐款芳名錄 

 1,000,000  甘建福；  150,000  城先生； 50,000  全日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8,000  蓋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韓世芳； 8,448  湯麗玉；  6,300  和

雅展； 6,000  陳煥廉； 5,000  蔡吳游蕊、李梅、吳令治； 4,450  叡揚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4,275  陳筠靜； 4,000 邱銘章；  3,000  樺霖有限公司、王薇盈、林

志誠、張穗華、陳煜慶、黃素蘭、楊明芳； 2,750  台南鄉親回收所得； 2,112  李

會珍；  2,000  吳文宏、帖瑞芝、林克能、林瓊玲、邱滿艷、柯靜妤、黃麗慎、溫

仁厚； 1,850  張娜美； 1,500  林俊佑、孫貴久/孫秀君、袁靖、陳守廉、陳金葉、

楊林寶貴、顏碧蓮； 1,235  余黛薇； 1,000  丁麗玲、大觀遠建設有限公司、王靜

芬、包心婷、江景峯、余彩虹、吳慧娟、呂建榮、李麗英、沈瑪莉、邢明儀、周素貞、

林素華、林雅瑩、林碧珠、邱孟暉、邱晏甯、姚健文、張崑璋、張淑華、張淑鳳、張

琇玲、梁憶萱、莊素玫、許明心、許麗琴、陳世宗、陳朝慶、嵇志勇、湯應靜波、程

立序、黃欽盈、黃潔儀、楊敕貝、劉競雄、潘玉女、蕭麗莎、賴翠雯、賴德仁、戴爾

英文短期補習班、謝慧純、顏武俊、魏逸群、羅玉卿、鐘大媽； 999 張俊彥； 900 王

莉嫃； 888 賴家琳； 600 林呂秀琴、陳陸雲、無名氏； 500 成寄滄、朱育瑩、江

秀麗、余玟欣、李青菁、李國泰、李淑卿、林俊賢、郎慧玲、唐瑋婷、張愛珠、曹玫

媛、梁敏全、梅佳筠、許玉秀、許懿丰、陳乃智/陳伊伶、陳朱瑋、陳志聰、陳瑩珍、

陸宏宛、無名氏、黃建中、黃麗文、楊雅婷、劉美玲、蔡純嫻、鄭珮柔、黎陽林、蕭

美娜、賴俊榮；  374 無名氏； 300 王宗彬、王增慧、吳玲珠、李秋儀、李淑煖、

洪明德、孫聖芬、梁明茵、連淑容、陳淑貞、陳雅琪、蔡弦桂、蔡素玲； 250 吳素

自； 200 林勝美、林寶玉、俞省良、許佳雯、陳曼玲、游雅婷、葉諭臻、董慧萍、

趙曉梅、盧中華、龍瀛珊、闕啟文； 100 于樹芬、李欣憶/李柏霆、崔麗嬌、陳佩郁、

無名氏、詹玉勤。 

  



102年 06月捐款芳名錄 

 200,000  何曉亮；  50,000  鈞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張謝清子； 15,500 

潘小雲等 14人； 10,500  葉淑惠； 10,000  李輝龍； 8,800  東華三院； 8,648  湯

麗玉； 6,600  許書民； 6,000  李素卿、梁秀麗； 5,000  吳令治、呂泰山、李梅、

蔡佳真； 4,944  李會珍； 4,200  朱育秀； 3,857  瑞智家屬聯誼會； 3,600  劉

燕芬； 3,200  邱銘章、顏碧慧； 3,000  林志誠、曹謝淑政、湯淑貞、黃素蘭、蔡

佩芬、樺霖有限公司；  2,000  吳文宏、李美蓉、高婉綾、陳明理、黃麗慎、蕭淑

文； 1,600  黃淳豐； 1,500  林俊佑、鍾佩蓁； 1,380  徐文俊； 1,000  台中市

私立戴爾英文短期補習班、丁麗玲、王靜芬、包心婷、朱又加、江景峯、余彩虹、吳

慧娟、呂建榮、李麗英、李麗卿、沈瑪莉、刑明儀、明華園觀眾 2、邱孟暉、邱美艷、

邱晏甯、張淑鳳、張琇玲、張穗華、莊素玫、陳世宗、陳宜呈、陳雅文、嵇志勇、程

立序、黃欽盈、黃潔儀、楊敕貝、劉競雄、潘玉女、蕭淑貞、蕭麗莎、賴俊榮、賴翠

雯、賴德仁、謝慧純、顏武俊、魏逸群、羅玉卿、蘇文能； 999  張俊彥； 900 劉

小娜； 888 賴家琳； 600 李聖薇、程善慈； 500 成寄滄、朱育瑩、江秀麗、李淑

卿、李進發、明華園觀眾 1、林玉雲、郎慧玲、唐瑋婷、張文玲、張廷瑜、張廷萱、

張翊麒、張愛珠、曹玫媛、梅佳筠、許玉秀、郭雪娥、陳朱瑋、陳茂泉、陳瑩珍、陸

宏宛、黃建中、楊函潔、楊雅婷、雷忠榮、蔡純嫻、鄭珮柔、黎陽林、蕭美娜；  400 

無名氏、蔡涵羿； 300 王增慧、李秋儀、李淑煖、李貴蘭、林蔡雪、孫聖芬、梁明

茵、連淑容、陳淑貞、陳雅琪、蔡弦桂、蔡素玲； 200 朱芳嫻、林勝美、林寶玉、

俞省良、許佳雯、陳曼玲、游雅婷、董慧萍、趙曉梅、盧中華、龍瀛珊、闕啟文； 100 

于樹芬、李欣憶/李柏霆、沈志玲、崔麗嬌、陳佩郁、楊淑惠、蘇异馨。 

 

 

  



102年 07月捐款芳名錄 

 100,000  吳拓霖；  50,000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英亞展覽服

務有限公司； 14,500  賴瑞姝； 12,000  郭蔭庭； 11,968  李會珍； 6,000  木

場英美；  5,280  湯麗玉； 5,000  毛碧玲、吳令治、李梅、簡文瑩； 4,000  台

南鄉親回收所得； 3,800  余黛薇、陳巧宜、陳筠靜； 3,700  邱孟暉； 3,000  友

松娛樂股份有限公司、王麗萍、吳依蓁、周貞利、林志誠、徐國強、高惠卿、張景瑞、

莊秋美、陳美卿、陳彩英、游碧琴、黃素蘭、黃培琳、黃惠玲、蔡文峯、樺霖有限公

司； 2,500  王海宇、林姮伶；  2,000  台北醫學大學、吳文宏、李幸芸、李貴蘭、

郭美月、黃麗慎、葉燕、鐘大媽； 1,800  陳玉梅； 1,653  林宛瑤； 1,600  邱銘

章、富邦人壽保襝股份有限公司； 1,520  邱琬惠； 1,500  林俊佑； 1,200  姚立

倫； 1,000  丁麗玲、王靜芬、包心婷、江景峯、余彩虹、吳莉莉、吳慧娟、呂建榮、

巫美慧、李笑、李麗英、沈瑪莉、邢明儀、林素華、邱玟菽、邱晏甯、邱銘堂、邱懿

君、徐貴華、張玉欣、張崑璋、張淑鳳、張琇玲、張穗華、畢世斌、莊素玫、許明潔、

陳水麗、陳世宗、陳宜呈、陳盈伶、陳朝慶、陳雅文、陳懿玉、嵇志勇、程立序、黃

欽盈、黃潔儀、楊敕貝、葉美月、劉秉承、劉秉奕、劉徐美妹、劉競雄、潘玉女、蔡

純真、蕭麗莎、賴翠雯、賴德仁、戴爾英文短期補習班、謝美珠、謝慧純、顏武俊、

魏逸群、羅文聰、羅玉卿、譚湘蕙； 999 張俊彥； 900 王光輝、何心慈、吳世昌、

林淑娥、陳淑芬、虞蕙琪； 888 賴家琳； 875 億昕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800  Helen 

Lee、許懿丰； 775 李瑞園； 600 王美利、吳素自、吳絹絹、李佩潔、杜聰如、張

李愛、陳素娟、陳連寶猜、陳靚芳、陳麗貞、楊上井、劉晏齊、劉慧芳、鄭釵、戴愛

珍、蘇正輝； 500 成寄滄、朱育瑩、江秀麗、李淑卿、郎慧玲、唐瑋婷、張文玲、

張廷瑜、張廷萱、張翊麒、張愛珠、曹玫媛、梅佳筠、許玉秀、陳朱瑋、陳瑩珍、陸

宏宛、無名氏、楊淑吟、楊雅婷、黃建中、雷忠榮、蔡純嫻、鄭珮柔、黎陽林、蕭美

娜； 400 李尉慈；  315 莊又寧； 300 王傅月裡、王增慧、李秋儀、李淑煖、周桂

枝、孫聖芬、孫鳳鳴、梁明茵、連淑容、陳淑貞、陳雅琪、蔡弦桂、蔡素玲、蔡義先、

賴翠雲； 200 朱芳嫻、林勝美、林寶玉、俞省良、許佳雯、陳玫、陳曼玲、游雅婷、

楊宗穎、董慧萍、趙曉梅、盧中華、龍瀛珊、簡秋玲、闕啟文； 100 于樹芬、崔麗

嬌、陳佩郁；  3 無名氏；  2 無名氏。 

 

 

  



102年 08月捐款芳名錄 

 50,000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祥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雃

博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楊士碚； 15,000  晟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郭蔭庭、

嘉畯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范耀彬、樂樂班、蔡麗珍； 7,920  湯麗玉；  6,000  許

永波；  5,000  吳令治、吳偉誠、李梅、李淑花、洪淑琬、陳冬英、黃秀卿； 4,100  

鄭秀麗； 3,312  李會珍； 3,000  吳慧絹、林志誠、林俊佑、黃素蘭、樺霖有限公

司、顏新怡； 2,400  王姍姍；  2,000  吳文宏、邱孟暉、張嘉麟、連素琴、郭惠

甄、黃麗慎；  1,600  翁晨祐； 1,500  丁子婷、王逸雲、王維經、王薇盈、王鏡

窓、王騰雲、石碧霞、吳絹絹、林雅玲、林劉牡丹、凌昌蘭、柴語婷、張梅君、張淑

婷、張雅、張碧濤、曹賜村、許秋菊、陳子仁、陳永宜、陳守廉、陳林秀媖、陳金葉、

陳紅豆、陳高寶桂、陳閎然、陳慶元、曾淑美、舒藍美英、楊秋菊、楊滿、蔡金蓮、

蔡春香、賴月華、簡文瑩、聶啟賢、藍月雲、魏白好； 1,330  陳筠靜； 1,000   devinyu、

丁麗玲、王台平、王靜芬、王寶蓮、包心婷、江景峯、余彩虹、呂建榮、李美玲、李

麗英、沈瑪莉、邢明儀、周素貞、林素華、邱晏甯、張淑鳳、張琇玲、張穗華、莊素

玫、陳世宗、陳光逵、陳清義、陳雅文、嵇志勇、游阿娥、無名氏、程立序、黃金春、

黃富寶、黃欽盈、黃潔儀、楊林寶桂、楊敕貝、劉競雄、潘玉女、鄭釵、蕭麗莎、賴

俊榮、賴翠雯、賴德仁、戴爾英文短期補習班、謝慧純、顏武俊、魏逸群、羅玉卿、

蘇國猛； 900 張惠青； 888 賴家琳； 800  姚慶龍； 600 郭怡君； 500 成寄滄、

朱育瑩、江秀麗、李淑卿、林碧華、林綠英、郎慧玲、唐瑋婷、唐慧如、張文玲、張

廷瑜、張廷萱、張翊麒、張愛珠、張馨瑜、曹玫媛、梅佳筠、許玉秀、陳介源、陳朱

瑋、陳瑩珍、陸宏宛、楊雅婷、黃建中、雷忠榮、蔡純嫻、鄭珮柔、黎陽林、蕭美娜； 

400 吳振添、林寶玉；  300 王秀春、王柔云、王增慧、朱瑛菲、余麗娟、李秋儀、

李淑煖、孫聖芬、梁明茵、連淑容、陳昭蓉、陳淑貞、陳雅琪、葉振春、趙寶慧、蔡

弦桂； 275 于正芳、李芳宜； 250 王崇仁； 200 朱芳嫻、林勝美、俞省良、許佳

雯、陳松科、陳曼玲、游雅婷、董慧萍、趙曉梅、盧中華、龍瀛珊、闕啟文； 150 譚

湘蕙； 120 無名氏； 100 于樹芬、崔麗嬌、陳佩郁、陳宥廷； 20 張紋菱。 

 

 

  



102年 09月捐款芳名錄 

 200,000  基督教金燈台宣教基金會 ；  122,500  方慶榮；  100,000  衛采製藥

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台灣阿斯特捷利康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黎沁芳、

黎定美；  20,950  家屬聯誼會；  20,000  謝小雀； 13,000  張梅君； 10,000  柯

文中、范耀彬、黃素珠； 6,336  湯麗玉；  6,000  林麗卿、廖蘭珍；  5,100  吳

文雄、許春燕；  5,000  吳令治、李梅、周文炳、張淑美、黃淑珍、歐淑芳； 4,000  

張錕江； 3,000  中和地區扶輪合唱團、王武烈、我的故鄉管委會、李麗雲、林志誠、

徐金梅、黃阿娟、黃素蘭、樺霖有限公司； 2,816  李會珍；  2,000  王馨慧、朱

苔莉、吳文宏、帖瑞芝、莊正芬、郭秋霞、辜廖圓、馮朝進、黃麗慎、劉富棋、蔡素

蘭、蔡蓉媛；  1,650  無名氏；  1,600  巫瑩慧、陳珮琳； 1,500  尤素卿、李吳

杏群、林貴美、袁靖、許玉秀、陳文永、陳怡伊、劉珠足； 1,200  邱錦玉、黃惠婷； 

1,000 丁麗玲、王靜芬、包心婷、江景峯、何心蕊、余彩虹、吳慧絹、呂建榮、呂淑

貞、巫美慧、李麗英、沈瑪莉、邢明儀、林素華、邱孟暉、邱晏甯、袁珮玲、張崑璋、

張淑鳳、張琇玲、張穗華、梁再添、莊素玫、陳乃智/陳伊伶、陳水麗、陳世宗、陳雅

文、嵇志勇、程立序、黃秀雲、黃欽盈、黃潔儀、楊致宜、楊敕貝、楊澤生、劉金枝、

劉景寬、劉競雄、潘玉女、蔡錦雀、蕭麗莎、賴翠雯、賴德仁、戴爾英文短期補習班、

謝玉婷、謝慧真、謝慧純、顏武俊、顏寶月、魏逸群、羅文聰、羅玉卿、蘇正輝； 888 

賴家琳； 800 吳宛育、林克能、張景瑞； 600 王春蓮、李貴蘭、李聖元、李麗華、

張李愛、陳月英、陳荐承、陳連寶猜、戴興亞； 500 王淑芳、成寄滄、朱育瑩、江

秀麗、李宜靜、李淑卿、李豐兆、郎慧玲、唐瑋婷、唐慧如、張文玲、張廷瑜、張廷

萱、張翊麒、張愛珠、曹玫媛、梅佳筠、陳朱瑋、陳盈伶、陳美嬌、陳瑩珍、陸宏宛、

楊雅婷、黃建中、雷忠榮、蔡純嫻、黎陽林、蕭美娜、蘇億玲； 400 方俊偉；  300 

王柔云、王增慧、余麗娟、吳素自、李秋儀、李淑煖、林超華、孫聖芬、梁明茵、連

淑容、陳淑貞、陳雅琪、蔡弦桂； 225 陳彩英； 200 王京、王金絹、朱芳嫻、吳宏

仁、林勝美、俞省良、許佳雯、陳素鳳、陳曼玲、陸文楨、游雅婷、黃延琛、董慧萍、

趙曉梅、盧中華、龍瀛珊、闕啟文； 150 譚湘蕙； 100 于樹芬、李欣憶/李柏霆、

崔麗嬌、陳佩郁； 75 黃明貞、劉富仁/劉時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