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年 10月捐款芳名錄 

 115,000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廖晨吟； 30,000  徐宗信； 21,000  麗蘭

姐妹、陳兆淞； 11,440  湯麗玉； 11,000  蘇賜川、林紫盈； 10,000  陳雅潔、王珠蘭；  

8,568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000  趙長城、郭葉評； 7,800  台南鄉親回收所

得； 6,272  黃淳豐； 5,800  周貞利； 5,000  謝文貞、歐美華、李梅、李素卿、吳令治、

德商蒂森克虜伯股份有限公司； 4,224  李會珍； 4,000  邱孟暉； 3,800  柯靜妤； 3,500  

紀忠呈； 3,100  周尚文、周尚仁、周志磻、周志清； 3,000  韓殿君、葉士誠、楊明芳、

黃素蘭、湯淑貞、柳寄梧、施彬雄、林志誠、樺霖有限公司； 2,500  許雅婷； 2,400  張

景瑞； 2,200  無名氏； 2,100  郭輝煌、張雅婷； 2,000  賴雅惠、蔡郁薇、蔣明華、黃

麗慎、湯美珍、陳曉峰、陳怡如、郭猜鳳、邱銘章、林茂松、林思妤、李佳棻、吳文宏；  1,600  

劉慧芳； 1,580  無名氏； 1,500  孫秀君/孫貴久、王祖銘； 1,200  盧春林、林淑娥、

吳寶妹/楊錫泉； 1,100  蘇清柱； 1,000  羅玉卿、羅文聰、魏逸群、顏武俊、謝慧純、

台中市戴爾英文短期補習班、賴德仁、賴翠雯、蕭麗莎、鄭凱如、蔡義恆、潘玉女、劉競雄、

劉素琴/蔡炳煌、溫仁厚、楊敕貝、楊致宜、楊文圳、黃潔儀、黃欽盈、黃文杉、程立序、曾

肅雅、嵇志勇、陳雅文、陳宜呈、陳玉梅、陳世宗、陳乃智/陳伊伶、郭靜勳、許懿丰、莊素

玫、張穗華、張黃梅玉、張琇玲、張淑鳳、徐奕智、柯冠甫、邱晏甯、林登順、林素華、周

月燕、周月娥、刑明儀、沈瑪莉、李麗英、李美蓉、呂建榮、吳慧娟、余彩虹、江景峯、吉

渼企業社、包心婷、王靜芬、丁麗玲； 900 劉小娜、虞蕙琪、楊上井、陳淑芬、李佩潔、吳

世昌、王光輝； 888 賴家琳； 700 黃儷君； 680 無名氏； 600 鄭釵、黃惠汶、程善慈、

陳麗貞、杜聰如、何心慈、王姍姍； 500 徐佩莉、蘇億玲、譚陳玉鳳、賴俊榮、蕭美娜、黎

陽林、蔡耀光、蔡純嫻、劉富琪、雷忠榮、黃建中、楊雅婷、陸宏宛、陳瑩珍、陳柏升、陳

朱瑋、許玉秀、梅佳筠、曹玫媛、張愛珠、張翊麒、張廷萱、張廷瑜、張文玲、唐慧如、唐

瑋婷、郎慧玲、邱吳定妹、李淑卿、江秀麗、朱育瑩、成寄滄；  300 顧忠琪、葉慶生、葉

誠一、陳雅琪、陳淑貞、連淑容、梁明茵、徐鋒章、孫聖芬、周桂枝、周宥恩、李淑煖、李

秋儀、吳絹絹、余麗娟、王增慧、王傅月裡、王**、于小雯； 250 盧美樺、王以歆； 200 闕

啓文、龍瀛珊、盧中華、趙曉梅、董慧萍、游雅婷、陳文楨、陳嘉芬、陳曼玲、陳尚義、許

佳雯、俞省良、林寶玉、林勝美、吳清文、朱芳嫻、十方菩薩； 150 譚湘蕙； 120 黃俐婷； 

103 高睿琳； 100 謝旻純、楊淑惠、陳佩郁、崔麗嬌、高士恆、李阿珠、李欣憶/李柏霆、

于樹芬、無名氏。 

 

  



102年 11月捐款芳名錄 

 150,000  衛采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江建廷、林松章、邱正弘、杏輝藥品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黃尊秋社會慈善基金會； 70,000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

益基金會、康欣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50,000  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  陳炳仁； 20,000  黃宜侯、黃奕德； 19,864  余黛薇；15,000  陳

峻進； 10,000  王珠蘭、吳絹絹、林明美、張博民、陳淑芬、戴賴碧霞； 9,856  李會珍；  

6,000  顏武俊； 5,280  湯麗玉； 5,200  邱銘章； 5,000李梅、吳令治； 3,200  黃素

妃； 3,000  林志誠、施碧霞、黃素蘭、樺霖有限公司； 2,500  曹玫媛； 2,400  楊詠仁；  

2,200  無名氏； 2,000 吳文宏、吳雪惠、邱滿艷、徐王瓊英、徐淑芬、張澤平、黃麗慎、

溫碧誼、謝天綾； 1,900 游舜文； 1,800 陳光逵； 1,500  廖秋華、劉萬隆、蘇友堃； 1,200  

陳若綺； 1,050  蔡春香； 1,000  丁麗玲、王靜芬、包心婷、朱慶輝、江景峯、余彩虹、

吳慧娟、呂建榮、巫瑩慧、李麗英、沈瑪莉、邢明儀、周月娥、周月燕、林素華、邱孟暉、

邱晏甯、邱銘堂、金家梅、徐陳金、翁瑞榮、高全淵、張巧美、張芳達、張崑璋、張淑鳳、

張琇玲、莊勝綸、陳乃智/陳伊伶、陳水麗、陳世宗、陳伊沙、陳雅文、嵇志勇、程立序、黃

欽盈、黃潔儀、楊敕貝、劉慧芳、劉競雄、潘玉女、鄭凱如、鄭黃麗華、蕭麗莎、賴翠雯、

賴德仁、謝沛芸、謝慧純、羅文聰、羅玉卿、蘇秀桐、台中市戴爾英文短期補習班； 888 賴

家琳； 750 施秀蓉、童富美、黃明珠； 600 王瑋芬、陳至仰； 500 王更瑜、成寄滄、朱

育瑩、江秀麗、何宛屏、余家慶、余麗華、李淑卿、易秀峰、郎慧玲、倪麗雲、唐瑋婷、唐

慧如、徐佩莉、張文玲、張吟綺、張廷瑜、張廷萱、張秀娟、張翊麒、張愛珠、梅佳筠、許

玉秀、陳朱瑋、陳美嬌、陳國祥、陳瑩珍、陳濬豪、陸宏宛、黃志宏、黃建中、楊雅婷、溫

永全、雷忠榮、蒲嘉琳、劉富琪、劉黃素貞、蔡明珠、蔡純嫻、鄭德鄰、黎陽林、盧宛均、

蕭美娜、賴俊榮、蘇莉雯、蘇億玲； 450 呂美鳳、林蔓伶、張滿、陳俊任、陳香蘭、劉羅雲

霙、簡勤哲、蘇美如； 400 許美麗、陳彩英、陳素雅； 300王素貞、王增慧、王嬌麗、王

**、吳素自、李正統、李秋儀、李淑煖、林呂秀琴、林志強、邱文慧、洪甄苡、胡美惠、梁

明茵、連淑容、陳昭蓉、陳淑貞、陳貴珠、陳雅琪、陳賜宏、彭怡嘉、黃創盛、葛震群、廖

純玉、劉東榮、劉奕良、謝惠美、鍾秀芸、釋傳賢； 200 小林昭憲、朱芳嫻、林勝美、林嘉

雯、邱琬惠、俞省良、徐毓襄、張雅婷、許佳雯、郭善真、陳怡樺、陳曼玲、陸文楨、游雅

婷、董慧萍、趙曉梅、盧中華、盧美樺、龍瀛珊、闕啓文、無名氏； 150 王靜雯、江南俊、

吳行專、吳若琪、李怡娜、李宥蓉、李美麗、李麗珠、周東錦、林宜平、林玫英、林朝堂、

林耀華、邱孟爵、洪宗賢、紀欽霖、胡英芳、胡雅雯、范素瑋、夏志強、夏國平、夏騏鑫、

徐啟鐘、徐華珍、翁麗嫌、許淑如、郭美蘭、陳世芳、陳吉昌、陳佩真、陳協全、陳東儒、

陳宥蓁、陳春梅、陳靖原、陳憲德、陳麗卿、曾文裕、曾齡臻、游玉華、黃祥峰、楊中豪、

董陳玉貞、董達人、熊逸雯、趙清明、劉玄審、劉韋伶、劉家楷、劉淑雅、盧文英、蕭秀慧、

戴君燕、戴誌祥、戴麗真、顏玉瑩、顏吉村、顏妙娟、譚湘蕙、蘇怡如、蘇春樺； 100 十方

菩薩、于樹芬、何倇姍、李通平、林小姐、林書函、姜修齊、馬永順、崔麗嬌、郭玉凌、陳

佩郁、陳嘉柔、黃仕全、黃建璋、黃嵩森、楊士賢、蔡榮祿、鍾子賢、羅宇珮、蘇异馨。 

  



102年 12月捐款芳名錄 

 5,781,480  ADI總會； 200,000  台灣新光保全(股)公司、財團法人台灣新光保全文化藝

術基金會； 100,000  財團法人永瑞慈善事業基金會； 64,205  無名氏； 55,000  祝慶元； 

50,000  台灣諾華(股)公司、李明濱、蔣欣； 36,608  湯麗玉； 31,000  台灣愛生雅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  台北市東區獅子會、章王守； 28,756  無名氏；  26,912   陳巧宜；   

24,055  無名氏； 21,152  陳筠靜； 20,000  姚正宏、張文如、張仕龍、陸康瑋； 12,160   

邱琬惠； 11,112  李會珍； 10,000  王珠蘭、吳惠玲、呂淑貞、范耀彬、倪開蘭、財團法

人台北市李東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張儀賢、張靜倫、甄瑞興、鄭莉芳、賴璿憶；  8,400  

邱銘章；  7,900  金大亨股份有限公司； 7,000無名氏； 6,840無名氏； 6,000  台灣手

工具工業同業公會、呂清淵、范林錦秀； 5,000  石同生、吳令治、李梅、高婉綾、張瑀瑄、

畢慶紅、許佳新、陳芝瑩、陳瑋崢、黃中威、溫仁厚、廖武雄、劉福、諸葛蓓芸、賴辰瑋、

簡美玲； 3,200  賴郁杰； 3,000  王淑端、林志誠、黃素蘭、楊瑞銘、樺霖有限公司；  2,500   

江麗玲、*科技； 2,400 張景瑞； 2,300 台南鄉親回收所得； 2,000  吳文宏、徐淑芬、

張啟明、莊瓊儒、陳榮基、陳儀諼、曾柳僑、湯珍珍、黃麗慎、葉笑容、葉淑媛、蕭麗莎；  1,650

林淑芬； 1,600 甄瑞興； 1,500 黃凡真； 1,400周貞利； 1,350無名氏； 1,200 吳美蓉、

洪惠芳、張貴珠、陳逸凡； 1,100 魏章展； 1,000 丁麗玲、王靜芬、包心婷、江景峯、余

彩虹、吳慧娟、呂建榮、李桂棻、李麗英、沈瑪莉、邢明儀、周月娥、周月燕、林素華、林

淑惠、林瑞發、邱孟暉、邱晏甯、張秀蘭、張淑華、張淑鳳、張琇玲、曹桂雪、梁再添、淡

江大學、莊素玫、莊淑奇、莊穎昀、莊穎睿、陳世宗、陳宏棋、陳朝慶、陳雅文、嵇志勇、

程立序、黃敦泰、黃欽盈、 黃潔儀、楊敕貝、劉秉承、劉秉奕、劉競雄、潘玉女、蔡甯一、

鄭政翰、鄭張慧雅、賴翠雯、賴德仁、台中市私立戴爾英文短期補習班、謝玉婷、謝慧純、

簡正建、顏武俊、羅文聰、羅玉卿、鐘嬉娟； 900 邱菊勇、邱燕菊、陳玉文、彭旭彬、黃金

鵬、黃雅芬、劉小娜、蔡敏男、蘇瑞昌； 888 賴家琳； 750 李昆曄、李智倫、周世平、周

資璇、洪民豐、張沛淳、張勝輝、許文美、陳順明、黃宏亮、謝芳儀； 600 王聰明、朱陳貴

美、李蜀蓓、李儀娉、范國敦、唐嘉宏.毛芸萱、郝宗琪、許雅婷、陳邱素容、陳盛昌、陳瑞

隆、陳靚芳、陳豐信、楊衛國、劉淦光、潘立智； 520 無名氏； 500 成寄滄、朱育瑩、江

秀麗、李淑卿、信伯、施祉維、郎慧玲、唐瑋婷、唐慧如、徐佩莉、張文玲、張玉瑛、張廷

瑜、張廷萱、張秀娟、張翊麒、張愛珠、曹玫媛、梅佳筠、許玉秀、許家豪、連淑容、陳乃

智/陳伊伶、陳朱瑋、陳政義、陳盈伶、陳國祥、陳瑩珍、陸宏宛、曾清福、楊雅婷、黃建中、

雷忠榮、劉富琪、劉燕光/劉美瑛/劉智妍/洪嘉瑜、蔡純嫻、鄭鴻孟、黎陽林、蕭美娜、賴俊

榮、羅于惠、蘇億玲； 450 王玉茹、朱家慶、何國豐、吳王燕、吳偉豪、汪昭瑛、汪潔、周

盈秀、林玉媛、林金琦、林美雪、林鼎宸、邱炳坤、施婕寧、唐玉思、高欽銘、高詠淇、梁

寶珍、莊慶美、許力仁、許浩博、陳姿蓉、陳瑜瑜、曾彥智、黃立畇、黃明秋、黃秋鄉、黃

嘉惠、黃碧瑤、楊登凱、楊裕文、楊鴻程、葉聖杰、劉怡青、劉開雲、蔡素娟、鄭雅云、盧

克賢、蕭景峻、蘇紹群； 400 吳振添、吳素自； 380 無名氏； 360 朱育秀； 300 王志鈞、

王惠玲、王聖慧、王增慧、王**、石姵榛、江兆斗、江詮茂、何達斌、吳佳春、吳東霖、李

孟宗、李忠榮、李秋儀、李淑煖、李鈺瑩、沈育紅、沈國文、周和儀、周睿清、官振加、林

大欽、林育達、林怡貞、林芳君、林芸竹、邱世民、邱書容、邱雅琴、姜信欽、施俊、洪啟

德、洪瑞悅、徐昊、高家鳳、張家雯、張彩慧、張翠華、張翼鵬、梁明茵、許純珮、陳台花、

陳伊佳、陳廷忠、陳沅璟、陳禹蒨、陳韋綸、陳淑貞、陳淑媛、陳雅琪、陳賜宏、陳麗芬、

游雅婷、馮蕙慈、黃晶瑩、黃新復、黃麗珠、黃麗鶯、葉錦存、楊正鈴、楊惠琴、楊雯婷、



溫立薇、葛震群、詹怡芬、蔡文中、蔡嘉哲、賴貴美、謝善成、簡翠玟、蘇君如、龔音慈、

無名氏； 245 無名氏； 230 無名氏； 215 朱瑛菲； 200 朱芳嫻、何如珠、吳清文、林勝

美、林寶玉、俞省良、許佳雯、陳曼玲、陸文楨、董慧萍、趙曉梅、盧中華、龍瀛珊、謝凰

玉、謝翠紅、闕啟文； 150 施承宜、施顯琦、于欽敏、方明緒、方俞茹、方昭清、方國傑、

王月嬌、王秀鳳、王明宗、王冠文、王建凱、王美蘭、王敏盈、王清昆、王雅婷、王瑞琴、

王靖儀、王鈺婷、王慧儒、王麗芳、王嚴孝、丘世瑛、包玉屏、石坤城、石惠如、任行智、

朱鴻業、江瑞芝、江麗香、江麗惠、何玉蘭、何姿斐、余幸瑀、余長晃、吳坤培、吳欣欣、

吳宣萱、吳桂楹、吳國維、吳淑芬、吳淑滿、吳陳少甄、吳銘城、吳慧潔、吳鴻益、呂金憶、

呂政威、呂美華、呂韋菁、呂錦惠、李永中、李宏隆、李秀玲、李秀梅、李佳軒、李佩蓉、

李孟龍、李季玉、李宗訓、李明勳、李既鳴、李柔慧、李致賢、李家治、李振德、李國興、

李啟龍、李淑如、李笳寧、李憲明、李樹根、李錦福、李麗英、沈秉弘、汪振洋、邢美蓉、

卓文昌、卓玉燕、卓雯雅、周世強、周安琪、周志強、林玉貞、林玉娥、林甘敏、林沂屏、

林宗吉、林宜陵、林岳藝、林芳如、林金料、林信榮、林建中、林美玲、林家妘、林國仁、

林淑敏、林逢春、林喻峰、林惠珠、林詠文、林詠智、林黃玉秀、林傳富、林裕景、林慶賢、

林慧媚、林澤余、林靜毓、邱凡甄、邱智瑞、俞省梧、姜秋文、施明宗、柯玉櫻、查大中、

洪全豁、洪志成、洪欣萍、洪張美月、洪淑媚、洪淑絹、洪甄苡、洪碧瑤、紀芳玲、苑美如、

唐義富、夏意枬、孫緒忠、孫銘燐、宮建新、徐杏麒、徐孟愉、徐國堯、徐逸芃、袁壽珍、

高秀蘭、高孟真、高珊、高惠禎、高嘉政、寇世禮、常如玉、康靜怡、張文馨、張正達、張

志文、張佳燕、張定峰、張思源、張玲瑤、張婉齡、張梅英、張淑美、張惠絹、張雅綺、張

源鈺、張照陽、張綺紋、張瀞方、梁羽瑄、梁櫻薰、莊永慶、莊忠樺、莊真英、莊財農、莊

婉勤、許乃甫、許芝瑜、許榮燦、許麗雪、連佳誼、郭文利、郭芳義、郭秋吟、郭美滿、郭

淑真、郭澍虹、陳三寶、陳上發、陳心怡、陳令欣、陳伯鴻、陳志行、陳坤富、陳幸珠、陳

怡廷、陳怡靜、陳姿雯、陳美月、陳美芳、陳美慧、陳珮瑜、陳婉珍、陳淑玲、陳登輝、陳

竣杰、陳黃麗娥、陳敬云、陳嘉旭、陳燕菁、陳駿毅、陳薰婕、陳韻如、喬宗忞、彭月英、

曾美芬、曾茂森、曾貞鳳、曾聖富、游泰隆、游清坤、童有利、華淑雲、馮光儀、黃秀錦、

黃佳榮、黃宗輝、黃建中、黃建華、黃昭欽、黃英杰、黃真真、黃得翔、黃清祥、黃陳瑞蘭、

黃雅薇、黃琬庭、黃靖琄、黃榮華、黃衛忠、黃薇君、黃麗珠、楊玉美、楊玉鼎、楊淑茹、

楊景惠、楊朝程、楊雅君、楊雅婷、葉志祥、葉佳鑫、葉林洪、葉俞佐、葉春足、葉秋蘭、

葉嘉倫、董耀東、詹凡毅、詹素華、廖姿婷、廖皋媺、廖慧卿、廖慧琪、廖韻南、熊淑娟、

趙永欽、齊慧光、劉丁嫚、劉子儀、劉宇恩、劉佩如、劉婉芸、劉敬堂、劉新章、劉義宗、

劉慧生、劉澤川、樊昱孝、歐穗興、潘江文、潘怡婷、潘桂慧、蔣繼義、蔡玉華、蔡如菱、

蔡采娟、蔡素卿、蔡淵源、蔡凱同、蔡惠珍、蔡瑞玲、鄭玉珍、鄭炎宏、鄭美雲、鄭倩如、

鄭素淳、鄭清輝、鄭淑媚、鄭淨江、鄭雪玲、鄭伃淨、黎念成、盧成娟、盧繼張、蕭珮瑀、

蕭鶴齡、賴玉琦、賴炎山、賴亭如、賴美櫻、賴素仙、賴黃梅、賴麗華、薛慶先、謝文雄、

謝正浩、謝淑鳳、謝章生、謝豐如、鍾麗菁、韓靜實、簡健哲、簡麗芳、顏靖耘、顏銘星、

羅乙容、譚湘蕙、嚴明智、蘇文清、蘇仲一、鐘亨哲； 100 十方菩薩、于樹芬、李欣憶/李

柏霆、每日一元日行一善、崔麗嬌、陳佩郁、陳宥廷、賴威樵/賴王秋蓮/賴再法、蘇异馨、

無名氏  24 無名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