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年 8月捐款芳名錄 

 100,000 江建廷、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黃尊秋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50,000方慶榮、周

貞利； 20,000 簡舜華； 16,650 林弘毅； 10,000 天仁木業股份有限公司、方慶榮、王

珠蘭、莊鈴文、薛皓元； 8,300 邱銘章； 8,000 瑞智互助家庭家屬們、劉謝玉蘭； 5,000  

吳亙晃、李梅、楊維德、達聯企業有限公司、蔡純青、譚秀儀； 3,900 賴瑞姝； 3,500 柯

正修； 3,200 葉紅秀； 3,100 鄭秀麗； 3,000 三仁肉鬆店、奇帝實業有限公司、林志

誠、林於達、林慧娟、許怡君、黃瑞柔、劉博彬、樺霖有限公司、賴德仁； 2,500 台南鄉

親回收所得、林茂松、邱孟暉； 2,250 楊麗貞； 2,000 朱慶順、吳文宏、徐淑芬、張景

瑞、善心人士、黃麗慎、劉富琪； 1,500 介偉莉、王祖銘、王維經、王儷雅、吳絹絹、林

邱阿益、林贊庭、金嘉儀、胡今梅、張碧濤、曹賜村、陳子仁、陳紅豆、陳彩文、陳碧玉、

陳瑩江、陳寶月、曾淑美、曾陳彩雲、程國璋、程積寬、馮慧玲、黃志成、黃瑞麟、黃瓊

輝、楊秋菊、劉麗雲、蔡義先、鄭惠娥、魏寶芬、蘇正輝； 1,200 陳朝慶； 1,000 丁麗

玲、王正希、王靜芬、包心婷、台中市私立戴爾英文短期補習班、吳惠玲、吳慧娟、吳寶

珠、呂建榮、李筱萱、李麗英、沈瑪莉、辛仲波、邢明儀、周月娥、周月燕、周寶錐、林

雅雯、邱晏甯、孫光玓、高采萍、崔麟祥、張治國、張紋菱、張崑璋、張淑鳳、張琇玲、

張景閔、張慕安、張震國、莊素玫、陳水麗、陳世宗、陳志忠、陳佩郁、陳雅文、陳瑞美、

陳鳳蘭、陳烱儀、嵇志勇、無名氏、程立序、黃坤、黃欽盈、黃潔儀、楊思誠、楊敕貝、

楊黃淑娥、葉美月、廖英媚、趙宏裕、劉恭琦、劉錦鳳、劉競雄、潘玉女、蔣淑嫻、蔡春

梅、蕭麗莎、賴俊榮、賴翠雯、謝慧玉、謝瓊雲、顏武俊、顏詩雲、羅文聰、羅玉卿； 888  

賴家琳； 850 溫仁厚； 660 余玟欣； 615 張軒豪； 500 成寄滄、朱育瑩、江秀麗、何

銘錡、李秀秀、李淑卿、周文炳、林信孝、邱綉斐、洪瑞苓、紀尚華、唐瑋婷、張文玲、

張廷瑜、張廷萱、張翊麒、張愛珠、曹玫媛、梁敏全、梅佳筠、許玉秀、連淑容、陳朱瑋、

陳曼玲、陳國祥、陳瑩珍、陸宏宛、曾蘭惠、黃素貞、楊雅婷、楊鄭來格、楊蕙菁、雷忠

榮、廖季珊、蔡純嫻、黎陽林、盧璐、蕭美娜、賴淑惠、鍾品玉、蘇億玲、徐佩莉； 441 無

名氏； 400 巫瑩慧、徐文俊、陳雅琪； 300 王小姐、王增慧、李秋儀、李淑煖、李瓊文、

張宴惠、梁明茵、葛震群； 250 林綠英； 210 曾妙玲、劉姵佢； 200 朱芳嫻、何嫣娜、

林勝美、林寶玉、俞省良、康立曄、許佳雯、陳柏宗、陸文楨、無名氏、董慧萍、趙曉梅、

盧中華、闕啟文； 150 譚湘蕙； 100于樹芬、李明月、李欣憶/李柏霆、李俞月鳳、崔麗

嬌、魏建宗； 1 無名氏。 

 

 

103年 8月捐物芳名錄  

 台灣自律聯盟 NT$ 31,752 

 

 



103年 9月捐款芳名錄 

 200,000 林松章、新北市醫師公會； 100,000 瑞普國際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曾東茂/劉

美華/蘇銳強/吳紘緒/尹淑芬/方明/王明傑/王柏泰/王莫昀/王貿弘/王靖汯/王銘陽/王應

傑/左昭德/田光鏞/田明誠/田亮/白宗益/白崇亮/石敏宏/江宛青/江碩涵/何紀豪/何曉亮/

何醒邦/余湘/吳東進/吳建安/吳韋萱/吳德豐/吳興達/呂俊毅/宋大江/宋良政/李同榮/李

佳勳/李長庚/李建旗/李昭考/李虹明/李鎮光/李耀中/李灌晏/周水美/周欣德/林乃莉/林

正雄/林沛欣/林谷同/林坤正/林知延/林帥宏/林洧楨/林哲斌/林哲雄/林淑芬/林郭文艷/

林發祥/林華明/林鳳珠/林蔚山/林鴻南/祁士鉅/邱心妤/邱永祥/邱英斌/邱義城/邵揚威/

施宏輝/施俊偉/洪文興/洪嘉昇/范之虹/韋樞/凌瓏/夏光洲/徐宜中/徐炳貴/徐義平/涂鄂

良/翁國薰/翁得元/翁榮堂/翁翠君/馬國慶/馬靜如/高志尚/高昱/張子彥/張文侯/張永豪/

張良吉/張武雄/張芳蘭/張金技/張家祥/張益華/張順立/張義權/張慧娳/張慶時/扈端華/

曹佑華/梁秀明/莊國偉/許仁華/許俊美/許恒豪/許淑華/許耀仁/郭子立/郭及天/郭文鎧/

郭俊良/郭瑜玲/陳世龍/陳立信/陳欣妤/陳武剛/陳奕澄/陳宥臻/陳美玲/陳茂仁/陳倫基/

陳素甜/陳國世/陳賜榜/陳璟沛/陳諶/陳曜芳/陳麗月/陸朝中/傅瑞麟/喻芝蘭/彭世偉/彭

美容/彭恩/彭素君/曾青松/曾柏祥/曾桂枝/游文杰/游智文/游適銘/賀晟/黃仁壽/黃翎樵/

黃昱樵/黃台芬/黃永志/黃光揚/黃志銘/黃秀桂/黃秀敏/黃金豹/黃俊傑/黃彥綾/黃啓彰/

黃啟菱/黃淑慧/黃淑慧/黃植原/黃榮峰/黃榮賜/黃維敏/黃慧敏/黃鵬䛥/黃麗雪/楊士文/

楊文琪/楊志民/楊宗翰/楊岳虎/楊訸琁/楊鴻銘/萬英豪/廖孟妮/廖苡翔/廖淳森/劉天仁/

劉文仁/劉安恬/劉宗欣/劉信成/劉致顯/劉清痕/潘姿羽/潘應辰/蔡永吉/蔡兆豐/蔡惠芳/

蔡榮俊/鄭枝清/鄭國強/盧明燦/盧銘仁/盧麒堯/蕭价斐/蕭建秩/蕭啟豐/賴明陽/賴悅顏/

鮑紀良/戴碧昌/謝三連/謝文裕/謝佶燁/謝昆峯/謝榮富/謝穗徽/謝懷德/簡伯殷/簡勇益/

簡清芬/藍國鴻/顏郁文/羅仕清/竇蕙芸/蘇一仲/蘇為逸/蘇琦/饒有為)、廖晨吟；  75,000  

衛采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支持者；  50,000 林雅玲；  30,000 李阿生；  20,000  

中和東區扶輪社、王九鴻、台北華新扶輪社、江美香、林慧娜、陸康瑋； 13,387 無名氏；  

13,000 吳美英； 12,000 黃素珠、賈淑美； 10,000 天仁木業股份有限公司、方慶榮、

王俊杰、王珠蘭、京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林承德、林姿吟、范耀彬、郭桂葉、鄭玉花； 8,200   

邱銘章； 7,000 楊皓； 6,000 李素卿、黃惠玲； 5,280 李會珍； 5,066 金隆系統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5,000 王雅菁、吳令治、李梅、奇帝實業有限公司、林惠卿、陳麗芳、黃

亮智、達聯企業有限公司、賴秋蘭； 4,300 元大寶來證券發財分公司； 4,000 江建明；  

3,000 三仁肉鬆店、何少天、林志誠、張曉平、郭錦茸、廖啟堂、樺霖有限公司；  2,000 

尤素卿、朱台莉、吳文宏、周靜江、帖瑞芝、林佩錡、林書煒、花茂棽、徐淑芬、張育嘉、

張景瑞、莊素玫、郭琦如、陳秀清、陳怡伊、陳明助、曾冠樺、黃淑櫻、黃憶如、黃麗慎、

廖建華、黎榮子、賴德仁； 1,800 台南鄉親回收所得； 1,500 王儷雅、石碧霞、朱育瑩、

范瑞穎、陳林秀媖； 1,400 無名氏； 1,150 陳筠靜； 1,015 孫敏純/鍾秀英；  1,000 丁

麗玲、方惠雅、方曦平、牛湄湄、王正希、王光輝、王珊珊、王琪瑛、王榮贊、王靜芬、



包心婷、台中市私立戴爾英文短期補習班、江秀玲、江佳芸、江佩珊、江麗玲、吳月珠、

吳惠玲、吳慧娟、呂建榮、李宛珊、李清山、李貴蘭、李筱萱、李麗英、沈瑪莉、邢明儀、

周月娥、周月燕、周世華、周貞利、周家美、林宜賢、林素華、林智揚、林雅雯、林慧貞、

林慧蕙、林麗卿、林繼嚴、邱月嬌、邱孟暉、邱秋紅、邱晏甯、柯淳德、洪素寬、唐正湘、

孫光玓、徐永源、徐佩君、徐家蓁、高銘澤、張池彩霞、張素懿、張國榮、張崑璋、張淑

鳳、張琇玲、張慕安、梁再添、許文英、許芳明、郭瑞如、陳世宗、陳志忠、陳佩郁、陳

俊男、陳春杏、陳美娥、陳閎然、陳雅文、陳烱儀、傅麗蘭、嵇志勇、彭馨誼、游鑑明、

無名氏、程立序、程定祿、黃秀貞、黃明慧、黃欽盈、黃敬哲、黃潔儀、黃麗玲、楊敕貝、

詹雲英、雷若莉、趙宏裕、劉珠足、劉競雄、潘玉女、盤偉哲、蔡怡娜、鄭子賢、鄭茹藝、

蕭麗莎、賴翠雯、鮑立婷、謝慶宏、顏武俊、魏寶珍、羅文聰、羅玉卿； 900 劉小娜； 888   

賴家琳； 700 梁雪香； 660 余玟欣； 600 李梅英、林合元、郭書涵、陳建仲、黃俊軒、

蔡慧雯、關淑紛； 500 成寄滄、江秀麗、何銘錡、李秀秀、李淑卿、沈淑芳、周文炳、周

思綺、林士景、林信孝、林宸暐、邱綉斐、洪立邦、洪瑞苓、紀尚華、唐瑋婷、張文玲、

張廷瑜、張廷萱、張翊麒、張愛珠、曹玫媛、梁敏全、梁凱捷、梅佳筠、許玉秀、連淑容、

陳之芬、陳朱瑋、陳佳郁、陳曼玲、陳國祥、陳瑩珍、陳鴻偉、陳藝云、陸宏宛、彭星順、

曾蘭惠、黃杏妃、楊雅婷、楊蕙菁、雷忠榮、廖季姍、劉富琪、蔡坤庚&楊婉鈴、蔡純嫻、

鄭志偉、黎陽林、蕭美娜、鍾品玉、蘇億玲、徐佩莉；  400陳淑蘭、陳雅琪、無名氏；  300 

王小姐、王棠、王增慧、李秋儀、李淑煖、李瓊文、林繼統、張宴惠、梁明茵、葛震群、

劉紀明、龔修政； 200 十方菩薩、朱芳嫻、巫瑩慧、李美枝、林紹賢、林勝美、林寶玉、

俞省良、洪小姐、高麗花、康立曄、曹景秋、莊雅茹、許佳雯、陸文楨、董慧萍、趙曉梅、

蔡宜芳、鄭克盛、盧中華、謝小姐、闕啟文； 150 譚湘蕙； 148 無名氏； 100 于樹芬、

吳欣樺、李明月、李欣憶/李柏霆、李俞月鳳、李美玉、崔麗嬌、許月霞、謝宜靜； 41 無

名氏。 

 

103年 9月捐物芳名錄 

 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金會 NT$ 6,110   

 艾森堡時尚會館股份有限公司 NT$ 20,000 

 

 

 

 

 

 

 

 

 



103年 10月份捐款芳名錄  

 25,000范培芬； 10,862 ADI總會捐款； 10,000 方慶榮、王珠蘭、王素卿、呂忠達、

汪芳淦、廖育昇； 7,000 盧德中； 6,000 黃惠玲； 5,000 何婷婷、吳令治、李梅、達

聯企業有限公司； 4,000 邱孟暉； 3,600 王佳文； 3,200 黃淳豐； 3,000 三仁肉鬆店、

林志誠、林惠珍、韋昭平、黃姵蓉、楊淑稜、樺霖有限公司； 2,200 張梅君； 2,000 王

陳阿時、江建明、吳文宏、林育甲、林欣玫、林書煒、邱銘章、徐淑芬、陳祥銘、彭馭群、

曾慶原、黃麗慎、謝鳳琴； 1,900 楊鴻娟； 1,500 王儷雅、陳乃智/陳伊伶； 1,440 張

惠美； 1,200 于曉雯、陳淑芬、陸文楨、虞蕙琪、劉山根； 1,100 楊雅婷； 1,000 丁

麗玲、方美珠、方紫蓮、王正希、王向辰、王靜芬、包心婷、台中市私立戴爾英文短期補

習班、朱素玲、吳惠玲、吳慧娟、呂建榮、李筱萱、李麗英、沈瑪莉、邢明儀、周月娥、

周月燕、林王爽、林合元、林淑華、林雅雯、邱晏甯、孫光玓、孫鍾秀英/孫敏純、張治國、

張素珍、張崑璋、張淑鳳、張琇玲、張介山、張慕安、莊素玫、陳世宗、陳志忠、陳佩郁、

陳雅文、陳麗蓉、陳烱儀、嵇志勇、無名氏、程立序、黃得銓、黃欽盈、黃潔儀 、楊敕貝、

熊英、趙宏裕、劉競雄、潘玉女、蕭麗莎、賴俊榮、賴翠雯、賴德仁、謝斐帆、顏武俊、

羅文聰、羅玉卿； 900 王姍姍、王德錦、吳世豪、宋芸芸、林淑娥、張李愛、陳麗貞、戴

興亞、蘇正輝； 888 賴家琳； 800 周貞利； 665 余玟欣； 600 毛俊羽、王寶玉、余麗

娟、李貴蘭、杜冠穎、周桂枝、林淑貞、范文、徐鋒章、程善慈、廖雪女、劉俊明、劉娟

芳、鄭釵、韓琪秀； 500 成寄滄、朱育瑩、江秀麗、何銘錡、吳美英、李秀秀、李淑卿、

周文炳、林信孝、邱綉斐、洪立邦、洪瑞苓、唐瑋婷、張文玲、張廷瑜、張廷萱、張翊麒、

張智淵、張愛珠、曹玫媛、梁廷安、梁敏全、梅佳筠、許玉秀、連淑容、陳朱瑋、陳佳郁、

陳曼玲、陳雅惠、陳經文、陳瑩珍、陸宏宛、彭星順、曾蘭惠、馮靖廷、黃杏妃、楊蕙菁、

楊蘇淑貞、雷忠榮、廖季姍、劉富琪、劉蘇蘭英、蔡仁傑、蔡純嫻、鄭兆傑、鄭兆翔、鄭

有庭、鄭志偉、黎陽林、蕭美娜、鍾品玉、蘇億玲、饒以馨、徐佩莉； 400 陳雅琪； 350 

李錦華； 300 十方菩薩、王小姐、王美悧、王增慧、吳凱柔、宋元慈、李秋儀、李淑煖、

李瓊文、段仕龍、洪雅津、張宴惠、梁明茵、許澄子、葛震群、劉慧芳、顧忠本； 200 朱

芳嫻、林紹賢、林勝美、林寶玉、俞省良、康立曄、許佳雯、董慧萍、廖嘉慧、趙曉梅、

劉韋麟、蔡宜芳、盧中華、龍瀛珊、謝惠琴、闕啟文； 150 王緯丞、譚湘蕙； 100 于樹

芬、李明月、李欣憶/李柏霆、李俞月鳳、崔麗嬌、鄭禮民； 59 無名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