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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捐款名錄 

(101年 1月至 101年 12月) 

個人愛心捐款名錄 

金額 企業名稱 金額 企業名稱 

500,000 唐組慈 

50,000 沈臨龍、吳誠中 

30,000 蘇淑芳 

20,000 劉嘉玲 

16,000 鐘順琴 

11,000 郭尤美、張曉鈴王、怡茹 

10,000 蔣麗兒、楊慈貞、楊木炎、 

黃耀發、陳興時、許連益、 

莊勝閩、徐若瑩、林槐泰、 

呂鄭珠、江玉枝、王滿足 

6,800 詹昭池 

6,600 藍健琅 

6,500 陳金蘭 

6,400 陳豐仁 

6,400 10/20-10/21心靈之旅講師

費回捐 

6,000 蔡青利、蔡妮妮、彭淑玲、 

陳傳宗、陳林綢、李季芸、 

余國榮、范明珠 

5500 張芬棻 

5,200 楊登元 

5,000 蘇素秋、蔡金霖、楊恩如、 

林澤生 

4,800 唐祖慈 

3,600 廖年增、葉秋林、許金梅 

3,440 黃麗月 

3,200 萬居仁、莊淑敏 

3,000 鐘新源、釋覺梵、許正創、 

張慧如、李麗珍、李文君 

2700 卓玉琴 

2,600 盧榮坤、柯金發、林富生、 

李火爐、吳耀州、白義聰 

2,400 葉大成、郭悟振、張白欣 

2,200 溫港中 

 
 

2,000 鄭有良、蔡俊彥、蔡秀女、 

蔡月娥、劉閩豫、劉惠真、 

劉春德、葉瑞慶、楊金源、 

會計師楊健源捐、黃志傑、 

黃河霖、黃共集、馮登泉、 

曾秉爵、陳柏林、陳金鳳、 

陳秀美、張盧貴美、             

張慧真、張鳳美、張瑞草、 

張師尹、張師尹、張師尹、 

張金獎、張秀枝、張光輝、 

翁林岫賢、紀旭昇、              

洪淑妙、柯武亮、邵鴛鴦、 

邱炳光、邱金雀、林嘉敦、 

林連富、林杏回、李麗梅、 

李瑞華、李明坤、李宜樺、 

吳進利、吳進利、吳偉萱、 

吳宗勳、江政謙、江吉慶、 

江玉堅、白慶成、左正麒、 

方麗卿 

1,800 何明中 

1,600 劉慧英、陳秀絨、張銘洋、 

何有明、白文貴、王琦嫻、 

王惠暢、秦建 

1,500 蔡蘭珍、蔡金蘭、陳光國、 

林美壯、田月慧 

1,200 張麗嬋、周品蓉 、白豐瑋、 

白丞凱、藍張瓊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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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愛心捐款名錄(續) 

金額 企業名稱 金額 企業名稱 

1,000 顏靜瑛、賴麗惠、賴惠苑 

鄭芯蜜、鄭术均、劉琳 

劉惠菁、劉玉嬌、楊振忠 

游定麗、陳慧女、陳雯馨、 

陳淑禛、陳淑珠、陳淑娟 

陳玫琦、陳明珠、郭芓玲 

張巧真、袁景綿、徐繼永 

徐雪玉、徐佳鈴、林銀 

林淑娟、林梅鳳、林素貞 

林晏慈、林昭吟、李麗美 

何素鑾、何美珍、江素娥 

朱貴貞 FREE 

997 陳廉金釵 

600 林玉鈴 

600 朱家甫、王金燕 

500 蘇美雪、劉秀珠、劉秀里 

趙月明、葉思妤、溫麗雲 

楊雅富、陳錦雯、陳盛彰 

梁政強、張李美熟 

徐許秀英、柯宇珊 

林彩雲、吳毓莉、吳坤仁 

古月娥、王淑美、王宗燕 

405 郭萬鎰、徐百媚 

400 陳寶彩 

370 開懷美西之行車資回捐 

303 李秀惠、楊寶蓮、 

林沛筠、王恩省 

200 賴麗惠、黃錦珠、 

張玉瑜、林三貴、周品鎔 

100 莊茱棉、張清雪、 

沈麗珍、李惠伶 

  
 

 

 

 

11,175 

 

 

無名氏 

5,000 無名氏零錢捐 

3,455 無名氏(辦公室) 

2,800 無名氏 

2,464 無名氏 

1,800 無名氏 

1,400 無名氏 

1,300 無名氏(辦公室零錢) 

1,217 無名氏捐款 

1,000 零錢捐--發票中獎 5-6月 

1,000 無名氏 

770 12/9-12/16單親園遊會捐

款箱 

600 無名氏 

434 無名氏 

400 零錢捐--發票中獎 3-4月 

400 零錢捐-重建回程餐費剩餘 

400 無名氏 

320 無名氏 

300 無名氏 

200 無名氏-統一發票中獎

9-10月 

200 無名氏-統一發票中獎 7-8

月 

170 零錢捐--園遊會杯子 

127 零錢捐--園遊會 

20 無名氏--歲末 

5 無名氏--零錢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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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愛心捐款名錄 

金額 企業名稱 金額 企業名稱 

110,000 徐若瑩 

100,000 朱麗珠 

30,000 李翠珠 

25,932 賈紫平 

22000 單親志工服務費 

20,000 侯淑英、陳惠美 

10,000 吳鳳珠、李美慧、林玉玲 

7,400 沈臨玲 

5500 林彩雲、許月卿、陳錦雯、 

黃麗月 

5,000 吳妍羚、吳毓莉 

4100 田月慧 

4,000 鄭一芳 

3,500 林素紅 

3,000 張瑞草、繆張桃 

2,500 郭英芬、黃德惠 

2340 呂楊英琴 

2234 林淑郁 

2,000 方陳鳳姿、林美珠、                

林淑姿、黃月英、楊燕華、 

蔡詠雪 

1,600 賈李樹芝 

1,500 白金霞、郭瑩青 

1,000 
蔡春葉、江麗美、張柯樹蘭 

800 陳麗真 

700 王淑英、陳寶彩 

600 王如鳳 

520 姚銀瑛 

 

 

 

 

 

   500 丁碧鶯、江佩霓、吳秀容、 

吳珍技、吳美儀、呂象敏、 

周嘉音、周錦鳳、孟憲瑜、 

林金枝、洪惠玲、 

張瑞王民、許月貴 

陳月嬌、陳金玉、陳雪幸、 

陳燕惠、陳鶯雪、黃素霞、 

黃麗瑩、趙美華、張芬棻、 

龍潔玉、簡秀端、魏麗雲 

400 蔡淑卿、錢束 

300 楊寶蓮 

200 林玉美、陳椿嬋、廖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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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捐款名錄 

園遊會捐款 

金額 捐款姓名 金額 捐款姓名 

30,000 子永實業   

10,000 愛烙達(股)公司   

5,000 昱盛印刷企業   

1,000 明和超音波   

50,000 邱玉招   

45,000 蔡雪枝   

15,000 江蓮鳳   

10,000 徐碧燕、林惠美   

12,000 楊錫標   

6,000 黃惠玉   

5,000 林豐彬、黃鳳儀、林玉枝 

楊文華 

  

   

3,000 章棖雅、蔡如日、陳秀鬆 

蘇麗華 

  

   

3,500 沈臨玲   

3,000 陳朝裕 

2,000 王淑英、劉黃秀珠、鄭乃綺 

陳金生  

1,100 張嬌娥 

1,000 馮雪萍、呂楊英琴 

楊瑞儀、詹李玉葉 

陳慧真 

 

 

600 蔡明衿 

650 陳佳緯、巫淑徵 

500 郭美琴、廖淑娟、王春松 

353 李妍蓉 

100 龍鳳珍、溫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