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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750 呂家嫻
700 柯典一

500
孟治國、東海國小 303 班親會、蔡怡庭、荒野新竹 20 期解說員、魏慧玲、
鄭明郎、陳炳楠、鄭雲謙、楊孟仁、王淳平、李甄珍、林玉貞、葉安茹、
南一團、陳君達、林盈秀、黃光照、張惠芳、陳昱臻、李麗鈴、
山陌製物、楊國楨

400 許銘坤、丁慕玉
300 李楊明月、李楊明月、詹雅雯、沈婉華、蔡佳勳
200 邱熙亭、馮先鳳、大地選物貿易有限公司
170 溫莉芳
100 新竹無名氏、陳先賀、王勝虎、黃志豪
81 陳淑慧
80 洪清祥
18 陳淑慧
10 劉月梅

2021 年11-12 月份徵信
整理 / 財務部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350000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台灣萊雅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財團法人中良九天教育基金會、天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台灣莎多利斯斯泰迪股份有限公司、昀湟不動產企業有限公司
24000 莊麗華
15000 張瓊娥、童瑞華、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12062 領袖營
12000 張萬慶、藍溫菱
10000 汪美玲、謝玉貞、戴興盛、公益信託小磨坊翔安基金、湯淑珍、陳世娟
9600 劉曉帆
8450 南二親子團
8000 孫一介、劉淑慧、卜心蓓、吳珮怡、陳玉君
7777 廖彩葳
6400 楊家萱、施秉均
6000 陳素幸、古淑玲、古淑玲、謝侑儒、吳維修、閻永珍
5000 台南解說組、陳水生

4800
林君蘭、蔡昇倫、古禮烘、周明煌、蕭明昇、黃慧瑜、許娟瑜、李昀真、
張宏葦、劉秋煌、李佳容、張鴻梅、Sophie Wu、陳思潔、陳思潔、
陳春蘭、葉瑀玲、蔡鴻生、蔡鴻生、林東慶、陳美惠、葉仲興

4050 笨道人工作室

4000
陳志揚、詹司蒂、謝玟蒨、黃閎泰、宋錕霖、林國樑、林國樑、卓如吟、
孫一介、康吉成、吳明益、謝昀珊、李美華、黃嘉瑩、江以仁、詹翠英、
林永傳

3840 翁瓊玥、劉家宏
3600 王瓊祥、王麗美、洪婉莉
3380 曾彥翔

3200

張訊竹、張訊竹、張訊竹、張靜珠、張靜珠、張靜珠、林君蘭、龔冰蕾、
鄭曉青、游永滄、張郁玟、游永滄、游永滄、孫裕福、江芊玥、孫裕福 、
張郁玟、張訊竹、張靜珠、陳梅芳、陳淑慧、陳淑慧、陳梅芳、胡信灵、
陳淑慧、胡信灵、張弘城、黃琬雯、楊麗彬、黃婷郁、徐瓊紗、吳維修、
羅經國、謝佩娟、傅貞菁、詹立筠

3100 葉秀屏
3000 彭永興、黃筱婷、藍溫菱、蔡昇倫、鄧如涵
2880 周明煌
2556 陳怡辰
2500 戴美淑

2400

劉玉梅、熊立德、劉亞汶、陳淑華、陳昭鴻、謝燕珠、賴素燕、林銘慧、
鄭世儼、徐瓊紗、賴金嵋、袁慧芬、王鼎球、張恩芬、連美香、陳志輝、
歐孟茹、唐丁水、林孟湘、詹翠英、金小梅、鄭淑萍、高廉凱、洪淑雅、
陳世娟、洪振凱、王曉慧、林雍善、吳巧雯、賴翠林、陳淑華、林文豐、
高英哲、林雍善、唐丁水、洪淑雅、許家偉

2343 親子團南區總團

2000
施佩君、謝文萍、蔡心娟、楊家明、陳亭妤、林佳樺、馬麒棠、曹碧華、
程秋蓉、李冠慧、郭于甄、謝禎穎、蔡惠玉、蔡木隆、暄本有限公司、
夏曉芸、李啟生、林永傳、王鼎球、蘇毓敏、吳惠容、楊慧慎、陳佳文

1920 鄭宏毅
1855 廟口田友善農作 110 年 11 月收入

1600 張展源、王梵、蘇雯祺、唐丁水、楊家萱、許天麟、余躍鏱、余躍鏱、
林明宏、黃琬雯、徐瓊紗、吳維修、解邦華、鄧娜娜

1500 LUCY 平安健康
1400 柯典一
1333 蕭惠文
1320 胡哲彬
1319 董仁宏
1200 沈筱軒、王海亭

1000

張施佩玉、徐天任、劉建隆、鄭綉菊、孫嘉妤、何效聰、謝祥彥、林艾萱、
林慧君、彭巧穎、王艾瑄、簡士員、李奕廷、石婉筠、蔡依澄、呂青蓓、
廖詩旻、許椀晴、李思賢、林裕翔、陳玉君、陳宜芬、吳秉南、黃裕舜、
林威廷、陳怡嘉、車微純、張欣怡、陳炳彣、林彥伶、林岫沆、郭婉蘋、
王慧敏、陳海倫、蔡安淳、彭育妃、陳麗玲、劉尹淳、許育綸、張榮順、
呂振隆、梁方琦、李如惠、侯偉哲、陳怡潔、黃雅玲、范國俊、陳怡潔、
張桂馨、柯曉菁、林婷鴻、黃湘菱、蔡文秋、黃雅玲、陳舒吟、侯偉哲、
謝秀雯、陳櫻容、蔣紫微、柯一正、陳郁婷 小姐、永春高中、蔡幸君、
余正賢、翁嘉琳

 11 月 單筆捐款

定期定額捐款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25000 賈堅一
20500 林玲如
6000 陳澄
4000 蕭代基
2400 鄭金快

2000 方國運、何秋妹、林淑雯、張寶婷、梁俊益、黃芝葦、劉建隆、游瑞欽、
陳若曦

1600 林麒暉
1500 鄭弘杰、徐嘉成、張智堡、謝文蘭、粘木桂、張智堡

1200 林美華、陳姿吟、羅千益、楊宜青、林金宏、溫英棋、李睦方、林建任、
程仲銘、譚諤、蔡洪瑩、姜立華

1000
賴素燕、金小梅、洪正昌、賴榮孝、江明修、楊家齊、蘇西岳、聞國軒、
葉國樑、柯一正、吳敦燿、李怡芳、石曉華、顏舜隆、鄭景中、林黃純、
林天助、林登右、林彥辰、周子琪、洪國席、卓慧菀、張淳翔、林彥廷

900 陸青梅
800 劉佳甄

600
陳碧瑤、卓慧菀、林庭宇、林榮茂、葉運祺、李孟潔、林馨玫、游馥瑜、
曹文豐、陳麗如、江芝迎、林錫傑、魏文慶、陳怡妃、姜永浚、吳沂蓁、
陳彥熹、林正忠、李湘婷、江世芬、林怡君、黃春香、唐安侖、郭美雲、
吳依庭、曾瀚儀、李慧慧、曾素華

520 蔡宜臻

500
賴芳玉、丁玲玲、郭純陽、陳秀榕、許明滿、楊岳校、郭憶梅、楊富傑、
李桂芳、何悅萍、楊秀敏、江彩秋、鄭宇欽、翁南裕、曾國賓、吳俞萱、
曾愛媜、許誌剛、許烜彰、簡鳳儀、陳儒佑、莊永和、陳家慶、曾子熙、
曾品熙、曾冠皓、開巨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400 賴德云

300

王思佳、陳瑠芳、何艷蘋、吳月鳳、張銘芬、陳怡如、林素蓮、范淑琳、
林依嬋、鍾勝文、汪惠玲、蔡欣穎、林文靜、俞金梅、傅立衡、黃秉森、
謝凱戎、羅銀峰、羅英玲、嚴虎台、蘇文岳、蘇瓊華、章君萍、宋祉宣、
吳明蕙、孫翌翔、王臆鈴、戴志青、王禎彤、謝玟蒨、陳沛杉、謝依純、
葉宜欣、曾凱平、黃子寧、古淑玲、游慈雲、徐鈺芬、林郁青、吳進安、
陳秀玲、戴珮芳、張語瑄、吳佳玲、江筱釩、施孟宜、蔣家豪、陳昇衛、
陳宜珊、陳春蘭、陳學驊、郭惠華、唐菁菁、李亦璘、戴政賢、
Yukimasa 幸將手作坊、黃冠茹、陳瑩蓁、呂玟惠、李楊明月、汪惠玲、
張恩宇、陳和檍、林昭吟

210 李岳穎

200 劉子瑄、王英驊、王紀統、陳美靜、林奕彣、何彩華、趙李阿素、
陳欣翎、林淑娟、蕭瑞敏、廖志彬

100 林佳臻、李季持、林佳蓉、莊久慧、陳啟章、李寀甄、陳宗寬、李宜靜
30 盧奕禎

※ 此徵信為捐款者同意刊登於快報，不等同於捐款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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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ON 名單捐款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2,000 邱怡菁
1,500 陳佳惠
1,000 許文銘、黃成勇、陳彥宇、葉佩蓮、賴柔安、黃美菁、張筠婷、郭如玶
600 曹喬維

500
陳亭吟、黃彥斌、無、李明治、賴屹慧、曾美珠、林昀震、洪菁稚、
Markeray、趙孟心、陳玉燕、陳耿弘、李翠蓉、銳淞有限公司、何建德、
何建德

300 林孝誠
200 黃湘淳、張秀玉、賴皇如、潘芸禕、鄒復興

100 游、邱偃如、許嘉翔、佑聯醫療器材有限公司、陳頡恩、陳姿廷、謝佩芸、
林佩儒、來自媽媽的油飯、黃照進、應維

Open Point 線上捐款

 12 月 單筆捐款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10000 林柏伸
5000 蔣崑呈、趙紘葳
4000 陳絜甯
3250 中磊電子
2000 鄧聖曄、潘彥彬、chen、彭亮亮、張麟傑
1800 昕鑫有限公司
1500 楊秀君、許芸溱、林晏佑
1250 郭宥麟
1200 王于方

1000
李小姐、袁勝緯、凃杰宏、周陳秀玉、鄭守仁、秦孝杰、羅瑞穀、林湘芸、
江湘鈴、林益興、張紹楨 郭芳妙、劉宜群、許愷林、蕭景文、邱奕文、
馮淑怡、蔡家玥、承曜育樂有限公司、
邱名進、王博玄、amy、lucy

900 陳峻源
800 阮先生 / 小姐、余明翰、張正昀
700 鄭才賦
650 張鴻達
600 leechiachi、佳誠、張佳璇、張鳳嬌、陳子語、徐國智

500
陳芮萍、黃熹炫、吳洪岳、黃俊哲、造物主、han、高孟慈、Brian、趙紅、
張郁苓、顏靖霙、劉耘辰、楊橙希、郭怡君、陳龍宏、陳家怡、羅媛蔚、
嚴立晏、黃聖偉、楊雅如、陳小姐、林依璇、黃鈺婷、高膺爵、覃郁甄、
吳鼎超、林惠琦、張昌、李佳珉、蔡佳足、潘保源、陳以璇、詹仁智

400 amy、陳峻源、王巍華
350 林祺達
347 林冠宏

300
sally、yuju、lily、陳旻賢、陳彥達、毛黃素琴、郭雅筑、陳偉彥、林富源、
張佳璇、羅悠菁、vanessa、彭憶芬、邱媚荷、lily、匿名、陳立盈、
許寶心、黃翊綺、謝鴻文、吳渃馨、王沛瑄、李庭萱、林哲宇

250 施成章、戴宇恆、田秀樺、王寶輝、黃順煌、 彭鐘民

200

葉中庸、chen、張鳳嬌、葉采螢、功德迴向給眾佛牌們、葉妤婷、
吳佩瑩、張月霞、劉語鎵、王素蓮、洪翠凰、劉紫綺、黃靖甯、賴千恩、
恩德淨水、林書銘、李庭源、周鳳珠、陳俊宇、溫、詹登傑、賴建翔、
林依璇、王懿軒、郭世弘、鄭玉涓、私立弘盛文理英語短期補習班、
江玉麒、甘茗萱、三琦商行

165 廖采瑩
125 柯品安

100

宋永健、宋妍緗、陳燦銘、許煥偉、正覺精舍、li siting、張世英、林詩珊、
謝沂恩、彭俊逸、周靖宜、謝欣惠、張嘉文、王舒柏、許煥偉、林鈺潔、
張世英、吳一君、滿志隆、王瓊雅、曾品嘉、池欣玲、王舒柏、吳沛珊、
王舒柏、史晉瑜、洪裕展、chien、林意、釋如開、劉濰溱、
功德迴向給眾佛牌們、李家豪、吳佩瑩、何陞陽、張家鴻、賴素珠、
潘治修、林榆晴、周宛霓、張世英、江芳婷、洪銅鐘、許褚、蔡正薇、
呂庭伊、黃澤鍠、沈海玲、郭錦雀、呂怡蓁、林佳正、陳國碩、李芸曦、
游閔盛、陳少龍、劉令傑、歐芷均、james、邱念慈、劉千禔、古彥承、
林佩佳、王王一名、li siting、黃秋南、李雅純、陳琬晴

100

小寶、王昱翔、史晉瑜、江芳婷、何巧雯、何宇涵、何溢豐、吳佩瑩、
吳佳倫、林宙褌、林美靜、林首君、林筱茜、林穎靖、徐翌琇、羅瑩淑、
賴藝薇、蔡卿男、劉宜軒、滿志隆、廖冠錦、楊政倫、陳燦銘、陳麗琴、
陳政翰、許褚、郭思婷、淨空之友社、莊少奇、張楷義、王木傳、吳兆軒、
林佳正、林易賢、邱佩瑜、陳怡慈、喫茶小舖、黃秋南、葉宸豪、蔡日昌、
鄭雅彬、鄭慶安、藍玉萍、changyuching、wei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884000 財團法人緯創人文基金會
700000 星展 ( 台灣 )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財團法人聚陽人文發展教育基金會
100000 全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汎可有限公司、吳惠容、原相科技 ( 股 ) 公司
66623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蒙特松利幼兒園

50000 台灣信越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宏正自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瑞鄉、
徐坤賜、張鍚鑫、瑞瑞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童瑞華
39500 柯茂全
33885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學生會
24000 貝斯特影像製作有限公司、張訊竹
22900 Sophie Wu
20800 李文仁
20000 李霈婷、林明村、南鹿三基
19200 陳麗玉、賴素櫻
19000 彭文玲
17600 卜心蓓
17280 項春蘭
16000 許家偉
15200 劉慧萍
15000 蘇正隆
13968 張榮哲
12800 孫一介、顏嘉慧
12495 北五奔鹿團
12160 許天麟
12000 吳百舜、林懿華、張瓊娥、黃冠慈
10073 中鋒七基

10000
公益信託小磨坊翔安基金、宇峻奧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中慧、
施芬如、洪啓源、財團法人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張子文、陳世娟、
湯淑珍、黃月英

9600 王櫻儒、陳淑華
9132 親子團南區總團
9000 柯靜君、許素華
8520 姚綺娟
8400 劉淑慧
8000 陳玉君、陳映伶、賴翠林
7200 李宜洵、劉權霈、賴玫嬉、蘇汶亭
6800 張永勳、陳雍慧
6500 植葉莎手 2022 植友明信片義賣

6400 吳明珍、吳雅雯、李金玉、李霞、林頡翔、林麗雪、城士淳、畢淑華、
莊筱萍、陳玟蓉、陳梅芳、曾琇敏、童詩融、黃內瑛、鄒盈薰、謝貞莉

6080 林子涵
6000 王怡蘋、李美華、南一團、黃琬雯
5200 簡豐忠
5000 毛議緯、吉祥茶行、吳昭儀、郭卉怡

4800 吳仁邦、呂珮菁、李勳燦、邱博筠、康吉成、郭家成、郭鴻益、劉秋煌、
羅玉芳

4400 白欣平

4000 吳珮怡、李冠慧、李秋梅、李繼來、周四對話班、周睿緹、林永傳、
段巧佳、陳志揚、詹翠英、蔡欣霖

3600 黃嘉瑩
3200 吳惠芬、林美玲、張淑利、陳慧玲、黃淑貞、楊宏洲、藍培菁、羅英玲
2800 竹二團
2629 王奕立
2400 王鼎球、吳函蓁、陳俊丞、劉麗文

2000
元生國小家長會、古佳惠、李佩璇、李玲珠、李婉祺、李嘉鳳、林真慎、
柯典一、唐蕙妏、翁嘉政、張美容、梁晏綾、許怡柔、陳弘儒、陳有鵬、
黃驤、楊惠梓、廖惠慶、劉月梅、劉容慈、劉興忠、蔡美雀、盧美諺、
戴臆珊

1600 古進欽、江佳珍、李亮欣、郭峰雄、黃文珍、謝建興
1536 周曉君、林佩瑛、曾安吟、劉碧華、賴麗舟、余宛庭

1500 伍紀鴛鴦、江美慧、何孟春、李玉玲、李淑娟、曾輝瓏、
財團法人微遠文化藝術基金會、張玉龍、陳遵淵

1333 吳佳燕、康如香
1300 鄧智光
1280 賴貞蒨
1200 林筱汶
1050 第八期溫暖手作木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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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定額捐款

楊振銘先生
請與財務部謝小姐聯絡（02-2307-1568 #19）
龍斌先生
請與管理部歐小姐聯絡 (02-2307-1568#13)，
聯繫紙本快報訂閱寄件事宜。

※ 此徵信為捐款者同意刊登於快報，不等同於捐款紀錄。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2000 李其穎、李咨道
1200 黃呈安
1000 黃筱琦、陳盈儒、蔡承璋、吳欣澤、彭柏堯、郭如玶
888 林渟恩
700 林辰宇
600 吳耀廷、廖怡捷

500
黃詩婷、黃金鰩、李曜堃、詹予箬、蔡承璋、陳姵妤、楊雅恬、林秋伶、
蔡佩潔、許欽凱、高雅紜、洪語蔚、白世勛、葉子馨、高孟慈、高懿照、
沈惠雯、葉貴蘭、彭馨蕾、朱雅璘、李慈宏、林玟秀、吳若瑄、王慈慧、
陳澤槿、蕭依芸、翟立愛、郭韋志、洪菁稚

400 林欣筠
300 劉耀文
200 鄒復興、黃惠如、黃湘淳

100
Hsieh Logo、許良瑋、黃鳳葳、劉柏宏、吳幸純、劉柏宏、王泳茜、
莊士賢、朴玉原、曾清璟、李長紘、盧苹源、來自媽媽的油飯、黃照進、
游先生 / 小姐

Open Point 線上捐款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6000 陳澄
4000 蕭代基
2400 鄭金快
2000 方國運、林淑雯、張寶婷、梁俊益、黃芝葦、劉建隆、陳若曦
1600 林麒暉
1500 鄭弘杰、張智堡、謝文蘭、粘木桂、張智堡

1200 林美華、陳姿吟、羅千益、楊宜青、林金宏、溫英棋、李睦方、林建任、
程仲銘、譚諤、蔡洪瑩、姜立華

1000
賴素燕、金小梅、洪正昌、賴榮孝、江明修、楊家齊、蘇西岳、聞國軒、
葉國樑、柯一正、吳敦燿、李怡芳、石曉華、顏舜隆、鄭景中、林黃純、
林天助、林登右、林彥辰、周子琪、洪國席、卓慧菀、張淳翔、林彥廷、
洪嘉榮、陳雪梨

900 陸青梅
800 劉佳甄

600
陳碧瑤、卓慧菀、林庭宇、林榮茂、葉運祺、游馥瑜、曹文豐、陳麗如、
江芝迎、林錫傑、魏文慶、陳怡妃、姜永浚、吳沂蓁、陳彥熹、林正忠、
李湘婷、江世芬、林怡君、黃春香、唐安侖、郭美雲、吳依庭、曾瀚儀、
李慧慧、曾素華

500
賴芳玉、丁玲玲、郭純陽、陳秀榕、許明滿、楊岳校、郭憶梅、楊富傑、
李桂芳、何悅萍、楊秀敏、張子文、江彩秋、鄭宇欽、翁南裕、曾國賓、
劉姵汝、楊光華、許誌剛、簡鳳儀、陳儒佑、莊永和、陳家慶、曾子熙、
曾品熙、曾冠皓、開巨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400 賴德云

300

王思佳、陳瑠芳、何艷蘋、吳月鳳、張銘芬、陳怡如、林素蓮、范淑琳、
林依嬋、鍾勝文、汪惠玲、蔡欣穎、林文靜、俞金梅、傅立衡、黃秉森、
謝凱戎、羅銀峰、羅英玲、嚴虎台、蘇文岳、蘇瓊華、章君萍、宋祉宣、
吳明蕙、孫翌翔、王臆鈴、戴志青、王禎彤、黃光照、謝玟蒨、陳沛杉、
謝依純、葉宜欣、曾凱平、曾意婷、黃子寧、游慈雲、徐鈺芬、林郁青、
吳進安、陳盈朱、陳秀玲、戴珮芳、張語瑄、吳佳玲、江筱釩、施孟宜、
蔣家豪、陳昇衛、陳宜珊、陳春蘭、陳學驊、郭惠華、唐菁菁、李亦璘、
戴政賢、Yukimasa 幸將手作坊、黃冠茹、陳瑩蓁、呂玟惠、汪惠玲、
張恩宇、陳和檍、林昭吟

210 李岳穎

200 劉子瑄、王英驊、王紀統、陳美靜、林奕彣、何彩華、趙李阿素、
陳欣翎、林淑娟、蕭瑞敏、廖志彬

150 何庭瑄
100 林佳臻、李季持、林佳蓉、莊久慧、陳啟章、李寀甄、陳宗寬、李宜靜
30 盧奕禎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4000 林恩華
3000 chen、陳毛真蘭、唐閔賢、古家濬
2000 歐晉祺、許美華、張、温又慧、莊惟硯、蘇昱蓁、雨精靈
1500 朱忠彥、劉蕙甄
1400 吳先生 / 小姐
1300 wen
1200 吳好

1000
李汝鵬、莫先生 / 小姐、蘇筱懿、高敏峰鍾宛臻、hui、胡珮馨、翁薪蕎、
平安、徐庭瑤、莫宏逸、陳昱瑋、陳建榕、葉碧倩、李杰、歐育誠、邱
名進、蔡靜宜、林晏、陳怡瑄、林楷淵、姚欣瑜

600 林東坤、鄧亦婷、陳致亘

500
楊芷晴、許嘉文、楊橙希、袁勝緯、楊昀翰、蔡宜叡、林雅芬、施睿騰、
孫啟倫、彭先生 / 小姐、邱義澧、黃鑰升、周玲槥、陳文蕙、陳妍妮、
宋秋函、黃毅詮、張曉瑄、張宏紹、許銘宸、Purple、陳雅暐、陳妍婕、
林庭逸

700 鄭才賦
650 張鴻達
600 leechiachi、佳誠、張佳璇、張鳳嬌、陳子語、徐國智

500
陳芮萍、黃熹炫、吳洪岳、黃俊哲、造物主、han、高孟慈、Brian、趙紅、
張郁苓、顏靖霙、劉耘辰、楊橙希、郭怡君、陳龍宏、陳家怡、羅媛蔚、
嚴立晏、黃聖偉、楊雅如、陳小姐、林依璇、黃鈺婷、高膺爵、覃郁甄、
吳鼎超、林惠琦、張昌、李佳珉、蔡佳足、潘保源、陳以璇、詹仁智

400 盧慧玲、張鳳嬌、吳美潔、盧祐妡

300
nil、李來、黃敏芝、林冠華、歐禹嵩、vanessa、林哲宇、陳謂明、
許聰賢、曾維揚、鄭善乙、許聰賢、馬瑩潔、許寶心、呂亭嬑、陳侑新、
柯裕珅、羅唯芯、方妤婷、李維紘、鄭偲呈、呂珍伶、施則亦、郭乃文、
程淑惠

250 田秀樺、藍詩、戴宇恆、趙韻嵐、陳小姐、柯如娟
230 郭逸軒
223 陳宏維

200

葉中庸、沈偵守、商詠國際有限公司、tingyan、許睿芹、john、陳雪婷、
黃宏軒、vanessa、後港昭德宮、涂芷毓、唐郁翔、九華山大興善寺、
張佳璇、小奧、李芯瑜、莊宗翰、albert、吳彥昕、黃楷哲、王顥淳、
徐淯寰、陳文蕙、功德迴向給眾佛牌們、劉語鎵、小梨窩、張先生 / 小姐、
温永權、孫薇澄、鄭如珊、熊健華、林齊如、陳應騏、吳若綺、吳鴻模
吳峻宇姿、邱暐倫、黃城澤、鄭任霖、蔡侑澂、陳郁婷、蘇珩、魏婉樺、
藍玉萍、劉昌甫、林浩群許芸綺、王詩媛、朱美恩

170 wang i heng
150 陳沛汝
120 吳峻哲

100

wu、葉喬萱、陳郁婷、張、楊芷綾 . 蔣庚寰、韋佾賢、彭證霖、呂庭伊、
li siting、功德迴向給眾佛牌們、邱寶萱、曾先生 / 小姐、王舒柏、林美
靜、鄔佩潔、tai、陳于新、王舒柏、ziv、王舒柏、張瑩珊、陳宥宏、
林美靜、陳俊君、蔡秀梅、林美靜、劉慧芸、史晉瑜、林雅喬、張愷宸、
朱勁安、林佩如、尤美淑、宋甄櫻、呂庭伊、劉庭年、吳冠宇、張嘉文、
楊秀莉、潘治修、洪裕展、林美靜、黃翊涵、陳浤俊、張玲玲、北岸企業、
HAO、鍾宇志、葉玉婷、林佳正、孫郁姍、方秀貞、巫唐馨、蔡青容、
林易賢、林易賢、許凱強、黃于茹、江米棋、陳月娥、洪婉瑜、黃秋南

IBON 名單捐款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1000

P.N. 兒童創業公益競賽團隊、台中市大勇國小 609、江慧娟、江薰正、
吳筱玲、呂偉寧、李幸佳、李劉桂香、李德章、周文彬、周妙虹、林弘國、
林沛練、林佩勳、林怡兌、林高彬、林達益、邱淑真、海廢咖啡工作室、
高鏡評、許芳瑾、陳佑瑄、陳育純、陳昱臻、陳素真、陳基田、陳湘羽、
陳逸芸、曾喬毓、温俊強、游逸騁、童馨玉、黃竣豊、新竹護蛙小組、
葉誼珊、蔡秉翔、賴秀雯、謝玉貞、謝秀雯、鍾啟堯

768 邱秀珠、黃秋華、黃雅慧
700 李峻丞
630 范淑媛
600 林瓊秀、洪旻汝、張春梅、謝沅佑
550 蔡林仁

500
台南分會、江筱鈞、何素芬、李淨榆、李麗鈴、東海國小 504 班親會、
林杰煇、林芳瑋、林美慧、林群新、徐怡雲、徐俊曜、徐梓修、梁志豪、
許郁楨、許淑華、連美香、郭蕙瑛、陳宏進、曾淑芳、楊國楨、楊清舜、
鄔建國、廖巧筠、蔡旻宜、蔡昇諺、羅慧娟

300 沈婉華、陳科榮、趙玫禎
250 陳鈺斛、游素菱
226 台南親子團
200 王勝虎、陳育甯 & 趙津瑞、陳翠雯、歐福忠、鄭名君
100 洪瑞贏、黃志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