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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團體及個人捐款 

※各團體及個人捐款如下： 

1.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66,000 元 

2.勞動部公務人員協會 10,000 元 

3.彰化縣公務人員協會 10,000 元 

4.簡明勇教授 40,000 元 

5.嘉義市退休警察協會 10,000 元 

6.新北市退休警察人員協會 20,000 元 

7.新竹縣博愛國中 26 位老師 26,000 元 

8.台北市師大附小教師會18人19,500元 

9.中華民國復興崗校友會 50,000 元 

10.高雄市美濃區中壇國小 14 人 14,000

元 

11.新竹中正國小 29 人 31,000 元 

12.新竹縣博愛國小 28 人+博愛國中 1 人

31,600 元 

13.花蓮縣南區退休公務人員協會捐款

10,000元+36位個人74,000元，共84,000

元 

14.東安國中退休人員聯誼會 7,000 元 

15.新竹博愛國中 3 人 3,000 元 

16.中國民國各級公教退休人員總會捐

10,000 元 

17.雲林縣中山國小捐款，共 30,000 元 

18.新竹雙溪國小 17 人 17,000 元 

19.朱雅鈴等 8 人 8,000 元 

20.羅棋馨、陳佳隆及謝祥裕等 3 人 1,300

元 

21.基隆市退休校長聯誼會 22,000 元 

22.高雄市右昌國中退休協會 20,000 元 

 

※其他個人捐款： 

陳宇昂 22,000 元；鄭及宏 20,000 元；文

聖國小 19,000 元；蔡秀珠 12,000 元；江

永田、謝美容、蘇玉嬌、黃麗惠、陳孝聖、

田議中、黃永義、林怡君、游經順、賴啟

鈿、張哲豪、林佳燕、陳永清、陳永清、

林樹全、丁小路、黃綉基等各 10,000 元；

盧金德 9,000 元；黃料乾、游淑琴、唐玉

真等 6,000 元；彭聖芳 6,500 元；夏山嚴、

邱金淑、陳傳新、董林滿等各 6,000 元；

胡振嘉、吳松山、李老師、洪仲輝、宋錦

蓮、李東平、蔡淑玲、洪志明、周美玲、

張素足、高振順、謝麗華、吳典民、韋國

璋、陳志華、丘中興、黃惠亮、沈明輝、

侯淑妙、林惠美、郭瑞香、李慧華、楊華

娟、朱桂玉、蒲玉容、彭永貞、楊孝先、

楊宗慈、劉又榛、李健生、王玉琳、沈美

慧、鄭郁卿、張四維、歐陽秀珠、毛美惠、

無名氏、蔡進、丘中興、陳秀容、許鋒、

王立華、林怡君、王明娥、鄭碧方、蔡進

等各 5,000 元；葉蘭珍、葉立渝、陳木村、

何芸萱等各 4,000 元；徐銀霞 3,600 元；

陳文芳、黃秋菊、邱淑貞、洪錦煌、梁惠

玲、陳慧蓮、黃崑樹、王淑敏、陳靜秀、

陳珊珊、沈幸潔、蘇秀玉、張超翔、陳一

心、劉佳玟、董 XX、蔡玲玉、吳秀卿、鄭

郁卿、鄭郁蘭、黃玉梅、陳軍昇、余明月、

劉惠美、許賜財、黃文真、江采晴、馮世

明、李喜琴、彭俊鵬、王淑敏、程水秀、

張素足、陳珍明、蔡慶文、葉淑貞、張陸

和、朱秀梅、尹孝荃、李荔真、曾卓光、

王錦慧、王淑敏、湯大同、嘉師 73 級海

鷗班、陳宇昂、李延昌、洪仲輝等各 3,000

元；巫美珍、羅志魁等 2,015 元；陳明楨、

劉漢光、林乙姬、陳淑萍、劉慶珍、劉玉

玲、王文志、徐晉元、徐滿本、陳淑舫、

蔡月雲、賴世豪、蘇世榮、陳惠燕、李秀

照、李秀卿、顏奇琳、成靜盈、彭和妹、

劉岱昀、毛美惠、張益仁、周為堅、韓維

民、林玴慷、朱金興、施裕、張錦豐、洪

堯賀、許賜財、林宜如、陳美智、李金瓏、

沈筱芸、沈同順、沈同來、陳哲和、邱文

隆、鄭秀圓、陳麗安、沈月霞、單莉芳、

陳雅珍、李肇森、伍慧芬、邱惠芬、王淑

文、邱黃金龍、福源國小教師會、黎模霖、

郭淑芳及張志東、潘惠蘭、詹德、張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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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譪美、潘仁德、曾世昌、歐茂爵、蘇洵

明、陳淑君、黃啟修、楊白萍、謝梅珍、

劉城晃、石璋璞、徐春菊、曾士銘、林素

珍、何春敏、蘇文爐、林玉梅、周國珍、

邱顯瑞、陳建志、溫逸菁、賴良珠、盧瑞

紋、王總鎮、周釘泉、曾國譁、羅錦凱、

蔡彩兒、楊奕文、羅碧柔、魏曼怜、劉起

祥、徐晉元、陳文姿、廖淑惠、胡慧君、

柏佩蘭、詹明財、呂茂城、陳弘毅、楊麗

萍、王杏春、王金先、黃治平、陳崇欽、

林清山、梁秀珍、吳炳煌、曾武龍、張淑

兒、林明宗、蔡幼明、蔡瓊芳、陳美智、

吳惠英、翁偉平、杜華綠、廖碧霞、吳永

瑞、陳令華、陳慧蓮、張玉麗、鄭雪明、

陳明嬌、王椒花、周百順、林金成、許秀

吟、張碧麗、丁樹旺、陳琇玲、陳嫺霓、

邱惠芳、吳素貞、楊錦雀、吳秀卿、傅世

雅、沈明輝、廖淑華、廖惠玲、王伶俐、

羅浚瑀、陳玉玲、潘仁德、董群楷、陳武

東、宋春美、楊雉雄、吳修志、靳聖玲、

張仲樑、汪樹玲、朱圓妹、李嵩德、張道

榮、呂秀珍、呂滿滄、黃淑琴、林敬堯、

沈乃英、李碧玉、羅中悅、李國桓、施芬

芬、潘仁德、林五銀、侯清財、吳治如、

潘仁德、陳惠玲、黃秀香、劉玉玲、歐茂

爵、林冠民、葉華、葉涵臻等各 2,000 元；

劉學杰 1,600 元；陳美華、張如萍、林美

香、蔡其達、秀茹及燕月等各 1,500 元；

王淑敏、謝富春、金亞莉等各 1,200 元；

蕭鳯嬌 1,100 元；張永基、黃秀惠等各

1,015 元；鍾選勳、李瑞民、陳榮洋、蕭

攀仙、黃明亮、謝錦霞、廖郁惠、于建國、

陳淑貞、鄭文星、張敏窈、賴維哲、曾前

程、嚴蓉媛、李振群、張淑妃、周瑞蘭、

陳瑞芳、鄭春玉、王福花、梁榛庭、韓坤

峰、孫登在、郭謙明、黃麗錦、魏清德、

陳淑芬、張聖崇、王智立、盧清泉、徐滃

媛、李新華、楊金鎮、曹若虹、蔡秀梅、

李明倫、吳福相、溫蘭英、鄒勷文、張宸

綿、莊碧暇、梁艾琳、梁立人、周淳淳、

黃牡丹、蔡幸吟、陳哲良、李承霖、何芸

萱、劉麗珠、陳秀文、劉慶中、涂來丁、

劉敏珠、李芳雄、李月娥、彭利如、劉祿

德、鍾屏蘭、虞哲瑾、彭明鍊、羅翌禎、

陳景萍、劉秀燕、呂官臻、陳招治、潘淑

珠、蔡梅鈴、王秀萍、張碧如、周國芬、

許鈴惠、王瑞虹、林珣英、王秀真、陳國

麟、鄭美月、詹德存、郭憲璋、楊双真、

麥先中、蔡幼明、王宗桂、莊國堂、洪文

源、蔡梨花、黃秀梅、周瑞芝、李璧如、

何素真、吳美玉、歐陽瑩、莫文偉、宋亦

勝、楊麗珠、蔡瓊芳、江慶森、鍾水蘭、

陳文榮、曾浩祥、王路德、劉壽生、李國

鈺、蕭蓉蓉、陳淑美、蔡俊和、林雪芬、

李碧燕、戴順省、劉東妹、林秋滿、黃彩

金、李文達、李東峰、羅焜榮、王培忠、

張民明、李勇賈、蔡秀露、謝聰智、麥哲

明、李照景、劉虹影、陳坤泉、林智偉、

周聯珠、李碧玉、李照景及劉虹影、莊雅

慧、郭酈珍、陳志明、倪慧倩、方河明、

盧錫珠、陳宣丞、林惠如、趙淑琴、張啟

郎、許清盛、蔡采蓁、董德勝、陳珍民、

廖美霞、林淑珍、江瑞真、院虔慈、黃春

蔭、劉俞均、曾文良、黃玉美、許長佑、

周麗華、凌錦好、黃健雄、曹健、賴政忠、

胡慧玲、游淑君、張恭輔、陳麗美、黃敏

玲、郭麗嬌、費玉梅、王玉鳯、林坤祥、

張富清、陳文慧、吳玲嬌、溫家楹、陳美

雲、吳淑瑛、藍淑媛、鍾賢珍、劉守儂、

程寶蓮、陳進德、王介萍、李麗瓊、李相

榮、陳春笑、劉芙佐、張秋蘭、顏德卿、

李宗憲、鄭勝文、陳麗卿、吳秀英、童淑

美、施秀柱、李允昭、林嬌娥、柯熙煒、

林錫飲、胡傳榮、黃馨誼、王秀山、陳碧

卿、羅煥燃、梁桂鳯、魏瑟珍、麥貴蘭、

劉玉蓮、張棟、黃朱瑜、王明珠、蔡惠珠、

林秀津、林筠珍、陳憲明、李碧玉、丘安

辰、陳美玲、張堡燃、李尚恕、楊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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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瑜、彭筠雅、范寶珍、無名氏、劉奇融、

廖雪蘭、謝宏德、孔雄國、曾政勇、慶先

生、吳福相、蘇慈慧、莊明德、許淑貞、

李文彰、張愛卿、陳芙蓉、盧瑞紋、林明

珠、遲石娟、黃宗秀、蕭芳庭、李桂雲、

鄒清金、黎秀香、張竹清、張永龍、楊淑

華、吳振昇、李勇賢、溫愛玲、李毓馨、

宋秀麗、黃崇雄、簡德勳、張麗珍、彭小

鳯、葉日進、陳建臺、陳克允、璩若蕙、

周淑峰、柯清華、楊金鎮、李振群、呂淑

珍、徐瑞萍、賴秀琴、李念蓉、何梅英、

蘇月春、劉小燕、詹珮羚、許玲鈺、謝玉

美、徐瑞萍、李進霖、徐筱宇、袁湘蘭、

陳伶芳、蕭怡媛、林范傑、黃三化、楊開

蓉、陳換宗、郭碧珍、劉鳯官、林朝順、

賴三榮、鄭及宏、王愛祥、張滿圓、高賜

彬、周惠婷、張嘉真、張永茂、黃淑珠、

陳榮源、林美月、陳淑麗、賀志豪、汪如

洋、李明倫、吳志成、陳正達、黃牡丹、

董永福、廖建智、丁樹吉、洪香妹、洪照

坤、鄧維民、謝美容、陳國清、徐惠珍、

許長祐、邱孟祥台、黃金樑、林金春、賴

欽泉、翁進興、林文斌、賴瑞東、王寶清、

高淑美、翁漢明、張秀錦、方蘭花、楊素

蘭、徐美珍、謝器成、許君慧、黃蔡玉珠、

張秋芬、陳宜楓、陳慧如、黃桂玉、蔡招

森、蔡善言、蕭貴珍、張水金、蔡榮福、

蔡美蘭、劉秀枝、劉金葉、郭春貴、郭明

珠、李瑞光、張秀美、游仙珠、曾穗碧、

趙意如、陳春笑、無名氏、晉桂衣、邱創

俊、李光賓、曾財華、粘碧芳、簡翠霞、

陳碧珠、林恒敏、陳美麗、葉美蓮、趙湖

美、官惠卿、王怡文、陳臺玲、林慎青、

劉育才、李紹平、張杏月、李秀芬、周素

貞、湯文宗、江麗霜、邱瑞竑、游琇雲、

吳慶隆、王慧玲、王寶琴、鍾盛賜、蔡進

旺、李昀宸、李樹誠、李國鈺、萬迎新、

許長佑、謝美容、謝金青、許益誠、謝水

清、陳清柳、顏三儂、林錦樑、李美瑢、

黃淑苓、黃傳盛、林照美、黃富美、張兆

麗、管善萍、蔡金涼、謝惠美、吳美鳯、

黃心樹、鄭伯乾、董運華、葉桂英、張舒

婷、朱淑芬、莊玉霞、張嘉惠、王嘉伶、

陳瑞維、魏瑟珍、朱秀梅、黃孟竹、無名

氏、何淑文、吳黃有、劉振魁、周秋香、

何金鳯、魏艷霞、張淑真、許長佑等各

1,000 元；葉芙杏 800 元；曾淵煌 600 元；

尹冀華、曾燿堂、林瑋婷、陳國華、胡新

周、陳艷秋、魏正誠、無名氏、黃美茸、

曲世文、洪儷瑜、黎正興、周瑞宜、葉宗

陳、莊慶芳、朱凱明、戴美月等各 500 元；

陳惠敏、郭俊佑等各 300 元；李金珠 200

元；鄧國瑋 100 元。 

7.九三活動捐款： 

全國公務人員協會 200,000 元 

衛生福利部公務人員協會 5,000 元 

台北市立大學附小教師會 22,100 

林海明 20,000 元 

新竹市九三動員小組捐款 2,000 元 

8.上繳捐款 10％： 

高雄市教育產育產業工會 285,387 元 

全國公務人員協會 212,980 元 

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 72,310 元 

雲林縣公務人員協會 24,200 元 

臺灣退伍軍人保障協會 3,000 元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2,330 元 

台中市教育產業工會 7,750 元 

全國退休教師聯盟 11,000 元 

9.監督盟分區座談會各區捐款： 

南區-高雄 203,588 元 

北區-台北 98,600 元 

10.總統府年改會座談各區捐款： 

北區-台北 258,162 元 

南區-高雄 355,968 元 

東區-台東 176,479 元 

11.總統府年改會國事會議動員捐款： 

台北- 518,675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