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萬元以上
吳仁輔夫婦 徐晉康/劉松貞 潘榮煌/張婉薰 林猶能夫婦 楊正昭/楊榮華 陳茂男/林美滿 ROYAL BANK
謝嘉修/吳美曄
HONGKONG BANK

二萬五千元以上
洪茂榮/李涵笑 范玄真/趙翠慧 徐秀廷/蔡阿惜 王正輝/廖雪瓊 光華銀行 行政院僑委會 邱宏隆/邱孟瓔
王朝慶/鄭彩蓮    

一萬元以上
吳宣勳/陳淑子 廖治德夫婦 梁德煌/周白雪 林金虎/連慧麗 李贊星/陳美卿 VANCITY 陳秋榮/方秀玉
徐梅子 潘立中/張理瑲 黃重志/彭雪姬 天莉行 吳謙一/謝愛玉 C.I.B.C. 黃志成/郭順蓮
高寬容/潘惠芳 楊淑美 王火水/李純蓮 施興國/廖純如 官大榮/黃順美 杜育群/葉梅花 陳宏正/蘇惠琴
莊瑞榮/林盈秀 朱榮隆/王月英 張政雄/張麗平 陳俊傑/蔡秀珠 賴宗信/王富美 黃疆銓/葉明珠 李銘煌夫婦
曾春榮/吳玉研 楊志宗/鄭毓仁 何國慶/郭淑緣 林銘璋/洪秀梅 張東麓/羅麗珍 李志文/郭令芳 楊正昭/王愛真   
林宗仁/郭美珠 柯江忠/陳月美

五千元以上
張邦良/梁壽美 CANADA TRUST 潘俊杓 郭秀廷 陳朝夫夫婦 顏卓也/林桂美 英皇學院
林文贊/方珠娥 龍威旅行社 卓峰隆/張麗姿 王海萍 林士芸/彭緩江 張瑞森/梁麗玉 全盛行
陳枝傳/曾綠 簡文豐/汪官玖 羅朝峰/苗福琳 陳吉慶/方雪惠 林文範 周正剛/翁麗娟 林聖哲/許慧娟
曾錦城/陳靜儀 許建立/彭碧瑜 吳世光/張紀齡 邱武力/廖錦綢 洪慶豐/游秀美 蔡奇蘭夫婦 蘇義華/邱金蕉
洪井 大統華超市 十二籃維他命營養食品 白鷺鷥合唱團 涂明達/江妙蟾 涂鐵雄/張芳育
吳悅 陳嘉誠/李金萍 侯武彰/洪素惠 林宗隆/王純茹 羅庭瑄/陳端華

一千元以上
莊傑華 曾炳琴 黃伯超 林振益 賴衡宗 陳楊子瑩 蕭焱中
張文山 吳澄第 黃卓生/黃林香蓮 林忠和 朱許育華/朱僑光 魏總潣 洪瑞蓮
張徐巧妹 沈榮錄 麥峰誠 林福財 何為斌 徐明德 洪國晉
沈斯淳 黃金益 許慧珠 林琦敏 歐美加俬公司 劉王阿梅 洪燊琳
許澤本 張陳惜 王陳龍角 林珊依 林定宇 王錡棉 洪雍智
許自養 陳永興 林益弘 張鴻 何立武 鄭戴發 董倫福
陳松齡 侯福基 林瑞麟 陳仕哲 詹楊春霞 尤徹次 蔡澄洲
王進財 黃炆煌 王美嬌 張裕進 劉崇雄 魏榮章 陳勝宗
簡金隆 陳捷雄 林鴻森 吳宗亮/張鴛鴦 富邦旅遊 吳熔瑜 黃哲銘
吳明彰 林鳳琴 楊瑞典 李蕙真 賴白麗雲 石頭茶棧 柯澤華
李貞賢 陳俊銘 楊村政 梁廖美珍 賴浩平 加灣旅行社 廖新武
陳德洋 林永清 李劉美琪 廖信洲 萬文翰 王錦墩 陳東奇
莊寶猜 劉碧華 廖樹籃/陳秀蓮 梁克昌 趙蔚新 蘇東岳 張清雲
莊寶鳳 李中秋 周添貴 廖年斌 吳永華 林李美貞 王財木
林魁華 張資生 官高田 廖純真 李繡玉 黃水定 劉邦男
李雄慶 許國忠 范政雄 林忠宏/廖純美 洪正發/洪柏霖 張惠美 盧月鉛
陳永芳 鐘政圭 林秀美 黃純瑩 蕭欽榮 許晏睿 李秀妙
徐光中 蔡鄭端端 顏甫洲 蘇睿德 洪正欽/洪子健 張明永/翁維霙 丁育祺
莊聯昇 楊順和 施華維 莊正信 邱建陽 劉淑英 廖政耀
溫國煒 林美玲 施華澤 江欽池 高明雄 劉昭賢 何蔡碧悅
康榮發 王義宗 沈詩華 沈洲銘 許振興 許其欣 李欣
張春月 王玉龍 歐勝麟 劉振山 陳坤池 李寬輝 楊維斯
陳英博 陳志愷 黃玉編 孔凡均 王家盛 林仁森 簡美麗
黃俊堯 陳明義 呂健豪 李錫佳 許弘德 鍾寶珠 黃溫香
張炯輝 莊宏信 黃翔原 廖嘉楨 曾慶銓 陳彬燦 施阿恁
謝忠相 黃仁炫 陳澤昭 朱志仁 尹婉娜 游美淑 林志繼
蔡志宏 張平岡 黃秋萬/許淑貞 賴政匯 朱素霞 郭清隆 吳松鋒
張孟卿 張中昊 張福源 陳清樂 洪麗玲 劉秀 鄭靜香
郭立初 張凌青 陳蘇怡璇 華商婦女會 陳忠陽 湯見春 許福龍
蘇育德 王桂榮 吳聿琪 陳威震 許正隆 陳鄭添瑞 姚書新
蔡瑞瓊 王賽美 羅斯福音響 彭建銘 李正義 賴復霄 郭敏能
曾炳榮 洪冬桂 帝國人壽 李清民 張良崑 羅時成 祝孝卿
賴德修 台興炭酸(股) 劉坤益/黃淑蓮 張春蓮 楊忠政 許建忠 李當成
李松源/鄭美蕊 宋善青 蔡忠達/曾菱香 阮允文 黃宏良 許昱雯 蔣炳圭
劉張廷蘭 謝壽夫 蔡翼飛 林文鴻 汪官玲 許昱仁 王國忠

台灣文化中心捐款芳名錄 



鄭煥彰 陳守毅/林淑玲 葉茂雄/賴淑雲 盧永豐 蕭氏 賴正宗 柯秀英
李忠堅 張榮次 李哲男 張亦凱 陳榮達 李耀星/吳淑如 葉美麗
陳茂根 顏麗紅 陳彩雲/陳泰吉/陳泰華 吳吉源 吳吉源/黃錦銹 鐘延操 郭淑珊
江名璋 謝增祥 詹明德 賴建章 鐘鴻貴 林東淵 何瓊璣
曾碧里 許盧月雲 黃樹國 陳明村 周明宗 王源福 黃同德
黃輝明 黃燈樹 莊榮坤 林啟宙 王彥文 張偉文 陳冠宏
葉秉權 李光憙 林昕瞱 汪昭昭 蘇育平 王彥藻 蘇賜發
蔡貽文 葉莉君/葉姿君 張晉銘 蔡炎焜 蘇育群 蔡得益 張又升
劉朝銘 余皆載 陳能雲 曹子慶 陳偉璋 陳淳正 張　中
邱世昌 阮崑池 張鴻 鄭江祥 陳銘德 楊明仁 李江渭
陳明義 林鴻森 沈于順/吳秀琴 呂子德 王純茹 張子忠 許弘
梁文旭 邱雪青 傅香娟 陳寶雯 徐瑞玲 曾春賢 葉政弘
王裕民 楊國強 陳宗雄 黃麗棠 林賴瓊琚 劉怡秀 林嫩紅
張何秋月 吳顯光 何炯堯 張俊明 呂阿福 朱文駒 莊訓周
洪敏夫 葉建中 黃彥樺 黃振芳 許瓊華 邱文潛 趙麗珠
連進昌 梁雅妍 黃啟昌 杏林醫學會 李文雄 財團法人少鑫紀念館
Hen Lai Chou 梁王荷鎂 台加旅行社 姜燕妹 陳長庚 正順裝運公司

亞歷山大何斌律師事務所 柯仁杰/簡淑枝 賴傷科中醫診所 蔡貽文 Healther Chen
企鴻打字印刷公司 Grace Pi-Feng Chen Miao-Shiang C Lin

列治文加華獅子會 Vancouver Pacific Lions Club 新希望文教基金會董事

佳美視聽音響中心 帝王投資理財顧問公司 Dr. Sophia Chong
Kenwinn Products Ltd. 駐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余登發文教基金會

一千元以下
王志惠 王麗玲 朱月裡 呂寶珠 吳煇明 李永宗 李鉗麟
周重興 林政德 林瑞瑩 蔡秀蓮 林瓊珠 張素貞 洪順華
徐芳玲 方仁傑 楊如年 許宗榮 阮秀汝 賴國良 黃陞喜
高松基 王南焜 楊春珍 紀文國 翁碧麗 謝美雲 黃靜枝
張如村 朱惠媛 葉懿賢 郭美顏 林儀君 簡瑞宏 楊松長
徐巧妹 余棋瑞 趟秀娥 陳守毅 邱明義 樂智之 楊靜薰
張麗姿 吳鳳英 劉天榮 陳映蓉 洪世琳 王英明 雷輝宗
許永毅 李佳蓉 歐櫻雲 陳勝雄 徐儷玲 牟維恬 趙文達
許雲翔 阮鵬旭 蕭淑芬 陳顗銘 馬國洲 黃翠燕 劉冠伶
林小虹 林麗嬌 戴妙珠 童秉傑 張丘翠 李敏 蔡承翰
陳正冠 林秋月 簡桂花 黃哲正 張阿雪 鄭麗嬌 賴復霄
陳怡如 林銅城 蘇中興 黃慶和 張淑惠 吳玉屏 謝淑珍
陳淑燕 林錦全 方廷熙 楊宗明 林淑惠 林坤玉 魏月美
陳鎮宇 孫國棟 王秋菊 彭芳美 許繡蓮 林添松 呂水上
曾銘正 胡正福 朱漢章 董清苓 連景之 林德旺 王如玲
程得勝 翁先生 余穎明 林秀玉 郭常敏 邱振榮 王鴻雄
黃柬昇 張昭華 吳權益 劉月雲 陳志強 洪吉慶 何東雄
黃清泉 張式麟 李怡臻 蔡王鄉 洪秀祝 徐光志 呂靜芳
黃錦文 張培銘 李玉春 葉凱宇 陳煌輝 高媚娜 李中庸
楊政剛 許其欣 林英堂 賴美守 傳顯豪 張永鍵 李雅弘
葉韋賢 許滿良 林鳳嬌 戴嘉鴻 黃耕秋 張建國 周進隆
廖淑美 郭美君 李季芬 簡清國 黃慶明 張聆瑤 林志仁
劉中訓 陳吉原 施宏威 蘇祐民 楊林綢 莊思和 林金飛
劉瓊珍 陳旺秀 胡建舟 方宗雄 楊智勝 張和貞 林淑玲
蔡春松 陳率真 翁英傑 江金河 解筱萍 郭百合 林慶進
郭麗文 陳瓊芬 張世民 吳吉源 趙小鳳 郭雅鈞 邱良玲
龍良楷 稅昌中 李雪華 宋如山 謝志廷 陳坤田 洪建榮
鍾光惠 黃秋媚 張啟鴻 李美玉 蔡佳玲 陳家琪 徐光派
羅美玲 黃清榮 莊育英 林月華 蔡玲玉 陳銘鏞 高平和
謝勝子 郭德馨 陳鳳蓮 黃耀華 廖木己 曾文宏 伍永儀
許清泉 陳宗儀 曾文毅 楊金益 趙淑玲 蔡建彰 張美琳
郭宏毅 陳國龍 黃崧柏 葉玉英 劉婉玲 鄭偉光 張德育
陳月桃 賴聰能 羅昌成 張清州 名人旅遊 門多北海夫 統一洒樓
台加盆栽 台加園藝 羅斯福音響 協和門窗廠 幸福旅行社 台灣大專 開心旅遊
華信航空 逸閣餐廳 蓬萊合唱團

*以上名單如有疏忽或遺漏，請見諒，並敬請通知台加文化協會辦公室以利更正。感謝各位熱心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