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 99年8月 1 日 -1 00年7月31 日

捐款人 捐款金額 徐滄麟 158,000 

春文基金會 1,794,700 陳福林 150,000 

隱名氏 1,500,000 Dr. Shirty Smith 144,999 

黃吉金(昆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需介夫 141 ,000 

隱名民 780,000 財團法人中興科技文教基金會 140,000 

加特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0,000 隱名氏 120,000 

武東星 600,000 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6,000 

林萬年 500,000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 

楊人泰(美商既體爾特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500，000 下列捐款人捐款金額111II.IIIIIJ

李清源 419,400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蜜奇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黃曉(台南市志光慈善會)

天源、義記機編股份有限公司 397,500 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銀行台中分行 301 ,687 李茂盛 周秀麗

隱名民 300,000 李義生(科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書昭 300,000 林正智 蘇主龍

游昭明(佳美食品工業股街有限公司) 300,000 林鎮世 高希均

Dr. Lynn Y.S.Lin 297,08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萬寶教育關懷協會

聶戚杰 285,417 陳石明 隱名民

隱名民 250,000 隱名氏 葉曜輝

隱名氏 220,000 林立浩(台中日光溫泉)

隱名氏 200,000 謝士滄

台灣穗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捐款人 捐款金額

隱名民 200,000 湯富誠 96,000 

柯興樹 200,000 珍珍川昧行 85,000 

陳兆祥(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奧林匹克國際有限公司 84,000 

)馬超俊 200,000 林伯淳 80,000 

隱名民 160,000 慶豐環宇股份有限公司 71 ,554 

附
錄



林學正(圍藝系55年班) 70,000 

碩書資訊有限公司 70,000 

表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安聯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陳國信 60,000 林雅雯 l 胡正華

錄 謝日鑫(鈺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陳弘坤(協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賴塗結 55,000 陳龍春 黃淑警

財團法人陳源河文教基金會 53,500 葉絃暴(黃金巴頓寵支貿易有限公司)

千里達體育用品事業有限公司 52,000 鄒義昌 隱名氏

下列捐款人捐款金額mlImJ。 劉美旭(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立固自動化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人 捐款金額

隱名氏 隱名氏 隱名氏 27,000 

財團法人植物保護科技基金會 生輔組 25,575 

圍立中興大學校友會 黃才丕 王淑儀 25,000 

黃寬重 羅崑泉 陳資惠 25,000 

錢聯興(兀大營造有限公司) 劉孟璋 25,000 

簡建興(台灣圓點奈米技術開發有限公司) 蔡蕙芳 25,000 

捐款人 捐款金額 顏凡哲 25,000 

沈發枝(綠邦食品生技(股)公司) 43,000 鄭朱雀 24,000 

吳偉傑 40,000 鄭詩華 24,000 

財團法人緯創人文基金會 40,000 植病系65年畢同學會 22,000 

廣之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賴坤明 20,273 

隱名民 39,580 下列捐款人捐款金額MI.IXIXIl

林端午 37,800 力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莊嘉郁 36,000 中團寵物 中興大學合唱團團友

海德漢股份有限公司 35,000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李榮輝 33,000 台灣龍馬躍股份有限公司

游銅錫 32,000 



朱碧娥

吳克府

江良山

洪秋森

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張興哲 l 陳僻

黃宏鼠 1 5.鵬祥
黃鴻隆(誠晶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遺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龍芭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聯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隱名氏

玉山商業銀行股備限公司信用卡事業處

隱名氏

方繼

隱名民

沈文振(拓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秋榮(兀團波斯貓用品坊)

楊梓圖(桓新股份有限公司)

葉彥秀(東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賴景涼(聖霞欣有限公司)

江耀宗

陳煜媲

李益雲

乙巧電器視聽有限公司

隱名民

康慈寵物樂園

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8,405 

17,881 

16,800 

16,21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4,000 

14,000 

13,500 

13,000 

12,000 

12,000 

10,460 

下列捐款人捐款金額iI'JI.IlI.Dl

九如江記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隱名氏 台中市大屯扶輔社

隱名氏 交大EMBA7竹一組

任俊 安由有限公司

艾群 李致平

李穎宏 周文武

林志鴻(裕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林朝松(豐煜貿易(股)公司)

林信堂 林貴木

林榮森 林榮貴

邱奕志 洪泉旭

南山人喜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維京群島高太古食品(股)公司台灣分公司

晉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張谷昇 張嘉哲

許文章(來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佳聲 陳亮丞

陳建中(悅翔數位印刷有限公司)

隱名氏 隱名民

陳鍾華(科洋機械有限公司)

廖國棠(綠盟股份有限公司)

德馬吉森精機有限公司

鄭裕信

附
錄



捐款人 捐款金額 下列捐款人捐款金額m!lW.l

阿鴻文 9,200 主子文 王春聯

黃樹傑 9,000 巧班藝術工作室 江乾益

隱名氏 8,628 百未文化資訊有限公司 何曜男

錄 Dr. & Mrs. N. S. Mar冶瓜， 8,588 均林廣告事業社 隱名民

亞藝(股)公司 8,500 汪宇芳 林信宏

隱名民 8,500 私立美加英語會話短期補習班

中興生科 8,000 弘立龍門工商管理財稅金風職業短期補習班

包慧俊 8,000 邱民華 邱思薑

盧崑宗 8,000 柯文慶 基里國際有限公司

羅順原 8,000 康立和 張立東

吳汶霖 7,500 張秀慧 張智閔

昆蟲學系53年畢業班 7,200 博視有限公司 程財主

蒲在寬 7,000 黃益田 黃連福

何連惠 6,000 黃慧屏 楊智車多

何榮祥 6,000 楊寬量 蔡定邦

吳錫坤(總太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6,000 劉玉慧(生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明益 6,000 賴炳噱 隱名民

洪榮德 6,000 顏汎昇(欣旺資訊(股)公司)

洪塵隆 6,000 實維平

隱名氏 6,000 鐘詩生(歐榮有限公司)

曾建黨 6,000 

劉允彰 6,000 

Dr. I-Isicng Mei L iu 5,725 

皇家花坊 5,108 



捐款人 捐款金額 I
江佳~

張芷

蔡欣l怡

隱名氏

宋光雄

隱名氏

隱名氏

馬維賢

許國憲

謝秋蘭

林納生

隱名氏

隱名氏

江朝聖 李朝賢

沈重光(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洪慧涓

秦冀萍

張耿禧

胡文輝

張南山

隱名民

許立忠(巨大機械工業公司)

陳美惠 陳錦樹

黃志、賢(偉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則煜 | 鄭宗亮

顏名聰

4,580 

4,400 

4,000 

3,85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200 

3,200 

3,200 

吳惠雯

洪菁蔚

隱名氏

黃麗瑩

主彩諭

劉世詮

交通大學EMBA(7)台中組

吉沮企業有限公司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吳雪梅 林麗雲

高靜華 陳星平

陳欽忠 楊慧庭

隱名氏 鍾克修

蔡政和

鍾祥鳳(加捷科技事業(股)公司)

之500

2,500 

之500

2,500 

之255

2,100 

捐款人 捐款金額|
趙弘彥

饒家麟

社武俊

侯豐男

, ::ø到圖.捐~-款~捐款.金. 額iIt!m!J

隱名氏 林振益

陳逸翰 劉得煌

潘建壹 鄭蠶班

謝坤輝 蘇志勇

1,996 

1,700 

1,600 

1,500 



捐款人 捐款金額

校友中心 747 文學院 500 

王大瑛 500 隱名氏 500 

| 方榮松 右美食

附
l 余碧真錄 吳佳燕

周淑芳 500 隱名民 500 

林錦宏 500 徐淑E會 500 

呂秀英 李建福 高月雲 500 郭惠端 500 

隱名氏 沈慧婉 隱名氏 500 陳鴻震 500 

易榮昌 林怡食 曾鼎闊 500 隱名民 500 

林建宏 林美嬌 WICHITA HIGH SCHOOL EAST 421 

林家弘 林義平 隱名氏 300 隱名民 300 

林鑽悉 唐立正 隱名氏 300 隱名民 300 

留鳳嬌 張玉梅 隱名氏 300 隱名民 300 

張素秋 張豐宜 王淑妃 200 隱名民 200 

莊淑暖 莊瑞均 隱名氏 200 隱名民 200 

陳國成 陳敏男 隱名氏 200 湯匙 200 

陳慧薰 陳器文 隱名民 200 隱名民 200 

隱名氏 曾馨誼 隱名氏 200 隱名氏 100 

程慧敏 黃振文 隱名氏 100 隱名民 100 

黃雪妓 黃麗圖 隱名氏 100 隱名氏 100 

董敏生 賈寶坪 李泰祥 100 忠孝八八 100

雷淑媛 劉錦賢 唐老師烏梅汁 100 

蔡淑哪 隱名氏 清水臭臭鍋 100 

賴品真 薛敦兀 影神影音光碟聯盟 100 

隱名氏 韓碧琴

顏希榮 魏資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