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贈芳名錄(109年度、110年度) 

(109.12.01～110.01.31) 

 

一 O九年十二月份、一一 O年一月份 

天成大飯店 100,000元 

林○富 20,000元 

王○華 5,000元 

高山 120岳俱樂部 3,000元 

游遊戶外用品 3,000元 

新北市野外育樂協會張○甫 3,000元 

健野中壢店 2,000元 

何○達 2,000元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1,000元 

王○強 500元 

廖○霞 1,000元 

 

已繳會費芳名錄 

(109.10.01～110.01.31) 

 

107年普通會員： 

彭○平 吳○菊 邱○俊      

 

108年普通會員： 

彭○平 吳○菊 邱○俊      

 

109年普通會員： 

溫○美 黃○捷 程○頤 喻○年 邱○彰 張○芳 彭○耀 歐○明 

陳○惠 涂○明 楊○婷 陳○廷 陳○玉 林○盆 林○亮 陳○嫻 

王○福 彭○平 吳○菊 黃○來 林○雄 黃○媛 鍾○國 連○謙 

王○花 李○筠 許○祥 張○蓉 吳○娥 陳○鎧 陳○興 朱○新 

陳○枝 鄭○玫 林○瑢 鄭○薰 王○尹 陳○賢 林○冠 顏○雄 

陳○邦 吳○良 鍾○成 鄒○璋 邱○俊 洪○紅 葉○宏 施○遠 

黃○莉 謝○澤 王○美 阮○德 杜○政 楊○文 賴○義 周○榮 

吳○燕        



        

 

110年普通會員： 

張○卿 周○和 溫○美 程○頤 王○真 邱○彰 張○芳 夏○城 

歐○明 陳○惠 涂○明 楊○婷 曾○興 陳○玉 李○雲 鄭○竹 

陳○ 吳○市 林○盆 林○亮 陳○嫻 彭○耀 王○福 彭○平 

吳○菊 林○雄 連○謙 王○花 許○祥 張○蓉 吳○娥 陳○鎧 

陳○興 朱○新 陳○枝 鄭○玫 林○瑢 鄭○薰 王○尹 陳○賢 

宋○芳 黃○信 劉○興 林○冠 顏○雄 彭○春 鄧○俊 陳○邦 

吳○良 鍾○成 吳○生 鄒○璋 洪○紅 曾○生 陳○廷 葉○宏 

施○遠 黃○莉 謝○澤 王○美 蘇○發 張○森 林○斌 韋○鳳 

陳○如 鄭○智 江○惠 周○ 絹 王○和 王○洲 張○釧 廖○華 

鄭○貞 申○秀卿 劉○美 馮○英 陳○誠 陳○耀 申○ 月 許○山 

謝○恩 許○枳 廖○芬 曾○勳 杜○政 楊○文 賴○義 周○榮 

謝○慶 許○萍 吳○燕 凌○琴 王○強    

 

111年普通會員： 

張○卿 周○和 夏○城 李○雲 鄭○竹 吳○市 蘇○發 周  ○ 

陳○誠 曾○勳 林○朝 凌○琴 王○美    

 

112年普通會員： 

鄭○竹 吳○市 周  ○ 林○朝     
 

113年普通會員： 

周  ○        
 

109年團體會員： 

歡樂登山隊   

 

110年團體會員： 

蕃薯藤攀岩俱樂部 Dapro攀岩館 虎子登山隊 

宜蘭縣體育會攀岩運動委員會 高雄市立壽山國民中學 小岩館 

嗨翻綜合體能館 歡樂登山隊  

   

 



捐贈芳名錄(109年度、110年度) 

(109.11.01～110.03.31) 

 

一 O九年十一月份、一一 O年三月份 

朱○玉 5,000 元 

褚○德.林○珅.游○靜 4,600 元 

陳○甫 6,000 元 

向○社 5,000 元 

 

已繳會費芳名錄 

(110.10.01～110.03.31) 

 

108年普通會員： 

陳○明 楊○豐 杜○惠      

        

 

109年普通會員： 

葉○超 杜○隆 謝○秋 王○鳳 葉○聰 呂○賞 陳○明 林○嘉 

游○靜 簡○麟嬌 楊○豐 劉○平 黃○智 劉○暹 杜○惠 陳○玲 

張○雄        

 

110年普通會員： 

劉○芬 廖○聰 曾○娥 林○容 李○蘭 徐○却 張○香 張○楹 

林○貞 薛○英 張○龍 翁○雄 鍾○國 胡○發 趙○益 張○東 

陳○珠 林○福 謝○佳 林○津 邱○珍 杜○賢 葉○超 杜○隆 

謝○秋 蔡○田 王○鳳 葉○聰 黃○玉枝 呂○賞 郭○福 黃○來 

陳○榮 卓○娟 林○鴻 賴○貞 黃○祺 張○芳 江○福 唐○鳳 

徐○嵐 楊○然 吳○仙玉 鄭○浩 潘○雄 潘○森 楊○松 林○運 

李○源 吳○碧 謝○和 林○榮 吳○雄 徐○來 鄧○清 鄭○政 

蔡○忠 黃○良 林○珅 林○嘉 李○雄 吳○儀 謝○容 蘇○然 

游○靜 簡○麟嬌 楊○豐 黃○智 劉○暹 陳○玲 鄭○雲 陳○國 

張○雄        

 

111年普通會員： 

林○貞 薛○英 王江○玉 黃林○枝 楊○然 林○雙 張○榮 林○珅 

李○雄 吳○儀 鄭○雲 陳○國     



 

112年普通會員： 

王江○玉 林○煌 林○雙 吳○儀     
 

113年普通會員： 

吳○儀        

 

 

109年團體會員： 

彰化縣登山協會 拔山攀登俱樂部 新北市永和區體育會登山委員會 

 

110年團體會員： 

彰化縣登山協會 桃園市山岳協會 原岩攀岩館 

Passion攀岩 光合作用戶外探索學校 紅石攀岩 

新竹縣體育會攀岩委員會 8a攀登俱樂部 拔山攀登俱樂部 

新北市體育總會運動攀登委員會 新北市永和區體育會登山委員會 桃園市體育會攀岩委員會 

   

   

   

   

 

 



捐贈芳名錄(110年度) 

(110.04.01～110.05.31止)   

 

台北百岳挺進隊 10,000元 

 

 

 

已繳會費芳名錄 

(110.04.01～110.05.31) 

 

108年普通會員： 

陳○甫        

 

109年普通會員： 

黃○珍 陳○甫 楊○基 歐○興 李○銘 陳○松 廖○文 高○義 

曾○惠 莊○豐 蔣○棟 曾○穀 葉○忠 陳○全 謝○澄 林○成 

李○光 余○潔 蕭○同 周○ 陳○宏 戴○安 曾○森 李○愷 

 

110年普通會員： 

柯○哲 黃○珍 陳○甫 楊○基 周○材 陳○媚 陳○松 廖○文 

高○義 曾○惠 莊○豐 顏○緣 陳○添 蔣○棟 陳○全 謝○澄 

王○綺 李○光 余○潔 蕭○同 周○ 陳○宏 戴○安 張○禎 

林○祥 曾○森 余○華 林○子 李○愷    

 

111年普通會員： 

黃○河 陳○添 張○賢 余○潔 謝○澤 林○祥   

 

112年普通會員： 

黃○河 張○賢 張○甫 余○潔 謝○澤    
 

113年普通會員： 

張○甫 謝○澤       

 

   114年普通會員： 

謝○澤        

 

 



109年團體會員： 

新明登山隊 狗熊登山隊  

 

110年團體會員： 

新明登山隊 狗熊登山隊 台北市龍山登山協會 

屏東縣笠頂興平山友協會   

   

   

   

   

   

   

 

 



捐贈芳名錄(110年度) 

(110.06.01～110.07.31止)   

 

本期無捐款資料 

 

 

已繳會費芳名錄 

108年普通會員： 

李○和         

 

109年普通會員： 

李○和 謝○通        
 

 

110年普通會員： 

林○廷 劉○平 楊○攅 李○和 陳○龍 鄭○飛 許○ 吳○墻 謝○通 

礒○紀幸        
 

 

111年普通會員： 

陳○輝 王○雄 陳○龍 鄭○飛      
 

 

112年普通會員： 

陳○輝 陳○龍        
 

 

 

    110年團體會員： 

台北百岳挺進隊    

 



捐贈芳名錄(110年度) 

(110.08.01～110.09.31止)   

 

曹○彥 1,000元 

 

 

 

 

 

已繳會費芳名錄 

(110.08.01～110.09.31止) 

108年普通會員： 

許○樑 游○玲 薛○成 劉○勇     

        

109年普通會員： 

廖○愛珠 廖○重 戴○瑞 許○樑 游○玲 高○娥 楊○前 薛○成 

劉○勇        

        

 

110年普通會員： 

簡○龍 詹○惠 張○秀英 楊○前 廖○演 李○雲 蔡○樹 林○鳴 

莊○仁 釋○因 陳○豐 韋○英 謝○華 李○蓮 李○榮 王○生 

陳○然 張○誼 王○蓉 鄭○霞 施○信 王○璇 柯○昇 陳○博 

        

 

111年普通會員： 

廖○霞 王○伴 陳○鐵 李○雲 蔡○樹 莊○仁 陳○富美 陳○男 

釋○因 陳○豐 韋○英 許○仁 謝○華 柯○昇 陳○博 劉○英 

        

 

112年普通會員： 

廖○霞 王○伴 莊○仁 許○仁     
 

 

113年普通會員： 

莊○仁        

 



107年團體會員： 

新北市永和區體育會攀岩委員會  

 

108年團體會員： 

新北市永和區體育會攀岩委員會  

 

109年團體會員： 

新北市永和區體育會攀岩委員會  

 

110年團體會員： 

中華民國 523登山會 新北市永和區體育會攀岩委員會 

   

 



捐贈芳名錄(110年度) 

(110.10.01～110.11.31止)   

 

林園登山隊 3,000元 

陳○信 1,000元 

杜○生 1,000元 

 

 

已繳會費芳名錄 

(110.10.01～110.11.31止) 

109年普通會員： 

楊○德        

 

110年普通會員： 

王○琴 劉○英 李○晃 何○卿 林○城 翁○鴻 賴○萍 賈○玉 

王○成 劉○鈴 林○程 林○濱 許○榆 高○祥 張○窮 吳○忠 

劉○霞 陳○杰 呂○琴 何○賀 胡○蘭 余○黛 李○銘 阮○德 

方○怡 劉○葉 杜○生 黃○晏 楊○德 蔡○富 陳○霞 魏○ 

陳○龍 林○全 賴○益 劉○丞 楊○淇 潘○政 李○興 刁○玲 

林○雄 曹○卿 洪○金 蔡○琳 黃○忠 華○祥 徐○祺 張○侑 

陳○忠        

 

111年普通會員： 

劉○英 黃○雄 簡○龍 李○晃 何○卿 林○城 翁○鴻 賴○萍 

賈○玉 王○成 劉○鈴 林○程 汪○春 林○濱 許○榆 高○祥 

胡○發 張○窮 劉○霞 陳○杰 呂○琴 何○賀 胡○蘭 余○黛 

方○怡 劉○葉 陳○木 杜○生 黃○晏 楊○德 趙○益 王○尹 

劉○丞 楊○淇 林○亮 潘○政 李○興 刁○玲 黃○忠 謝○淵 

徐○祺 吳○成 張○侑 陳○忠 陳○廷    

 

112年普通會員： 

黃○雄 汪○春 胡○發 魏○誠 陳○木 楊○德 趙○益 林○亮 

陸○中 徐○祺 吳○成 謝○淵 周○和    
 

113年普通會員： 

黃○雄 楊○德 陸○中 張○祥 徐○祺 周○和   



 

   114年普通會員： 

王○金 張○祥       

        

   115年普通會員： 

王○金        

        

   永久會員： 

郭○芬        

 

111年團體會員： 

歡樂登山隊  

   

 



捐贈芳名錄(110年度) 

(110.12.01～111.02.28止) 

 
本期無捐款資料 

 
 

已繳會費芳名錄  

 

109年普通會員： 

郭○聰        

 

110年普通會員： 

葉○毅 蔣○洲 游○分 劉○州 陳○苓 王○素霞 徐○煌 王○愷 

黃○石 楊○程 高○梅 林○素 黃○媛 梁○誌 黃○任 崔○錫 

黃○翔 郭○聰 張○玉阮 黃○美 陳○煌 戴○清 雷○同  

 

111年普通會員： 

葉○毅 蔣○洲 游○分 陳○賢 劉○州 吳○安 紀○興 吳○○玉 

陳○ 張○秀英 連○珠 劉○鳳 陳○雲 彭○錦美 王○素霞 張○龍 

陳○耀 申○ 廖○華 王○洲 黃○雄 高○梅 林○素 黃○雅 

余○蓮 曾○生 吳○涵 張○豪 蕭○同 張○玉阮 林○蘭 謝○佳 

林○福 杜○賢 鄭○智 曾○惠 王○年 馮○英 張○釧 徐○却 

王○和 張○香 李○蘭 曾○娥 唐○鳳 徐○嵐 劉○芬 廖○聰 

蕭○英 黃○媛 顏○雄 黃○美 吳○燕 陳○煌 翁○雄 徐○煌 

蔡○田 張○楹 申○秀卿 藍○榮 郭○福 魏○誠 胡○ 戴○清 

楊○枝 雷○同 徐○中 張○芳 曾○傑 張○文 陳○榮 謝○慶 

許○萍 鄭○浩 潘○雄 林○榮 李○源 謝○和 吳○雄 鄧○清 

楊○松 林○運 徐○來 吳○碧 潘○森 鄭○政 蔡○宗 黃○良 

趙○瑩 劉○正 周○材      

 

112年普通會員： 

陳○賢 李○雲 吳○安 紀○興 連○珠 黃○雅 余○蓮 林○蘭 

蘇○發 曾○惠 王○年 馮○英 黃○媛 吳○燕 王○美 楊○枝 

雷○同 徐○中 曾○傑      
 



113年普通會員： 

李○雲 紀○興 蘇○發 曾○惠 王○美 雷○同 徐○中  

 

   114年普通會員： 

徐○中        

        

    

111年團體會員： 

彰化縣登山協會 嗨翻綜合體能館               臺中市體育總會攀岩委員會 

虎子登山隊 高雄市立壽山國民中學 破舊工廠 

新竹縣體育會攀岩委員會 新明登山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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