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姓名 捐款金額

曾X政 $25

葉X篂 $30

善X人士(紅衣櫃服飾) $44

邱X蓮 $100

吳X海 $100

吳X穎 $100

吳X諴 $100

邱X容 $100

彭X妹 $100

鄭X霞 $100

鄧X蘭 $100

王X如 $100

張X琦 $100

徐X蓮 $100

陳X珠 $100

葉X美 $100

趙X州 $100

呂X萍 $100

吳X蘭 $100

林X璇 $100

謝X賢 $100

謝X緞 $100

蔣X頤 $100

黃X淦 $100

涂X寶 $100

蕭X富 $100

任X英 $100

林X娥 $100

蘇X秀 $100

江X瑾 $100

許X怡 $100

許X怡 $100

劉X珉 $100

曾X鳳 $100

許X純 $100

許X馬 $100

鄧X曦 $100

李X暖 $100

潘X美 $100

康X仁 $100

江X維 $100

張X明 $100

林X茜 $100

李X興 林X燕 李X享 $100

陳X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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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X梅 $100

陳X文 $100

邱X慧 $100

黃X元 $100

張X婷 $100

侯X芬 $100

李X佳 $100

張X安 $100

宋X鴻 $100

張X馳 $100

涂X芬 $100

陽X峰 $100

曾X蓮 $100

張X庭 $100

汪X先 $100

何X崑 $100

林X能 $100

蕭X蕙 $100

陳X珊 $100

曾X栩 $100

王X維 $100

邱X家 $100

許X蓮 $100

張X鈺 $100

劉X郎 $100

葉X德 $100

王X豪 $100

宋X達 $100

梁X晶 $100

梁X恩 $100

王X晶 $100

潘X惠 $125

潘X吓蚋 $125

潘X烈 $125

潘X番 $125

潘X賢 $125

潘X寬 $125

潘X彩 $125

潘X融 $125

善X人士(河畔28號鬆餅專賣店) $166

陳X燕 $168

善X人士(飲冰室書店) $197

善X人士 $200

周X宇 $200

林X琪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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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X惠 $200

陳X豪 $200

潘X辰 $200

古X珠 $200

施X柔 $200

東X通訊行 $200

曾X萍 $200

李X群 $200

黃X閔 $200

陳X 罔市 $200

賴X瑋 $200

林X鑫 $200

黃X春 $200

黃X均 $200

李X丞 $200

黃X皓 黃X霞 $200

廖X偉 $200

王X順 $200

宋X屏 $200

游X絮 $200

陳X价 $200

陳X逵 $200

陳X湞 $200

林X全 $200

黃X婷 $200

蔡X仁 $200

蔡X婷 $200

李X清 $200

邱X家 $200

蕭X蘭 $200

卓X翔 $200

劉X佑 $200

田X玲 $200

林X兆 $200

吳X華 $200

吳X邦 $200

黃X瑜 $200

李X昕 $200

林X如 $200

陳X珠 $200

湯X枝 $200

善X人士(模板儲蓄互助社) $229

善X人士 $244

謝X宏 $250

張X源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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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X聲 陳X蓮 $250

邵X玲 $250

金X綸 $260

善X人士(79時代) $261

善X人士(東禾飯包-民國店) $268

劉X霞 $278

善X人士(花朵木餐廳) $293

劉X蓮 $300

李X龍 $300

善X人士 $300

陳X宇 $300

陳X隆 $300

涂X民 $300

黃X枝 $300

蕭X宏 $300

楊X傑 $300

宋X康 $300

余X力 $300

邱X翔 $300

陳X慧 $300

觀X旨殿 $300

游X隆 $300

梁X輝 $300

李X樺 $300

張X慧 $300

黃X鴻 $300

鄭X瑛 $300

廖X雱 $300

方X鈴 $300

蕭X婷 $300

丁X玥 $300

陳X惠 $300

鄭X 萍 $300

張X文 $300

林X淇 $300

王X慧鶯 $300

林X妥 $300

林X銘 $300

林X婷 $300

董X彣 $300

朱X帆 $300

莊X琳 $300

謝X霞 $300

黃X鑫 $300

翁X娥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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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X名 $300

林X菁 $320

鄭X怡 $320

善X人士 $384

王X茹 $400

何X治 張X欣 何X安 何X倫 $400

張X鳳 $400

傅X欽 $400

賀X芬 $400

善X人士(阿鴻水果行) $455

連X蘭 $500

江X娥 $500

林X達 $500

蕭X旻 $500

許X武 $500

善X人士 $500

盧X貞 $500

倪X勵 $500

高X家 $500

善X人士 $500

葉X $500

葉X軒 $500

李X華 $500

陳X $500

鄭X雲 $500

邱X瑜 $500

余X德.江X綸.余X盛.鄭X方.余X樂 $500

曹X怡 邱仁道 $500

善X人士 $500

王X蘭 $500

徐X秋 $500

林X娥 $500

金X琦 $500

林X廷 $500

錢X德 $500

陳X吟 $500

曹X $500

陳X阿菊 $500

黃X諒 $500

賴X蘭 $500

劉X岑 $500

詹X淵 $500

楊X木 楊X哲 林X宣 徐X蓮 楊X蓉 $500

陳X瑩 林X宏 林X彤 林X均 林X君 $500

許X 玲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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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X芯 $500

謝X哲 $500

大X北商務事業有限公司 $500

國X企業社 劉X鐘 $500

林X承 林X東 $500

秦X萍 $500

郭X熾 $500

李X貞 $500

林X珠 $500

何X傑 $500

甘X祥 $500

陳X平 $500

汪X璆 $500

善X人士 $500

陳X伶 $500

李X斌 $500

蔡X豪 $500

季X菁 $500

王X照 $500

王X淇 $500

王X荃 $500

蘇X儀 $500

劉X瑜 $500

方X團購共同集資團員 $500

許X生 $500

劉X塵 $500

張X國良 $500

王X $500

張X真 $500

吳X水 $500

陳X蘭 $500

謝X $500

林X安 $500

張X生 張X德 黃X娟 $500

楊X溪 $500

李X旺 $500

張X賢 $500

林X儒.鄭X.鄭X分.鄭X丹 $500

張X雲 $500

善X人士 $500

裘X証 $500

李X華 $500

吳X才 $500

陳X安 $500

林X文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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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X金臺 $500

吳X華 $500

孫X儀 $500

李X惠 $500

張X瑤 $500

王X娜 $500

簡X媛 $500

趙X基 $500

楊X輝 $500

吳X昇 $500

王X萍 $500

林X琪 $500

張X媛 $500

張X月 $500

簡X郁 $500

潘X珺 $500

林X鶯 $500

吳X靈 $500

葉X全 $500

張X文 $500

林X鳳 $500

翁X花 $500

莊X香 $500

林X展 $500

黃X英 $500

林X蘋 $500

許X彰 $500

魏X瑰 $500

張X梅 $500

張X熙 $500

賴X喬 $500

賴X翔 $500

廖X揚 $500

蔡X婚 $500

江X聲 $500

王X珠 $500

余X廷 $500

永X汽車(有)公司 $500

任X華 $500

黃X琴 $500

蔡X瑛 $500

蔡X瑛 $500

王X玲 $500

林X芳 $500

王X如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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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X卿 $500

陳X婷 $500

曾X賢 $500

吳X城 $500

鄧X尹 $500

黃X輝 $500

江X正 $500

林X芬 $500

林X微 $500

林X芳 $500

張X琴 $500

黃X振 $500

臧X馨 $500

黃X之 $500

黃X瑞 $500

黃X嘉 $500

顏X文 $500

顏X美 $500

葉X伶 $500

李X恩 $500

鄭X仁 $500

廖X定 $500

陳X中 $500

蘇X政 $500

黃X蓮 $500

彭X凰 $500

張X芸 $500

林X璇 $500

李X華 $500

吳X妮 $500

王X生 $500

周X瑄 $500

許X盈 $500

蔡X芬 $500

吳X庭 吳X茹 $500

陳X昶 $500

張X萍 $500

黃X君 余X全 余X臻 余X鎧 $500

陳X怡 $500

吳X鳳 $500

劉X萱 $500

戴X全 $500

黃X花 $500

鍾X宏 $500

盧X琪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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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X達 $500

蘇X君 $500

張X妤 $500

徐X道 $500

謝X書 $500

謝X書 $500

謝X慧 $500

江X叡 $500

黃X玉 $500

林X枝 劉X得 $500

陳X維 $500

柯X君 $500

王X美 $500

人X愛心會 $500

胡X蒝 胡X瑋 $500

楊X德 $500

黃X枝 $500

黃X棻 $500

謝X惠 $500

潘X馚 $500

陳X秀 $500

陳X秀 $500

周X玲 $500

王X宇 $500

善X人士(呂內兒科診所) $504

張X中 $530

善X人士(茶十二叡曲) $575

何X娣 $600

謝X澤 謝X樺 $600

鄧X旻 $600

陳X屘 $600

黃X雅 $600

善X人士 $600

王X雄 黃X君 王X惠 王X軒 $600

張X惠 $600

張X福 $600

王X成 $600

阮X玲 $600

善X人士(桑德維奇早餐店) $601

善X人士(花蓮縣門諾儲蓄互助社-田埔分社) $610

許X桂 $640

林X智 $640

善X人士(函園旅店) $647

善X人士(咖啡筆記) $695

蔡X哲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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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X貞 $700

葉X土 $700

江X珊 陳X甫 陳X和 $700

善X人士(晨間廚房) $731

善X人士(阿姑的店) $767

善X人士(三國一) $776

葉X諭 $800

顧X國 $800

李X瑋 $803

善X人士(阿思瑪飯店) $810

善X人士(伊江滇緬料理 梁其強) $837

善X人士(經典摩卡) $895

善X人士(前山手工牛軋糖) $912

連X澤 $960

善X人士(吳文揚診所) $967

善X人士(經典牛排館) $970

林X婷 $982

黃X儒 $1,000

王X發 $1,000

王X發 $1,000

王X發 $1,000

陳X仁 $1,000

涂X玉品 $1,000

蕭X典 $1,000

王X隆 $1,000

郭X榮.郭X碩 $1,000

劉X弘 $1,000

古X堂 艾X $1,000

粘X謚 $1,000

張X鈴 $1,000

薛X仁 $1,000

賴X宜 $1,000

郭X元 $1,000

志X基督長老教會 $1,000

陳X如 $1,000

吳X穎 $1,000

姜X鎮 $1,000

張X軒 $1,000

徐X清 $1,000

李X季 $1,000

林X貞 $1,000

黃X生 $1,000

陳X怡 $1,000

楊X雄 $1,000

邵X愷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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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X鳳 $1,000

葉X賢 $1,000

楊X慶 $1,000

李X玫 $1,000

善X人士(麥式多歐式麵包) $1,000

鄭X娟 $1,000

楊X康 $1,000

杜X瓊 $1,000

劉X來 $1,000

梁X $1,000

陳X幸 $1,000

俞X貴 $1,000

楊X儀 $1,000

簡X春 $1,000

黃X寧 $1,000

陳X淳 $1,000

賴X娟 $1,000

張X美 $1,000

康X智 $1,000

葉X榮 $1,000

葉X傑 $1,000

葉X綺 $1,000

洪X卿 $1,000

善X人士 $1,000

任X美 $1,000

田X惠 $1,000

周X旺 $1,000

鄭X一 $1,000

汪X麗珠 $1,000

蔡X田 $1,000

宋X錦美 $1,000

林X星 $1,000

沈X卿 $1,000

鄭X貞 黃X芃 $1,000

善X人士(艾斯可菲) $1,000

劉X婷 $1,000

喬X有限公司 $1,000

李X將 $1,000

尤X鴻 $1,000

王X華 $1,000

沙X姐 $1,000

廖X君 $1,000

吳X德 $1,000

洪X卿 $1,000

王X吉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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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X新.張X霞.邱X穎.邱X儒 $1,000

莊X玲 $1,000

慈X宮 $1,000

徐X琛 $1,000

林X雄 $1,000

邱X坤 $1,000

童X敏 $1,000

黃X瑞.鄭X貞 $1,000

謝X凱 $1,000

蕭X娟 $1,000

王X春桃 $1,000

江X城 $1,000

黎X慧 $1,000

張X芬 $1,000

吳X有 $1,000

楊X宜 $1,000

江X明 $1,000

傅X興 $1,000

黃X燕 $1,000

李X修 $1,000

林X萍 $1,000

許X瑄 $1,000

無X氏 $1,000

戴X芳 $1,000

豐X農藥行 $1,000

李X生 $1,000

簡X 筑 $1,000

陳X泰 $1,000

黃X綸 $1,000

蔡X阿罕 $1,000

邱X華 鄭X雅 $1,000

程X雄 $1,000

楊X武 $1,000

楊X萱 $1,000

楊X馨 $1,000

周X東 $1,000

陳X安 $1,000

林X嫻 $1,000

楊X臻 $1,000

鄧X聖 $1,000

無X氏 $1,000

林X賢 $1,000

林X芸 $1,000

林X里 $1,000

林X惠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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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X慧 $1,000

陳X敏 $1,000

鄒X娥 $1,000

安X富美 $1,000

徐X莉 $1,000

丁X卿 $1,000

林X靈 $1,000

林X智 $1,000

廖X真 $1,000

張X珍 $1,000

蔡X雪 $1,000

王X村 $1,000

普X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0

陳X仁 $1,000

李X慈 $1,000

連X如 $1,000

王X禺 $1,000

童X偉 $1,000

吳X怡 $1,000

薛X詩 $1,000

徐X雅 $1,000

羅X蓉 $1,000

劉X溱 $1,000

陳X維 $1,000

蕭X義 $1,000

楊X輝 $1,000

楊X輝 $1,000

楊X輝 $1,000

楊X輝 $1,000

楊X輝 $1,000

楊X輝 $1,000

唐X翔 $1,000

吳X峰 $1,000

廖X 綢 $1,000

馬X龍 $1,000

張X瑛 $1,000

金X明 $1,000

賴X美 $1,000

江X美 $1,000

楊X誠 $1,000

郭X華 $1,000

吳X良 $1,000

沈X馨 $1,000

田X剛 $1,000

張X遠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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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X英 $1,000

賴X顏 $1,000

賴X碧 $1,000

林X毅 $1,000

王X霖 $1,000

楊X宜 $1,000

林X文 $1,000

陳X雲 $1,000

楊X津 $1,000

曾X聰 $1,000

劉X英 $1,000

藍X勝 $1,000

黃X超 $1,000

張X榮 $1,000

郭X婷 $1,000

周X誠 $1,000

林X川 $1,000

吳X派 $1,000

莊X東 $1,000

陳X涵 $1,000

許X耀 $1,000

陳X文 $1,000

李X琦 $1,000

李X倫 $1,000

施X全 $1,000

王X華 $1,000

楊X銘 洪X蓮 $1,000

蔡X薇 $1,000

謝X安 謝X勳 $1,000

倪X惠 $1,000

張X雲 $1,000

楊X $1,000

曾X發 $1,000

湯X慧 $1,000

吳X偕 $1,000

邱X雄 $1,000

徐X錦 $1,000

紀X耀 $1,000

紀X叡 $1,000

紀X羽 $1,000

紀X榕 $1,000

李X惠 $1,000

廖X立 $1,000

吳X慧 $1,000

許X昌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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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X行 $1,000

陳X蓉 $1,000

陳X蓉 $1,000

林X曄 林X宏 $1,000

余X源 $1,000

劉X祥 $1,000

蔡X淑貞 $1,000

胡X $1,000

呂X惠 $1,000

柯X菊 $1,000

前X國際地板(有)公司 $1,000

黃X真 $1,020

林X雄 $1,020

善X人士(亞藝影音) $1,030

善X人士(奇蹟商業簡餐) $1,056

善X人士(啾嗶異國創意餐廚) $1,077

善X人士(弘宇蛋糕) $1,193

謝X靜 $1,200

朱X敏 $1,200

張X莉 $1,240

郭X君 $1,300

善X人士(燈塔咖啡館) $1,431

蕭X城 $1,500

趙X子 $1,500

謝X秀 $1,500

楊X雯 $1,500

吳X犀 $1,500

王X生 $1,500

蘇X科 $1,500

林X玲 $1,500

林X遠 $1,500

無X氏 $1,500

謝X安 謝X勳 $1,500

林X乙 $1,500

善X人士(家咖哩) $1,618

邱X璋 $1,650

善X人士(橘子工坊) $1,772

李X潔 $1,800

林X松 $2,000

廖X隆 $2,000

陳X銘 $2,000

許X筑 $2,000

鄧X芬 $2,000

蔡X成 $2,000

謝X汎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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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X靜 邱X德 邱X睿 $2,000

梁X夢 $2,000

陳X玥 $2,000

張X生 $2,000

楊X姐 $2,000

林X鳳 $2,000

徐X亮 $2,000

李X $2,000

倪X堇 $2,000

梁X月 $2,000

張X賀 $2,000

林X榮 $2,000

蔡X文 $2,000

魏X妹 $2,000

柯X如 $2,000

王X揚 $2,000

陳X舟 $2,000

邱X龍 $2,000

顧X國 $2,000

善X人士 $2,000

林X妤 林X軒 $2,000

蔡X娟 翁X涵 翁X祐 $2,000

邱X甯 $2,000

益X汽車 $2,000

吳X正 $2,000

黃X璇 $2,000

黃X鈞 $2,000

羅X宜 $2,000

徐X清 $2,000

張X云 $2,000

張X嚴 $2,000

張X耀 $2,000

郭X潔 簡X 郭X雲 $2,000

高X駿 $2,000

王X裕 $2,000

田X文 $2,000

創X裕國際有限公司 $2,000

莊X芬 $2,000

陳X惠 $2,000

孫X翔 $2,000

廖X容 $2,000

廖X隆 $2,000

潘X燕 $2,000

鄭X宏 $2,000

吳X金花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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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X汽車材料行 $2,000

陳X月雲 $2,000

林X滿 $2,000

潘X妹 $2,000

楊X玉 $2,000

戴X娥 $2,000

廖X吟 $2,000

吳X宇 $2,000

尹X綢 $2,000

陳X雄 $2,000

陳X玄 $2,000

善X人士 $2,000

蔡X杏芬 $2,000

賴X美 $2,000

賴X純 $2,000

王X眉 $2,000

林X明 $2,000

薛X媚 $2,000

柯X松 $2,000

顧X雲 $2,000

林X賢 $2,000

雷X $2,000

張X雲 陳X君 $2,000

陳X勳 $2,000

吳X芳 $2,000

廖X賢 $2,000

賴X蓉 $2,000

江X慧 $2,000

方X妮 $2,000

吳X霖 $2,000

蔡X興 $2,000

謝X珍 $2,000

楊X珍 $2,000

王X柏 $2,000

劉X毅 $2,000

徐X娟 $2,000

郭X儀 $2,000

陳X娟 $2,000

簡X純 $2,000

簡X麗 $2,000

許X秋 $2,000

許X蕙 $2,015

善X人士(早安樂活早餐店) $2,124

張X玫 $2,200

善X人士(新港街清心福全) $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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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X人士(花本家壽司/義大利麵) $2,500

善X人士 $2,500

蕭X蓉 $2,500

陳X瑄 $2,500

陳X瑄 $2,500

財X法人中華基督教協同會羅東教會 $2,500

張X銘 張X福 $2,500

葉X文 $2,500

蔡X $2,600

善X人士(冰心茶王-國聯店) $2,867

林X萍 $2,880

張X豐 $3,000

王X蓁 林X豪 林X蘋 林X瑀 $3,000

李X德 $3,000

李X達 $3,000

李X儒 $3,000

李X憲 $3,000

林X勳 $3,000

施X軒 $3,000

陳X璇 $3,000

李X霆 $3,000

沈X廷 $3,000

蕭X雲 $3,000

李X城 $3,000

鍾X群 $3,000

李X敏 $3,000

YXojen chang $3,000

善X人士 $3,000

陳X芬 $3,000

寓X行 $3,000

鄧X安 $3,000

蕭X郿 $3,000

鄭X宏 $3,000

無X氏 $3,000

金X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統編：16962158) $3,000

金X德 $3,000

吳X川 $3,000

登X美牙醫診所 $3,000

劉X萍 $3,000

許X賢 $3,600

金X奕建設(股)公司 $3,600

林X謙 $4,000

王X忠 $4,000

王X苓 $4,000

劉X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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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X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南屯教會 $4,000

陳X儀 $4,000

張X君 $4,000

林X良 吳X玉 $4,000

李X娟 $4,000

善X人士 $4,400

鄭X娟 $5,000

鄧X菁 $5,000

林X翠芬 $5,000

林X淼 $5,000

張X欽 $5,000

林X華 $5,000

洪X萍 洪X 洪X君 洪X峰 $5,000

廖X豪 $5,000

塔X塔藝術舞蹈團 $5,000

潘X立 $5,000

王X敏 $5,000

鄭X $5,000

龔X錫 $5,000

賴X蓮 $5,000

善X人士 $5,000

邱X源 $5,000

林X雄 $5,000

蔡X玲 $5,000

陳X美 $5,000

林X禎 $5,000

連X印刷廠 $5,000

廖X凱 $5,000

李X娟 $5,000

陳X文 $5,000

善X人士 $5,000

吳X輯 $5,000

謝X芬青 $5,000

謝X玲 $5,000

陳X胤 $5,000

黃X義 $5,000

林X泉 $5,000

NXrman W. Vincent $5,530

財X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南屯教會 $5,600

林X樞 $6,000

曾X發 $6,000

林X煒 $6,000

鄭X貞 $6,000

林X芬 $6,000

邱X宏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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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X市加里珍長壽會 $6,000

陳X毅 $6,655

高X却 $7,000

展X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70467916 $7,120

善X人士 $8,000

第X銀行(花蓮分行) $8,000

蔡X民 $10,000

蔡X民 $10,000

吳X暉 $10,000

吳X生 $10,000

黃X華 $10,000

陳X輝 $10,000

整X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劉X慧 $10,000

張X瑀 $10,000

郭X鋒 $10,000

張X芬 $10,000

宋X懿 $10,000

陳X廷 $10,000

楊X頤 $10,000

許X閔 $10,000

惜X愛心會 $10,000

沈X美 $10,000

蘇X $10,000

許X華 $10,000

鄧X玉 $10,000

財X法人花蓮縣陳原紅先生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0,000

李X傑 $10,000

周X容 $10,000

楊X傑 $10,000

陳X生 $10,000

陳X蓉 $10,000

廖X菊 $10,000

黃X真 $10,000

黃X穎 $10,000

吳X家 $10,000

善X人士 $10,000

吳X慧 $10,000

王X群 $10,000

洪X喜 $10,000

何X孋 $10,000

楊X翰 $10,000

林X雄 $10,000

張X $10,000

邱X慶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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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X航 $10,000

陳X良 $10,000

尹X惠 $10,000

何X海 $10,000

羅X國 $10,000

楊X玲 $10,000

楊X玲 $10,000

亨X工業有限公司 $15,000

無X氏分享園區 $15,000

羅X文 $20,000

劉X川 $20,000

張X榮 $20,000

陳X好 $20,000

宗X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國X崇她社台北欣社 $20,000

黃X美 $20,000

閎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黃X文 $20,000

邱X松 $20,000

莊X慧 $20,000

吳X源 $20,000

許X鈞 $20,000

許X祥 $20,000

楊X芸 $20,000

歐 $20,000

陳X和 $20,000

朱X文 $20,000

楊X玲 $21,000

陳X達 $24,000

李X峰 $25,000

HXrjann J. Tsai $26,997

瑞X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有X責任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 $30,000

謝X英 $30,000

沈X嫻 $30,000

王X德 $30,000

吳X祥 $30,000

國X崇她社花蓮社 $40,000

馬X斌 $40,000

曹X懿 $50,000

鄭X賢 $50,000

王X仁 $50,000

林X涵 $50,000

翁X祥 $50,000

吳X雄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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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X醫院藥劑部慈友社 $50,000

謝X憲 $50,000

施X卿 $50,000

綠X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張X翠 $50,000

楊X淇 $50,000

夏X $50,000

莊X彰 $60,000

唐X $100,000

鹽X股份有限公司(統編：86718039) $150,000

王X仁 $150,000

張X秋眉 $200,000

趙X華 $300,000

宏X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統編 8656 3318) $500,000

創X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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