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姓名 捐款項目 捐款金額

曾○政 捐款 $25

曾○栩 職業重建基金 $100

侯○芬 捐款 $100

黃○彬 捐款 $100

周○翰 教保基金 $100

林○茜 捐款 $100

林○明 捐款 $100

楊○鳳 捐款 $100

李○興 林○燕 李○享 捐款 $100

黃○富 捐款 $100

康○仁 捐款 $100

潘○美 捐款 $100

劉○錚 教保基金 $100

黃○淦 捐款 $100

涂○寶 捐款 $100

蕭○富 捐款 $100

任○英 捐款 $100

林○娥 捐款 $100

蘇○秀 捐款 $100

江○瑾 捐款 $100

許○生 捐款 $100

許○怡 捐款 $100

許○怡 捐款 $100

劉○珉 捐款 $100

曾○鳳 捐款 $100

許○純 捐款 $100

許○馬 捐款 $100

鄧○曦 捐款 $100

李○暖 捐款 $100

何○崑 捐款 $100

林○能 捐款 $100

蕭○蕙 捐款 $100

陳○珊 捐款 $100

張○馳 捐款 $100

涂○芬 捐款 $100

陽○峰 捐款 $100

曾○蓮 捐款 $100

張○庭 捐款 $100

邱○蓮 捐款 $100

吳○海 捐款 $100

吳○潁 捐款 $100

吳○諴 捐款 $100

邱○容 捐款 $100

彭○妹 捐款 $100

鄭○霞 捐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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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蘭 捐款 $100

張○琦 捐款 $100

徐○蓮 捐款 $100

陳○珠 捐款 $100

葉○美 捐款 $100

趙○州 捐款 $100

呂○萍 捐款 $100

吳○蘭 捐款 $100

王○如 捐款 $100

林○璇 捐款 $100

陳○霞 捐款 $100

鄭○津 捐款 $100

邱○家 捐款 $100

許○蓮 捐款 $100

劉○郎 教保基金 $100

葉○德 捐款 $100

王○豪 捐款 $100

宋○達 教保基金 $100

梁○晶 捐款 $100

梁○恩 捐款 $100

王○晶 捐款 $100

花○市公所葉○雯 捐款 $104

潘○吓蚋 捐款 $125

潘○烈 捐款 $125

潘○番 捐款 $125

潘○賢 捐款 $125

潘○寬 捐款 $125

潘○彩 捐款 $125

潘○融 捐款 $125

潘○惠 捐款 $125

陳○燕 教保基金 $168

李○群 捐款 $200

黃○閔 捐款 $200

許○江 捐款 $200

李○馨 捐款 $200

陳○豪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200

江○吟 捐款 $200

蔣○真 捐款 $200

蔣○真 捐款 $200

陳○安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200

陳○瑩 捐款 $200

陳○源 捐款 $200

李○卿 捐款 $200

周○宇 教保基金 $200

林○盈 捐款 $200



收據姓名 捐款項目 捐款金額

黎明教養院2014年1月捐款明細表                                      2014.03.06  

巫○湄 捐款 $200

陳○隆 捐款 $200

傅○喨 捐款 $200

鄧○旻 教保基金 $200

鄧○旻 社區照顧基金 $200

鄧○旻 職業重建基金 $200

徐○樺 捐款 $200

賴○瑋 捐款 $200

林○琪 捐款 $200

曾○謀 捐款 $200

林○芬 捐款 $200

傅○喨 捐款 $200

陳○源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200

李○卿 捐款 $200

陳○宏 捐款 $200

陳○運 捐款 $200

陳○針 捐款 $200

陳○菱 捐款 $200

陳○瑩 捐款 $200

潘○辰 捐款 $200

李○順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200

陳○玉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200

施○柔 捐款 $200

陳○緯 捐款 $200

陳○庭 捐款 $200

黃○春 捐款 $200

詹○齡 捐款 $200

黃○皓 黃○霞 捐款 $200

古○梅 捐款 $200

劉○櫻 捐款 $200

王○順 捐款 $200

游○絮 捐款 $200

宋○屏 捐款 $200

陳○价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200

陳○逵 教保基金 $200

陳○湞 職業重建基金 $200

蔡○仁 教保基金 $200

黃○婷 捐款 $200

林○全 社區照顧基金 $200

李○清 社區照顧基金 $200

邱○家 教保基金 $200

卓○翔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200

劉○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200

蔡○婷 教保基金 $200

林○兆 捐款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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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華 捐款 $200

黃○瑜 捐款 $200

李○昕 社區照顧基金 $200

林○如 捐款 $200

吳○華 教保基金 $200

吳○邦 教保基金 $200

陳○珠 捐款 $200

湯○枝 捐款 $200

周○原 捐款 $200

周○瑜 捐款 $200

張○源 捐款 $250

邵○聲 陳○蓮 捐款 $250

邵○玲 捐款 $250

吳○唐 捐款 $250

吳○孟 捐款 $250

人○咖啡 捐款 $263

花○市公所主計室陸○文 捐款 $275

劉○蓮 捐款 $300

鄭○瑛 捐款 $300

李○龍 捐款 $300

張○慧 捐款 $300

簡○洲 職業重建基金 $300

簡○元 教保基金 $300

簡○俊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300

許○仁 捐款 $300

許○蘭 陳苡睿 捐款 $300

吳○慧 捐款 $300

蔣○頤 捐款 $300

葉○蓉 捐款 $300

黃○豪 捐款 $300

陳○宏 捐款 $300

游○隆 捐款 $300

林○鳳 捐款 $300

陳○屘 捐款 $300

陳○慧 捐款 $300

余○力 捐款 $300

邱○翔 教保基金 $300

楊○傑 教保基金 $300

涂○民 捐款 $300

江○娥 捐款 $300

善○人士(徐徐的溫度) 捐款 $300

王○慧鶯 教保基金 $300

黃○鑫 捐款 $300

鄭○ 萍 捐款 $300

謝○霞 捐款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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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名 捐款 $300

翁○娥 捐款 $300

張○文 捐款 $300

呂○正 捐款 $300

林○淇 捐款 $300

林○銘 捐款 $300

林○妥 社區照顧基金 $300

朱○帆 捐款 $300

莊○琳 社區照顧基金 $300

董○彣 教保基金 $300

黃○鴻 捐款 $300

廖○雱 捐款 $300

方○鈴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300

蕭○婷 捐款 $300

李○樺 教保基金 $300

林○佑 捐款 $300

林○婷 教保基金 $300

賴○珍 捐款 $300

劉○菁 教保基金 $300

鍾○ 教保基金 $300

王○裕 捐款 $300

善○人士 捐款 $315

盧○鑫 教保基金 $320

蔣○德 捐款 $330

林○本 捐款 $333

林○月娥 捐款 $333

林○玉 捐款 $334

吳○惠 捐款 $360

善○人士(宏偉機車行) 捐款 $392

發○中獎 捐款 $400

張○鳳 捐款 $400

傅○欽 捐款 $400

何○治 張○欣 何○安 何○倫 教保基金 $400

善○人士(晨間廚房) 捐款 $437

人○愛心會 捐款 $500

張○賢 捐款 $500

王○瑞 教保基金 $500

徐○娥 捐款 $500

劉○嘉 捐款 $500

王○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陳○ 捐款 $500

劉○塵 捐款 $500

汪○璆 捐款 $500

李○貞 捐款 $500

陳○輝 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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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玲 捐款 $500

林○賜 教保基金 $500

張○雲 捐款 $500

沈○羽 捐款 $500

陳○蘭 捐款 $500

李○宸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秦○萍 捐款 $500

高○雄 捐款 $500

陳○寒 捐款 $500

廖○君 捐款 $500

張○秀 捐款 $500

蔡○金臺 捐款 $500

陳○阿菊 捐款 $500

李○惠 捐款 $500

何○娣 捐款 $500

何○麴 捐款 $500

黃○慧 捐款 $500

甘○祥 捐款 $500

蘇○儀 捐款 $500

余○蓁 捐款 $500

張○生 張○德 黃○娟 捐款 $500

錢○德 教保基金 $500

李○菁 捐款 $500

程○明 捐款 $500

陳○美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林○珠 捐款 $500

涂○玉品 捐款 $500

葛○慈 捐款 $500

觀○旨殿 捐款 $500

李○華 捐款 $500

林○廷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王○璋 捐款 $500

張○賓 捐款 $500

廖○伶 捐款 $500

郭○熾 捐款 $500

國○企業社 劉○鐘 捐款 $500

何○傑 捐款 $500

蕭○山 捐款 $500

蕭○琳 捐款 $500

蕭○澤 捐款 $500

余○德.江○綸.余○盛.鄭○方.余○樂 捐款 $500

吳○才 捐款 $500

陳○吟 捐款 $500

曹○ 捐款 $500

陳○平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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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木 楊○哲 林○宣 徐○蓮 楊○蓉 捐款 $500

陳○瑩 林○宏 林○彤 林○均 林○君 捐款 $500

賴○蘭 捐款 $500

劉○岑 捐款 $500

詹○淵 捐款 $500

金○琦 捐款 $500

許○ 玲 捐款 $500

曹○怡 邱○道 捐款 $500

廖○鋒 捐款 $500

王○達 捐款 $500

蘇○君 捐款 $500

張○妤 捐款 $500

徐○道 捐款 $500

謝○書 社區照顧基金 $500

謝○書 捐款 $500

江○叡 捐款 $500

黃○玉 捐款 $500

林○枝 劉○得 捐款 $500

謝○慧 捐款 $500

潘○馚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陳○秀 捐款 $500

陳○秀 教保基金 $500

吳○庭 吳○茹 捐款 $500

陳○昶 教保基金 $500

張○萍 教保基金 $500

黃○君 余○全 余○臻 余○鎧 捐款 $500

陳○怡 捐款 $500

彭○凰 捐款 $500

黃○花 職業重建基金 $500

鍾○宏 捐款 $500

盧○琪 捐款 $500

陳○婷 捐款 $500

黃○琴 捐款 $500

蔡○瑛 教保基金 $500

蔡○瑛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黃○振 捐款 $500

臧○馨 捐款 $500

黃○之 捐款 $500

黃○瑞 捐款 $500

黃○嘉 捐款 $500

顏○文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顏○美 捐款 $500

葉○伶 教保基金 $500

李○恩 捐款 $500

張○琴 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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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尹 捐款 $500

黃○輝 捐款 $500

江○正 捐款 $500

吳○城 捐款 $500

蔡○芬 捐款 $500

林○芬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林○微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林○芳 捐款 $500

王○玲 捐款 $500

林○芳 捐款 $500

曾○賢 捐款 $500

張○芸 捐款 $500

林○璇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李○華 捐款 $500

吳○妮 教保基金 $500

王○生 捐款 $500

許○盈 捐款 $500

黃○蓮 捐款 $500

劉○晟 捐款 $500

彭○嫆 職業重建基金 $500

黃○蓮 教保基金 $500

賴○諭 教保基金 $500

賴○諭 職業重建基金 $500

鄭○仁 捐款 $500

廖○定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陳○中 捐款 $500

王○娜 捐款 $500

簡○媛 教保基金 $500

蔡○瑛 捐款 $500

葉○全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吳○靈 捐款 $500

林○鶯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張○文 教保基金 $500

林○鳳 捐款 $500

翁○花 捐款 $500

莊○香 教保基金 $500

林○展 捐款 $500

黃○英 教保基金 $500

林○蘋 捐款 $500

許○彰 捐款 $500

任○華 捐款 $500

陳○賢 捐款 $500

江○聲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王○珠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永○汽車(有)公司 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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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秋 捐款 $500

林○生 教保基金 $500

黃○芬 黃○鈞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黃○棻 捐款 $500

王○美 捐款 $500

周○玲 教保基金 $500

王○宇 教保基金 $500

柯○君 捐款 $500

楊○德 社區照顧基金 $500

謝○惠 捐款 $500

黃○雅 捐款 $600

竇○英 捐款 $600

賴○甯 捐款 $600

李○芳 捐款 $600

簡○玟 捐款 $600

張○惠 捐款 $600

王○雄 黃○君 王○惠 王○軒 捐款 $600

徐○萱 捐款 $600

賴○ 捐款 $600

郭○慈 捐款 $600

吳○設 劉○霞 捐款 $600

顏○哲 捐款 $600

謝○澤 謝○樺 捐款 $600

林○達 社區照顧基金 $600

吳○暉 捐款 $600

楊○O親子團 捐款 $600

黃○達 捐款 $600

楊○欣 捐款 $610

楊○祥 捐款 $610

黃○農 捐款 $675

黃○夫 捐款 $675

施○珊 捐款 $680

莊○綺 捐款 $700

江○珊 陳○甫 陳○和 捐款 $700

銀○貞 捐款 $700

葉○土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700

何○翎 捐款 $702

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750

葉○諭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800

蔡○芬 捐款 $800

顧○國 捐款 $800

善○人士(橘子工坊) 捐款 $872

善○人士(小惡魔藝術指甲) 捐款 $986

田○惠 捐款 $1,000

劉○民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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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揚 游○娟 捐款 $1,000

志○基督長老教會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

梁○琴 捐款 $1,000

楊○彥 捐款 $1,000

陳○仁 捐款 $1,000

侯○雍 捐款 $1,000

郭○榮.郭○碩 捐款 $1,000

高○珍 捐款 $1,000

吳○穎 捐款 $1,000

蔡○清 教保基金 $1,000

蔡○清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蔡○清 職業重建基金 $1,000

蔡○清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

游○峰 捐款 $1,000

林○貞 捐款 $1,000

楊○怡 捐款 $1,000

陳○珠 捐款 $1,000

李○季 捐款 $1,000

黃○鳳 捐款 $1,000

善○人士 捐款 $1,000

劉○弘 捐款 $1,000

李○燕 捐款 $1,000

黃○生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王○發 教保基金 $1,000

王○發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王○發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

楊○雄 捐款 $1,000

邵○愷 捐款 $1,000

李○宇 吳○娟 捐款 $1,000

林○美 捐款 $1,000

許○妹 教保基金 $1,000

徐○興 捐款 $1,000

陳○蘭 捐款 $1,000

吳○諭 捐款 $1,000

洪○卿 捐款 $1,000

善○人士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

楊○康 捐款 $1,000

曾○揚 游○娟 捐款 $1,000

吳○德 捐款 $1,000

魏○玲 捐款 $1,000

鄭○珠 捐款 $1,000

謝○晏 捐款 $1,000

善○人士 捐款 $1,000

溫○英 捐款 $1,000

賴○菊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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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 捐款 $1,000

徐○清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喬○有限公司 捐款 $1,000

陳○幸 捐款 $1,000

俞○哲 捐款 $1,000

俞○宜 捐款 $1,000

俞○貴 捐款 $1,000

童○敏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梁○ 捐款 $1,000

劉○來 捐款 $1,000

林○耀 捐款 $1,000

鍾○琴 捐款 $1,000

楊○羽 捐款 $1,000

林○妤 教保基金 $1,000

古○堂 艾○ 捐款 $1,000

徐○圓 捐款 $1,000

陳○淳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

蔡○祥 捐款 $1,000

張○英 捐款 $1,000

林○智 教保基金 $1,000

廖○真 教保基金 $1,000

張○珍 教保基金 $1,000

蔡○雪 教保基金 $1,000

王○村 教保基金 $1,000

陳○美 教保基金 $1,000

李○將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

張○真 捐款 $1,000

邱○新.張○霞.邱○穎.邱○儒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

張○男 捐款 $1,000

李○慈 捐款 $1,000

許○銘 捐款 $1,000

賈○婷 捐款 $1,000

黃○柚 教保基金 $1,000

張○美 捐款 $1,000

張○德 捐款 $1,000

康○智 捐款 $1,000

王○生 捐款 $1,000

葉○傑 捐款 $1,000

葉○綺 捐款 $1,000

邱○華 鄭○雅 捐款 $1,000

陳○月華 捐款 $1,000

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1,000

王○捷 捐款 $1,000

陳○揚 捐款 $1,000

曾○稜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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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祥 捐款 $1,000

王○春桃 捐款 $1,000

邱○志 捐款 $1,000

何○淑 捐款 $1,000

張○輝 捐款 $1,000

吳○華 捐款 $1,000

楊○和 捐款 $1,000

陳○平 捐款 $1,000

劉○祥 捐款 $1,000

鄧○翰 捐款 $1,000

蔡○琴 捐款 $1,000

林○淇 豐富生命傳盼望(內授中社字第1025053163號) $1,000

陳○吟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鄧○聖 捐款 $1,000

張○珍 捐款 $1,000

黃○宗 林○珍 捐款 $1,000

郭○龍 捐款 $1,000

謝○祐 捐款 $1,000

張○春梅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

陳○如 捐款 $1,000

黃○諒 教保基金 $1,000

善○人士 捐款 $1,000

梁○悅 捐款 $1,000

唐○金 捐款 $1,000

張○垂 捐款 $1,000

呂○蘭 捐款 $1,000

陳○泰 捐款 $1,000

善○人士 捐款 $1,000

善○人士 捐款 $1,000

康○國際有限公司(統編 29064241) 捐款 $1,000

薛○倫 捐款 $1,000

蔡○雄 傅○惠 蔡○學 蔡○育 捐款 $1,000

黃○婷 黃○涵 黃○倫 林○玫 捐款 $1,000

陳○德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胡○蒝 胡○瑋 捐款 $1,000

安○富美 教保基金 $1,000

徐○莉 捐款 $1,000

林○賢 捐款 $1,000

丁○卿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林○靈 捐款 $1,000

廖○賢 教保基金 $1,000

廖○賢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林○芸 捐款 $1,000

李○庭 教保基金 $1,000

弘○企業社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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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男 捐款 $1,000

林○惠 捐款 $1,000

唐○翔 捐款 $1,000

沈○馨 教保基金 $1,000

田○剛 教保基金 $1,000

張○遠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

林○毅 捐款 $1,000

黃○如 捐款 $1,000

陳○萍 教保基金 $1,000

張○鈞 教保基金 $1,000

楊○ 捐款 $1,000

曾○發 捐款 $1,000

胡○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呂○惠 捐款 $1,000

吳○偕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

徐○錦 捐款 $1,000

湯○慧 捐款 $1,000

邱○雄 教保基金 $1,000

許○昌 捐款 $1,000

順○行 捐款 $1,000

紀○耀 捐款 $1,000

紀○叡 捐款 $1,000

紀○羽 捐款 $1,000

紀○榕 捐款 $1,000

李○惠 捐款 $1,000

廖○立 捐款 $1,000

李○琦 捐款 $1,000

施○全 捐款 $1,000

吳○慧 捐款 $1,000

王○華 捐款 $1,000

楊○銘 洪○蓮 捐款 $1,000

蔡○薇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謝○安 謝○勳 教保基金 $1,000

倪○惠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張○雲 捐款 $1,000

劉○英 捐款 $1,000

藍○勝 教保基金 $1,000

黃○超 捐款 $1,000

張○榮 捐款 $1,000

莊○東 捐款 $1,000

陳○涵 捐款 $1,000

許○耀 捐款 $1,000

楊○誠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江○美 捐款 $1,000

周○誠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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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碧 教保基金 $1,000

吳○派 教保基金 $1,000

林○文 捐款 $1,000

賴○美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

袁○英 捐款 $1,000

賴○顏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

陳○雲 捐款 $1,000

楊○津 捐款 $1,000

曾○聰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

王○霖 捐款 $1,000

楊○宜 捐款 $1,000

張○瑛 捐款 $1,000

金○明 捐款 $1,000

余○源 教保基金 $1,000

劉○祥 教保基金 $1,000

蔡○淑貞 捐款 $1,000

柯○菊 捐款 $1,000

前○國際地板(有)公司 捐款 $1,000

善○人士 豐富生命傳盼望(內授中社字第1025053163號) $1,000

善○人士 豐富生命傳盼望(內授中社字第1025053163號) $1,000

林○曄 林○宏 捐款 $1,000

李○ 捐款 $1,020

林○雄 職業重建基金 $1,020

林○雄 捐款 $1,020

善○人士(佰葳服飾店) 捐款 $1,024

善○人士(美崙紅茶) 捐款 $1,083

沈○元 捐款 $1,200

王○來 捐款 $1,200

陳○如 職業重建基金 $1,200

華○水電工程行 08144661 捐款 $1,200

陳○安 社區照顧基金 $1,200

朱○敏 捐款 $1,200

謝○靜 捐款 $1,200

李○雪 捐款 $1,200

吳○霖 捐款 $1,200

富○田珠寶銀樓 捐款 $1,234

善○人士 捐款 $1,300

郭○君 捐款 $1,300

善○人士(寧記火鍋店) 捐款 $1,397

善○人士 捐款 $1,500

蕭○城 捐款 $1,500

陳○雯 社區照顧基金 $1,500

蔡○言 捐款 $1,500

蘇○科 捐款 $1,500

林○玲 捐款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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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玲 捐款 $1,500

謝○安 謝○勳 捐款 $1,500

林○乙 捐款 $1,500

林○遠 教保基金 $1,500

善○人士(四八高地) 捐款 $1,610

善○人士( 黎明小舖) 捐款 $1,800

廖○志 捐款 $1,800

善○人士 教保基金 $1,860

陳○美 教保基金 $2,000

葉○榮 捐款 $2,000

莊○芬 捐款 $2,000

何○均 捐款 $2,000

董○禮 捐款 $2,000

石○蓓 捐款 $2,000

蔡○霖 教保基金 $2,000

蕭○雲 捐款 $2,000

徐○阿敏 捐款 $2,000

陳○昌 捐款 $2,000

翁○霞 捐款 $2,000

林○次 捐款 $2,000

林○慧 捐款 $2,000

蔡○興 捐款 $2,000

郭○珍 捐款 $2,000

曾○遠 捐款 $2,000

范○鳳 捐款 $2,000

沈○羽 捐款 $2,000

柯○輝 捐款 $2,000

邱○甯 教保基金 $2,000

葉○卿 捐款 $2,000

侯○雍 捐款 $2,000

陳○惠 社區照顧基金 $2,000

劉○爵 社區照顧基金 $2,000

鍾○婷 捐款 $2,000

雷○ 捐款 $2,000

何○霏 社區照顧基金 $2,000

林○淑 教保基金 $2,000

吳○宇 捐款 $2,000

陳○蘭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2,000

吳○慶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2,000

劉○婷 捐款 $2,000

李○銘 捐款 $2,000

顧○國 捐款 $2,000

周○鳳 捐款 $2,000

陳○秀 捐款 $2,000

劉○孝 捐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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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大圖有限公司 捐款 $2,000

徐○哲 捐款 $2,000

徐○光 捐款 $2,000

張○騤 捐款 $2,000

傅○中 捐款 $2,000

財○法人中華基督教浸信會花蓮博愛堂

(統編：08151732)
捐款 $2,000

梁○美 捐款 $2,000

黃○海 捐款 $2,000

魏○珠 捐款 $2,000

林○宗 捐款 $2,000

尹○綢 捐款 $2,000

張○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2,000

張○莉 捐款 $2,000

陳○惠 社區照顧基金 $2,000

劉○富 辛○瑛 捐款 $2,000

劉○晟 捐款 $2,000

創○裕國際有限公司 社區照顧基金 $2,000

溫○英 捐款 $2,000

鄭○鳳 捐款 $2,000

林○男 捐款 $2,000

吳○金花 捐款 $2,000

林○妤 林○軒 教保基金 $2,000

郭○潔 簡○ 郭○雲 捐款 $2,000

曹○恩 捐款 $2,000

林○凱 捐款 $2,000

田○文 捐款 $2,000

徐○清 教保基金 $2,000

王○民 捐款 $2,000

蔡○安 教保基金 $2,000

高○駿 捐款 $2,000

羅○宜 捐款 $2,000

盧○芬 捐款 $2,000

陳○勳 捐款 $2,000

賴○蓉 教保基金 $2,000

陳○駒 捐款 $2,000

徐○惠 捐款 $2,000

羅○容 捐款 $2,000

高○妅 捐款 $2,000

郭○潔 簡○ 郭○雲 捐款 $2,000

李○壽 職業重建基金 $2,000

王○慈 捐款 $2,000

張○維 教保基金 $2,000

劉○毅 捐款 $2,000

王○眉 捐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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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 捐款 $2,000

柯○松 捐款 $2,000

徐○娟 捐款 $2,000

郭○儀 捐款 $2,000

顧○雲 捐款 $2,000

善○人士 捐款 $2,160

善○人士(李學智婦產科) 捐款 $2,258

善○人士(黎明紅茶) 捐款 $2,391

古○珠 捐款 $2,400

善○人士 捐款 $2,482

施○吟 社區照顧基金 $2,500

葉○文 捐款 $2,500

善○人士 社區照顧基金 $2,700

張○佼 捐款 $3,000

潘○昌 捐款 $3,000

余○雄 捐款 $3,000

唐○月雲 捐款 $3,000

王○義 捐款 $3,000

連○如 捐款 $3,000

蔡○輝 教保基金 $3,000

祺○科技有限公司(統編16924612) 捐款 $3,000

曾○郎 捐款 $3,000

陳○仁診所 捐款 $3,000

林○伶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3,000

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統編：

16962158)
捐款 $3,000

金○德 捐款 $3,000

吳○明 社區照顧基金 $3,000

吳○明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3,000

鍾○彬 教保基金 $3,000

李○城 捐款 $3,000

林○敏 捐款 $3,000

陳○秋美 捐款 $3,000

蕭○蓉 捐款 $3,000

李○憲 捐款 $3,000

李○達 捐款 $3,000

李○儒 捐款 $3,000

李○德 捐款 $3,000

蔡○發 捐款 $3,000

張○梅 捐款 $3,000

吳○恒 捐款 $3,000

蕭○雲 捐款 $3,000

行○宮 捐款 $3,000

蔡○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3,000

皮○民 教保基金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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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豐 捐款 $3,000

樊○穎 捐款 $3,000

黃○興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3,000

蔡○文 捐款 $3,000

呂○榛 捐款 $3,000

登○美牙醫診所 捐款 $3,000

李○齡 捐款 $3,059

朱○帆 捐款 $3,200

善○人士 捐款 $3,347

王○蓁 林○豪 林○蘋 林○瑀 捐款 $3,500

金○奕建設(股)公司 捐款 $3,600

陳○煌 捐款 $3,840

高○賓 捐款 $4,000

楊○永 捐款 $4,000

中○國際通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4,175

大○不動產經濟有限公司 捐款 $5,000

鄔○可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鄭○貞 黃○芃 捐款 $5,000

許○鏘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王○憲 蕭○文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李○建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李○娟 捐款 $5,000

傅○詳 捐款 $5,000

江○桔 捐款 $5,000

龐○媛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陳○華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史○東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謝○君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黃○香 捐款 $5,000

王○紅哖 捐款 $5,000

王○昌 捐款 $5,000

徐○真 捐款 $5,000

張○婷 捐款 $5,000

陳○森 捐款 $5,000

謝○玲 捐款 $5,000

陳○杰 許○華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楊○雯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張○村 捐款 $5,000

張○源 捐款 $5,000

李○柱 捐款 $5,000

李○正 捐款 $5,000

胡○貞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張○龍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戴○秋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張○禹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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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懋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吳○邦 捐款 $5,000

汪○英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吳○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胡○民 捐款 $5,000

王○燦 捐款 $5,000

噶○三乘法輪中心 捐款 $5,000

呂○嚴 捐款 $5,000

呂○禾 捐款 $5,000

林○平 捐款 $5,000

楊○杏 社區照顧基金 $5,000

薛○潔 薛○偉 捐款 $5,000

林○茗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林○杏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陳○娥 捐款 $5,000

蔡○碧娟 捐款 $5,000

花○縣中醫師公會 捐款 $5,000

吳○輯 捐款 $5,000

王○燕 捐款 $5,000

吳○強 捐款 $5,000

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5,000

邵○楨 捐款 $5,000

王○燕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吳○銘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0

歐○儒 捐款 $5,000

林○翠芬 捐款 $5,000

徐○茜 捐款 $5,000

李○發 捐款 $5,000

善○人士( 黎明小舖) 捐款 $5,112

善○人士( 黎明小舖) 捐款 $5,112

善○人士 教保基金 $5,200

方○樂 捐款 $5,500

林○宏 姚○娟 捐款 $6,000

陳○東 豐富生命傳盼望(內授中社字第1025053163號) $6,000

陳○珠 捐款 $6,000

黃○生 捐款 $6,000

康○本 捐款 $6,000

廖○豪 捐款 $6,000

徐○仁 捐款 $6,000

蘇○科 捐款 $7,000

范○芳 教保基金 $7,200

姜○鴻佑 捐款 $8,000

詹○禎 捐款 $8,000

林○輝 捐款 $8,000

中○大學花蓮校友會 捐款 $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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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捐款 $9,000

泓○投注站 張○村 謝○娟 張○銓 張○

甄 黃○英子
捐款 $9,000

蔡○娟 翁千涵 翁千祐 捐款 $10,000

江○文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0

陳○明 捐款 $10,000

財○法人台灣聖教會總會原住民教會月

眉教會
捐款 $10,000

路○英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0

楊○瑜 捐款 $10,000

吳○裕 社區照顧基金 $10,000

穆○雅 捐款 $10,000

何○忠 捐款 $10,000

徐○珠 徐○媛 徐○烜 捐款 $10,000

何○筠 捐款 $10,000

袁○城 捐款 $10,000

劉○勇 蔡○幸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0

台○市南門扶輪社 捐款 $10,000

林○佐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0

黃○文 捐款 $10,000

吳○川 捐款 $10,000

高○宇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0

劉○泮 林○美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00

施○慨 捐款 $10,000

林○ 甫 捐款 $10,000

蘇○民 捐款 $10,000

蔡○芸 捐款 $10,000

張○泰 捐款 $10,000

張○玟 捐款 $10,000

林○禮 捐款 $10,000

郭○廷 捐款 $10,000

張○芬 捐款 $10,000

陳○廷 捐款 $10,000

吳○誌 捐款 $10,000

黃○蘭 教保基金 $10,000

楊○玲 教保基金 $10,000

楊○玲 職業重建基金 $10,000

善○人士 豐富生命傳盼望(內授中社字第1025053163號) $10,000

但○理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12,000

許○貞 捐款 $12,000

亨○工業有限公司 捐款 $15,000

王○麟 捐款 $15,000

陳○蓮 捐款 $15,000

曾○蘭 捐款 $15,000

林○達 捐款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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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隆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20,000

丁○如 捐款 $20,000

黃○美 捐款 $20,000

呂○明 捐款 $20,000

傅○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20,000

謝○達 捐款 $20,000

金○財神廟 捐款 $20,000

柯○樺 捐款 $20,000

戴○育 捐款 $20,000

曹○明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25,000

段○康 捐款 $25,000

林○泉 捐款 $29,400

吳○祥 捐款 $30,000

賴○花 捐款 $30,000

黃○吉瓊 捐款 $30,000

嘉○空調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捐款 $30,000

陳○國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30,000

蔡○隆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35,000

賴○瑩 捐款 $50,000

季○英 捐款 $50,000

楊○卿 豐富生命傳盼望(內授中社字第1025053163號) $50,000

李○芳 陳○慎 教保基金 $50,000

林○立 捐款 $50,000

銘○農畜行13975525 捐款 $60,000

謝○憲 捐款 $100,000

陳○龍 捐款 $100,000

瑞○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699,720

台○市南門扶輪社 捐款 $8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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