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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政 捐款 $25

善心人士 捐款 $100

張○婷 捐款 $100

善心人士 捐款 $100

善心人士 捐款 $100

善心人士 捐款 $100

善心人士 捐款 $100

葉○禎 捐款 $100

葉○伃 捐款 $100

侯○芬 捐款 $100

陳○生全家 捐款 $100

李○興 林○燕 李○享 捐款 $100

陳○吉 捐款 $100

陳○梅 捐款 $100

陳○文 捐款 $100

邱○慧 捐款 $100

李○桃 捐款 $100

鄒○諶 捐款 $100

鄒○璟 捐款 $100

潘○美 捐款 $100

康○仁 捐款 $100

劉○宇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00

林○茜 捐款 $100

李○玲 捐款 $100

汪○先 教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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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蘭 捐款 $100

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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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霞 捐款 $100

吳○玲 捐款 $100

黃○淦 捐款 $100

涂○寶 捐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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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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馳 捐款 $100

涂○芬 捐款 $100

曾○蓮 捐款 $100

朱○妹 捐款 $100

陳○珊 捐款 $100

何○崑 捐款 $100

林○能 捐款 $100

許○蓮 捐款 $100

劉○郎 教保基金 $100

葉○德 捐款 $100

梁○晶 捐款 $100

梁○恩 捐款 $100

王○晶 捐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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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 教保基金 $168

耀○國際生技公司 捐款 $200

潘○辰 捐款 $200

張○錦 捐款 $200

施○柔 捐款 $200

邱○華 捐款 $200

余○菊 梁○勇 捐款 $200

善心人士 捐款 $200

張○_豪 捐款 $200

任○景 捐款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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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瑋 捐款 $200

李○群 捐款 $200

江○清 捐款 $200

黃○閔 捐款 $200

林○霓 捐款 $200

洪○餘 捐款 $200

楊○成 張○英 捐款 $200

葉○仁 捐款 $200

鄒○波 陳○枝 捐款 $200

廖○志 教保基金 $200

發票中獎 捐款 $200

黃○春 捐款 $200

林○文 教保基金 $200

蔡○憲 捐款 $200

陳○豪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200

陳○宜 教保基金 $200

王○宏 捐款 $200

許○裕 捐款 $200

傅○軒 捐款 $200

傅○均 捐款 $200

巫○琪 捐款 $200

李○俊 捐款 $200

陳○明 捐款 $200

袁○ 捐款 $200

徐○樺 捐款 $200

黃○珠 捐款 $200

吳○玟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200

林○兆 捐款 $200

陳○華 捐款 $200

林○如 捐款 $200

吳○華 教保基金 $200

吳○邦 教保基金 $200

黃○瑜 捐款 $200

李○昕 社區照顧基金 $200

陳○珠 教保基金 $200

湯○枝 捐款 $200

王○順 捐款 $200

宋○屏 捐款 $200

蔡○仁 教保基金 $200

黃○婷 捐款 $200

卓○翔 捐款 $200

蔡○婷 教保基金 $200

邱○育 捐款 $250

王○璋 捐款 $250

楊○如 社區照顧基金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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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康 捐款 $300

邱○翔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300

陳○學 捐款 $300

古○梅 捐款 $300

善心人士 捐款 $300

善心人士 捐款 $300

黃○華 捐款 $300

楊○傑 教保基金 $300

陳○慧 捐款 $300

林○佑 捐款 $300

林○源 職業重建基金 $300

蔣○頤 捐款 $300

江○鳳娥 捐款 $300

黃○鴻 捐款 $300

方○鈴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300

廖○雱 捐款 $300

彭○期 捐款 $300

羅○蓮 捐款 $300

游○隆 社區照顧基金 $300

紀○美 捐款 $300

呂○正 捐款 $300

張○文 捐款 $300

林○妥 社區照顧基金 $300

林○銘 捐款 $300

林○淇 捐款 $300

王○慧鶯 教保基金 $300

黃○鑫 捐款 $300

林○成 教保基金 $300

劉○菁 教保基金 $300

鍾○ 教保基金 $300

王○裕 捐款 $300

李○樺 教保基金 $300

林○婷 教保基金 $300

董○彣 教保基金 $300

朱○帆 捐款 $300

莊○琳 社區照顧基金 $300

謝○霞 捐款 $300

翁○娥 捐款 $300

楊○名 捐款 $300

林○榮 捐款 $315

宋○明 捐款 $400

李○旺 捐款 $400

吳○福 捐款 $400

吳○珩 教保基金 $400

何○娣 捐款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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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儒.鄭○.鄭○分.鄭○丹 捐款 $400

何○治 張○欣 何○安 何○倫 教保基金 $400

善心人士 教保基金 $450

善心人士(久壽便當) 捐款 $496

蔡○金臺 捐款 $500

廖○君 捐款 $500

李○誠 捐款 $500

林○登枝 捐款 $500

蔡○雄 捐款 $500

徐○彬 捐款 $500

余○蓁 捐款 $500

陳○平 捐款 $500

林○珠 捐款 $500

蕭○山 捐款 $500

蕭○琳 捐款 $500

蕭○澤 捐款 $500

蘇○儀 社區照顧基金 $500

涂○民 捐款 $500

陳○吟 捐款 $500

陳○玲 捐款 $500

謝○仁 捐款 $500

人○愛心會 捐款 $500

劉○塵 捐款 $500

鄭○欽 捐款 $500

吳○華 捐款 $500

錢○德 教保基金 $500

莊○程 教保基金 $500

莊○程 社區照顧基金 $500

莊○程 捐款 $500

程○娟 捐款 $500

永○汽車(有)公司 捐款 $500

余○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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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英 教保基金 $500

許○彰 捐款 $500

邱○屏 捐款 $500

吳○靈 捐款 $500

翁○花 教保基金 $500

莊○香 教保基金 $500

林○展 捐款 $500

任○華 捐款 $500

陳○賢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江○聲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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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珠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林○惠 捐款 $500

陳○阿菊 捐款 $500

連○蘭 捐款 $500

王○如 捐款 $500

李○庭 捐款 $500

陳○屘 捐款 $500

胡○瑋 捐款 $500

黃○華 捐款 $500

李○玲 捐款 $500

黃○君 捐款 $500

徐○珠 教保基金 $500

徐○珠 社區照顧基金 $500

徐○珠 職業重建基金 $500

徐○珠 捐款 $500

周○意 捐款 $500

史○真 教保基金 $500

陳○甫 捐款 $500

曾○妹 捐款 $500

林○淑 陳○英 教保基金 $500

涂○玉品 捐款 $500

劉○岑 捐款 $500

甘○祥 捐款 $500

何○傑 捐款 $500

李○吉 捐款 $500

葉○舒 捐款 $500

曾○如 捐款 $500

蔡○蘭 捐款 $500

陳○宇 教保基金 $500

汪○忠 蘇○誼 捐款 $500

吳○唐 捐款 $500

許○雪 捐款 $500

善心人士 捐款 $500

善心人士 捐款 $500

賴○華 捐款 $500

張○生 張○德 黃○娟 捐款 $500

李○儒 教保基金 $500

陳○阿菊 捐款 $500

國○企業社 劉○鐘 捐款 $500

王○儀 捐款 $500

陳○蘭 捐款 $500

李○貞 捐款 $500

康○豪 康○雅 康○正 陳○玲 捐款 $500

鄭○凡 捐款 $500

李○華 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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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甄 教保基金 $500

湯○甄 社區照顧基金 $500

曹○怡 邱仁道 捐款 $500

田○惠 捐款 $500

陳○玲 捐款 $500

歐○鴻 捐款 $500

楊○水 楊○哲 林○宣 徐○蓮 楊○蓉 捐款 $500

詹○淵 捐款 $500

金○琦 捐款 $500

許○ 玲 捐款 $500

莊○程 教保基金 $500

莊○程 社區照顧基金 $500

莊○程 職業重建基金 $500

鄭○樂 捐款 $500

林○廷 捐款 $500

方○玉 方○文 捐款 $500

曹○ 捐款 $500

陳○揚 捐款 $500

王○咨 捐款 $500

王○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500

徐○秋 捐款 $500

洪○蓮 捐款 $500

黃○惠 捐款 $500

楊○久 卓○淑 捐款 $500

蘇○玖 陳○娥 捐款 $500

康○麗 捐款 $500

張○美 捐款 $500

張○雲 捐款 $500

林○泰 蔡○穎 捐款 $500

梁○圳 李○娥 捐款 $500

莊○ 捐款 $500

林○龍 捐款 $500

呂○義 謝○鳳 捐款 $500

李○雲 捐款 $500

王○淑卿 捐款 $500

陳○雄 陳○菊 捐款 $500

吳○一 吳○娣 捐款 $500

陳○昶 教保基金 $500

林○璇 捐款 $500

黃○花 職業重建基金 $500

黃○蓮 捐款 $500

彭○凰 捐款 $500

鍾○宏 捐款 $500

張○萍 教保基金 $500

吳○庭 吳○茹 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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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雯 捐款 $500

黃○美瑟 捐款 $500

王○如 職業重建基金 $500

林○芬 捐款 $500

林○微 捐款 $500

林○芳 捐款 $500

許○盈 捐款 $500

蔡○瑛 教保基金 $500

蔡○瑛 捐款 $500

王○玲 捐款 $500

林○芳 捐款 $500

張○福 捐款 $500

曾○賢 捐款 $500

吳○城 捐款 $500

鄧○尹 捐款 $500

江○正 捐款 $500

劉○晟 捐款 $500

王○生 捐款 $500

鄭○仁 捐款 $500

顏○文 捐款 $500

顏○美 捐款 $500

葉○伶 捐款 $500

李○恩 捐款 $500

陳○婷 捐款 $500

黃○琴 捐款 $500

傅○欽 捐款 $500

廖○定 捐款 $500

陳○中 捐款 $500

劉○毅 社區照顧基金 $500

劉○毅 捐款 $500

黃○蓮 教保基金 $500

賴○諭 教保基金 $500

賴○諭 職業重建基金 $500

王○娜 捐款 $500

簡○媛 教保基金 $500

彭○連 捐款 $500

陳○珍 捐款 $500

鄭○倩 捐款 $500

徐○琪 教保基金 $500

彭○嫆 職業重建基金 $500

林○涼 捐款 $500

林○榮 教保基金 $500

傅○煌 捐款 $500

林○霖 捐款 $500

陳○麗 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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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遠 捐款 $500

徐○民 捐款 $500

廖○賢 捐款 $500

楊○瑛 教保基金 $500

林○佑 社區照顧基金 $500

林○瑩 職業重建基金 $500

林○堂 捐款 $500

潘○萍 教保基金 $500

楊○德 社區照顧基金 $500

潘○馚 捐款 $500

江○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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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 捐款 $500

周○玲 教保基金 $500

王○宇 教保基金 $500

謝○惠 捐款 $500

黃○玉 捐款 $500

賴○發 捐款 $550

善心人士(蒨魔法蛋糕) 捐款 $581

阮○玲 捐款 $600

王○成 捐款 $600

陳○源 李○卿 陳○宏 陳○瑩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600

謝○澤 謝○樺 捐款 $600

趙○緯 捐款 $600

劉○翔 李○英 捐款 $600

黃○雅 捐款 $600

徐○萱 捐款 $600

王○雄 黃○君 王○惠 王○軒 捐款 $600

廖○達 王○珍 捐款 $700

葉○土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700

善心人士 教保基金 $730

陳○閔.陳○嫻.陳○翔 捐款 $750

善心人士 教保基金 $751

葉○諭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800

顧○國 捐款 $800

邱○玲 捐款 $800

蔡○芬 捐款 $800

善心人士(9號髮粧) 捐款 $810

善心人士(蜜多便利商店) 捐款 $819

劉○弘 捐款 $1,000

邱○威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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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邱○豪 捐款 $1,000

郭○元 捐款 $1,000

阮○庭 教保基金 $1,000

梁○ 捐款 $1,000

劉○來 捐款 $1,000

陳○仁 捐款 $1,000

發票中獎 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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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德 捐款 $1,000

張○輝 捐款 $1,000

劉○祥 捐款 $1,000

楊○和 捐款 $1,000

楊○慶 捐款 $1,000

張○秀 捐款 $1,000

張○芸 捐款 $1,000

林○貴 捐款 $1,000

黃○生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鄭○華 捐款 $1,000

崇○牙醫診所 蔡○雄 捐款 $1,000

嘉○縣鹿滿國小體適能班 捐款 $1,000

李○季 捐款 $1,000

黃○鳳 捐款 $1,000

吳○穎 捐款 $1,000

李○珍 捐款 $1,000

陳○泰 教保基金 $1,000

邵○惠 捐款 $1,000

志○基督長老教會 捐款 $1,000

徐○峰 教保基金 $1,000

徐○清 教保基金 $1,000

沈○敏 捐款 $1,000

林○貞 捐款 $1,000

陳○平 捐款 $1,000

林○婷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高○桂 捐款 $1,000

善心人士 捐款 $1,000

鄒○鳳 捐款 $1,000

林○城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方○昌 捐款 $1,000

謝○真 捐款 $1,000

趙○斌 莊春 捐款 $1,000

鄔○宇 王○婷 捐款 $1,000

楊○猛 張○秀 捐款 $1,000

黃○吉 蔡○枝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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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臼 捐款 $1,000

黃○麗玉 捐款 $1,000

羅○昇 莊○燕 捐款 $1,000

吳○月正 捐款 $1,000

楊○雄 捐款 $1,000

邵○愷 捐款 $1,000

劉○恩 捐款 $1,000

潘○展 戴○妝 捐款 $1,000

潘○理 捐款 $1,000

蔡○源 邱○珠 捐款 $1,000

蔡○民 林○娟 捐款 $1,000

蔡○安 捐款 $1,000

蔡○財 楊○如 捐款 $1,000

鄭○仲 潘○君 捐款 $1,000

鄭○嘉 捐款 $1,000

吳○成 呂○惠 捐款 $1,000

荷○中醫診所 捐款 $1,000

巴○駿 蕭○伶 捐款 $1,000

王○富 張○芳 捐款 $1,000

沈○富 蔡○理 捐款 $1,000

李○龍 王○珍 捐款 $1,000

林○偉 陳○仁 捐款 $1,000

林○生 捐款 $1,000

郭○文 方○雪 捐款 $1,000

陳○熊 捐款 $1,000

陳○勳 鄭○文 捐款 $1,000

陳○修 捐款 $1,000

黃○枝 捐款 $1,000

柯○仁 蔡○慧 捐款 $1,000

柯○利 高○蘭 柯○切 捐款 $1,000

張○寧 許○惠 捐款 $1,000

李○瑩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劉○晟 捐款 $1,000

楊○傳 捐款 $1,000

董○斌 捐款 $1,000

李○將 捐款 $1,000

胡○耀 捐款 $1,000

鄭○穎 教保基金 $1,000

梁○光 捐款 $1,000

楊○康 捐款 $1,000

廖○珠 捐款 $1,000

邱○新.張○霞.邱○穎.邱○儒 捐款 $1,000

高○駿 捐款 $1,000

廖○誼 捐款 $1,000

王○春桃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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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貞 捐款 $1,000

賴○宇 捐款 $1,000

田○文 捐款 $1,000

謝○元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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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如 捐款 $1,000

安○富美 教保基金 $1,000

徐○莉 捐款 $1,000

丁○卿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林○靈 捐款 $1,000

林○芸 捐款 $1,000

楊○雯 捐款 $1,000

廖○賢 教保基金 $1,000

廖○賢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林○賢 捐款 $1,000

鄧○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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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祥 教保基金 $1,000

邱○華 鄭○雅 捐款 $1,000

彭○添 捐款 $1,000

謝○懋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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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祥 曾○凱 捐款 $1,000

郭○婷 捐款 $1,000

周○誠 捐款 $1,000

賴○美 捐款 $1,000

吳○派 教保基金 $1,000

莊○東 捐款 $1,000

張○榮 捐款 $1,000

黃○超 捐款 $1,000

張○瑛 捐款 $1,000

李○琦 捐款 $1,000

王○華 捐款 $1,000

楊○銘 洪○蓮 捐款 $1,000

倪○惠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李○華 捐款 $1,000

李○倫 捐款 $1,000

施○全 捐款 $1,000

順○行 捐款 $1,000

紀○耀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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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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風 捐款 $1,000

顏○汎 捐款 $1,000

蘇○仁 捐款 $1,000

林○德 捐款 $1,000

辜○娟 捐款 $1,000

林○儒 捐款 $1,000

唐○翔 捐款 $1,000

黃○如 捐款 $1,000

沈○馨 教保基金 $1,000

田○剛 教保基金 $1,000

張○遠 捐款 $1,000

劉○毅 職業重建基金 $1,000

劉○毅 教保基金 $1,000

林○毅 捐款 $1,000

賴○顏 捐款 $1,000

金○明 捐款 $1,000

王○霖 捐款 $1,000

楊○宜 捐款 $1,000

賴○碧 教保基金 $1,000

林○文 捐款 $1,000

徐○錦 捐款 $1,000

余○源 教保基金 $1,000

蔡○淑貞 捐款 $1,000

柯○菊 捐款 $1,000

林○曄 林○宏 捐款 $1,000

邱○雄 教保基金 $1,000

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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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心人士(晨間廚房) 捐款 $1,004

林○雄 職業重建基金 $1,020

李○ 捐款 $1,030

鄭○欣 職業重建基金 $1,051

劉○龍 社區照顧基金 $1,100

林○英 社區照顧基金 $1,123

善心人士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200

包○德 捐款 $1,200

謝○靜 捐款 $1,200

郭○君 捐款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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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 教保基金 $1,400

林○惠 捐款 $1,500

善心人士 捐款 $1,500

林○遠 教保基金 $1,500

林○玲 捐款 $1,500

李○霆 捐款 $1,500

溫○志 捐款 $1,500

徐○娥 捐款 $1,500

王○航 捐款 $1,500

蘇○科 捐款 $1,500

林○乙 捐款 $1,500

陳○薇 捐款 $1,500

王○華 捐款 $1,500

朱○敏 捐款 $1,500

善心人士(李學智婦產科) 捐款 $1,939

吳○金花 捐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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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憲 捐款 $2,000

吳○祥 捐款 $2,000

黃○美 捐款 $2,000

顏○慧 捐款 $2,000

黃○松 捐款 $2,000

吳○杰 捐款 $2,000

郭○潔 簡○ 郭○雲 捐款 $2,000

張○財 捐款 $2,000

尹○綢 捐款 $2,000

羅○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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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麗 捐款 $2,000

劉○孝 捐款 $2,000

高○駿 捐款 $2,000

賴○美 捐款 $2,000

謝○玉 捐款 $2,000

謝○彰 劉○芳 捐款 $2,000

黃○銘 捐款 $2,000

溫○煌 陳○珍 捐款 $2,000

劉○章 陳○蓁 捐款 $2,000

張○哲 蔡○江 捐款 $2,000

黃○智 李○玲 捐款 $2,000

李○恭 林○真 捐款 $2,000

王○恭 沈○琳 捐款 $2,000

李○潔 捐款 $2,000

王○鳳 捐款 $2,000

王○惠 捐款 $2,000



收據姓名 捐款項目 捐款金額

黎明教養院2014年8月捐款明細表                                      2014.09.19

高○鳳 捐款 $2,000

李○明 捐款 $2,000

蘇○凱 洪○惠 捐款 $2,000

吳○宇 捐款 $2,000

張○珊 捐款 $2,000

孫○蓉 社區照顧基金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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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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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蓉 職業重建基金 $2,000

創○裕國際有限公司 社區照顧基金 $2,000

吳○宇 捐款 $2,000

顧○國 捐款 $2,000

花○縣女童軍會 職業重建基金 $2,000

許○杰 捐款 $2,000

芝○街美語 曾老師 捐款 $2,000

邱○甯 教保基金 $2,000

鐘○民 捐款 $2,000

唐○月雲 捐款 $2,000

蔡○興 捐款 $2,000

陳○玄 捐款 $2,000

呂○榛 捐款 $2,000

施○娟 捐款 $2,000

蔡○宏 捐款 $2,000

王○吉 捐款 $2,000

3○0F區晶英獅子會 捐款 $2,000

韓○瑛 捐款 $2,000

花○縣女童軍會 捐款 $2,000

于○美 捐款 $2,000

陳○惠 教保基金 $2,000

施○彤 捐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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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蓮 社區照顧基金 $2,000

許○秋 捐款 $2,000

郭○儀 捐款 $2,000

徐○娟 捐款 $2,000

顧○雲 捐款 $2,000

王○眉 捐款 $2,000

柯○松 捐款 $2,000

陳○南 捐款 $2,000

莊○霓 捐款 $2,160

戴○榮 捐款 $2,500

馮○峰-峰起雲湧(擁)台灣峰雲會(中區) 捐款 $2,500

王○蓁 林○豪 林○蘋 林○瑀 捐款 $2,500

潘○春 豐富生命勤自立(衛部救字第1030060770號) $2,500

葉○文 捐款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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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 教保基金 $2,530

善心人士 捐款 $2,700

邱○達 康○娟 捐款 $3,000

顏○貞子 捐款 $3,000

周○盆仔 捐款 $3,000

陳○典 捐款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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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儒 捐款 $3,000

李○憲 捐款 $3,000

李○達 捐款 $3,000

李○德 捐款 $3,000

劉○玲 捐款 $3,000

吳○玲 捐款 $3,000

洪○穎 捐款 $3,000

陳○萍 捐款 $3,000

蕭○蓉 捐款 $3,000

張○豐 捐款 $3,000

魏○ 捐款 $3,000

東○安樂園 捐款 $3,000

花○驪山老母慈雲宮總廟 捐款 $3,000

郭○瑋 捐款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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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昇 捐款 $3,000

蕭○隆 捐款 $3,000

歐○芬 捐款 $3,000

晶○能量生技有限公司 捐款 $3,000

蔡○輝 教保基金 $3,000

吳○川 捐款 $3,000

鄭○惠 捐款 $3,000

登○美牙醫診所 捐款 $3,000

樊○穎 捐款 $3,000

蔡○卿 捐款 $3,200

財○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 捐款 $3,200

施○義 捐款 $3,800

盧○南 捐款 $4,000

陳○雯 捐款 $4,000

劉○信 林○琍 捐款 $4,000

新○類文明文教基金會 教保基金 $4,600

N○rman Vincent 捐款 $4,896

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5,000

譚○榮 捐款 $5,000

張○雲 捐款 $5,000

蔡○碧娟 捐款 $5,000

林○泉 捐款 $5,000

蘇○庭 曾○郁 捐款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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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雯 捐款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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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傑 捐款 $5,000

花○縣醫師公會 捐款 $5,000

趙○安 捐款 $5,000

劉○嬙 捐款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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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翠芬 捐款 $5,000

陳○瑩 捐款 $5,000

胡○慈 捐款 $5,000

幸○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5,000

花○縣醫師公會 職業重建基金 $5,000

詹○達 捐款 $5,000

詹○娃 捐款 $5,000

賴○蓉 職業重建基金 $5,000

林○華 教保基金 $5,000

劉○榮 捐款 $5,000

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統編：70439551) 捐款 $5,000

杜○珠 教保基金 $5,410

陳○春 捐款 $6,000

郝○薇 郝○資 捐款 $6,000

黃○生 捐款 $6,000

善心人士 教保基金 $6,030

觀○士 捐款 $7,000

康○學校高中部 捐款 $8,500

張○錦 捐款 $9,000

蘇○祥 捐款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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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務 捐款 $10,000

新○類文明文教基金會 捐款 $10,000

鄭○昌 捐款 $10,000

董○菊 捐款 $10,000

柯○雲 捐款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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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玲 捐款 $10,000

王○群 捐款 $10,000

樂○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10,000

張○芬 捐款 $10,000

亨○工業有限公司 捐款 $10,000

郭○宗 捐款 $10,000

曾○旋 職業重建基金 $10,000

周○宏 捐款 $10,000

高○欵 捐款 $10,000

楊○玲 教保基金 $10,000

楊○玲 職業重建基金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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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畢 捐款 $12,000

許○貞 捐款 $12,000

善心人士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1020163646號) $12,671

台○基督長老教會安坑教會(統編：76765315) 捐款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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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美 捐款 $20,000

國○崇她社台北市欣社 捐款 $20,000

郭○樹 捐款 $20,000

游○嶸 捐款 $20,000

愛○義賣社團 捐款 $21,850

周○平 教保基金 $30,000

花○扶輪社 社區照顧基金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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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宣 捐款 $50,000

吳○慧 捐款 $100,000

陳○卿 豐富生命勤自立(衛部救字第1030060770號) $100,000

台○市南門扶輪社 豐富生命勤自立(衛部救字第1030060770號) $100,000

台○市南門扶輪社 豐富生命勤自立(衛部救字第1030060770號) $200,000

吳○昇 捐款 $200,000

萬○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07493009) 豐富生命勤自立(衛部救字第1030060770號) $300,000

財○法人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統編：29249233) 捐款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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