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姓名 捐款項目 捐款金額

蕭○宏 教保基金 $50

陳○鳳 教保基金 $70

王○淇 教保基金 $100

林○娟 教保基金 $100

林○緯 教保基金 $100

林○晏 教保基金 $100

徐○琴 張○燕 教保基金 $100

陳○均 教保基金 $100

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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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興 捐款 $100

郭○禎 捐款 $100

張○瑾 捐款 $100

張○鏵 捐款 $100

曾○栩 職業重建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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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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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純 捐款 $100

許○馬 捐款 $100

鄧○曦 捐款 $100

李○暖 捐款 $100

侯○芬 捐款 $100

李○嫻 捐款 $100

汪○先 喜樂園基金 $100

何○崑 捐款 $100

林○能 捐款 $100

張○婷 捐款 $100

陳○珊 捐款 $100

涂○芬 捐款 $100

曾○蓮 捐款 $100

柯○如 捐款 $100

郭○毅 捐款 $100

徐○甫 捐款 $100

陳○吉 捐款 $100

陳○梅 捐款 $100

陳○文 捐款 $100

邱○慧 捐款 $100

林○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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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心人士 捐款 $100

康○仁 捐款 $100

潘○美 捐款 $100

葉○禎 捐款 $100

葉○伃 捐款 $100

鄒○諶 捐款 $100

李○桃 捐款 $100

鄒○璟 捐款 $100

許○嘉 教保基金 $100

邱○婷 教保基金 $100

吳○成 教保基金 $100

余○禎 教保基金 $100

洪○佩 教保基金 $100

邱○雲 教保基金 $100

羅○順 教保基金 $100

何○文 教保基金 $100

邱○怡 教保基金 $100

彭○貞 教保基金 $100

許○蓮 捐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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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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捐款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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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燕 教保基金 $168

陳○君 喜樂園基金 $200

李○群 捐款 $200

藍○芬 捐款 $200

謝○宏 捐款 $200

童○澤 捐款 $200

張○璘 捐款 $200

黃○閔 捐款 $200

朱○玉環 捐款 $200

陳○華 捐款 $200

朱○德 捐款 $200

戴○怡 教保基金 $200

林○吉 教保基金 $200

李○翰 教保基金 $200

陳○榮 教保基金 $200

廖○昌 教保基金 $200

詹○篁 教保基金 $200

葉○強 教保基金 $200

陳○銘 教保基金 $200

黃○娟 教保基金 $200

兆○水電材料行 教保基金 $200

莊○燕 教保基金 $200

鄭○尹 教保基金 $200

張○彥 教保基金 $200

協○行興業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200

陳○隆 捐款 $200

邱○華 捐款 $200

潘○辰 捐款 $200

施○柔 捐款 $200

王○娟 捐款 $200

張○錦 捐款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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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皓 黃○霞 捐款 $200

張○雄 周○萍 捐款 $200

邱○美 捐款 $200

陳○ 捐款 $200

賴○瑋 捐款 $200

黃○慈 捐款 $200

廖○志 教保基金 $200

曾○雯 教保基金 $200

吳○玟 喜樂園基金 $200

吳○珩 教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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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峰 捐款 $200

林○兆 捐款 $200

張○庭 捐款 $200

王○真 喜樂園基金 $200

朱○玉環 捐款 $200

陳○豪 喜樂園基金 $200

李○昕 社區照顧基金 $200

陳○珠 教保基金 $200

湯○枝 捐款 $200

蕭○蕙 捐款 $200

張○娟 捐款 $200

劉○欣 捐款 $200

李○卿 捐款 $200

楊○汝 捐款 $200

許○江 捐款 $200

畢○ 捐款 $200

龔○紅 捐款 $200

奉○ 捐款 $200

盧○華 捐款 $200

鄒○嫻 捐款 $200

林○欣 捐款 $200

王○順 捐款 $200

宋○屏 捐款 $200

黃○婷 捐款 $200

蔡○婷 教保基金 $200

卓○翔 喜樂園基金 $200

林○銘 捐款 $300

董○彣 教保基金 $300

朱○帆 捐款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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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正 捐款 $300

張○文 捐款 $300

林○妥 社區照顧基金 $300

林○淇 捐款 $300

王○慧鶯 教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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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霞 捐款 $300

黃○鑫 捐款 $300

翁○娥 捐款 $300

楊○名 捐款 $300

楊○榮 捐款 $300

盧○愛 捐款 $300

曾○雯 捐款 $300

藍○溱 捐款 $300

李○娟 捐款 $300

韋○玲 捐款 $300

鍾○芹 捐款 $300

藤○ 捐款 $300

劉○霞 捐款 $300

周○秀 捐款 $300

張○容 捐款 $300

張○恩 捐款 $300

鄭○萍 捐款 $300

薛○羚 捐款 $300

顏○莎 捐款 $300

張○ 捐款 $300

黃○鴻 捐款 $300

涂○民 捐款 $300

徐○渝 捐款 $300

顏○惠 捐款 $300

廖○雱 捐款 $300

方○鈴 喜樂園基金 $300

彭○期 捐款 $300

林○花 教保基金 $300

林○羽 教保基金 $300

林○佑 捐款 $300

江○鳳娥 捐款 $300

李○馨 捐款 $300

邱○翔 喜樂園基金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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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妹 捐款 $300

李○龍 捐款 $300

黃○麗 捐款 $300

信○水電材料行 教保基金 $300

陳○君 教保基金 $300

林○慧 教保基金 $300

李○瑤 教保基金 $300

真○自助餐 教保基金 $300

陳○安 捐款 $300

鄭○喬 捐款 $300

賴○華 捐款 $300

宋○康 捐款 $300

善心人士 捐款 $300

蕭○澤 捐款 $300

蕭○宏 捐款 $300

陳○慧 捐款 $300

張○偉 捐款 $300

楊○傑 教保基金 $300

王○鳳鶯 捐款 $300

鍾○妹 捐款 $300

何○娣 捐款 $400

林○儒.鄭○.鄭○分.鄭○丹 捐款 $400

何○治 張○欣 何○安 何○倫 教保基金 $400

戴○益 捐款 $450

吳○雯 捐款 $480

陳○婕 捐款 $485

韓○樺 教保基金 $500

蕭○山 捐款 $500

蕭○琳 捐款 $500

余○德.江○綸.余○盛.鄭○方.余○樂 喜樂園基金 $500

郭○熾 捐款 $500

董○吉 捐款 $500

陳○屘 捐款 $500

林○廷 喜樂園基金 $500

傅○玲 捐款 $500

王○培 捐款 $500

陳○蘭 捐款 $500

林○生 捐款 $500

林○生 捐款 $500

林○珠 捐款 $500

李○君 捐款 $500

施○萍 捐款 $500

康○娟 捐款 $500

蕭○芳 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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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築 捐款 $500

甘○祥 捐款 $500

何○傑 捐款 $500

崇○牙醫診所 蔡○雄 捐款 $500

陳○ 捐款 $500

曹○ 捐款 $500

曹○怡 邱○道 捐款 $500

徐○秋 捐款 $500

詹○淵 捐款 $500

金○琦 捐款 $500

許○ 玲 捐款 $500

顏○桀 教保基金 $500

林○雯 教保基金 $500

歐○斯興業有限公司(統編：25127602) 教保基金 $500

遠○家具企業有限公司(統編：54681398) 教保基金 $500

許○傑 教保基金 $500

陳○廷 教保基金 $500

何○倫 教保基金 $500

王○讌 教保基金 $500

謝○楟 教保基金 $500

覃○華 教保基金 $500

宏○電料行 教保基金 $500

劉○賢 教保基金 $500

蘇○潔 教保基金 $500

林○家 教保基金 $500

林○宏 教保基金 $500

蔡○珊 教保基金 $500

林○梅 教保基金 $500

國○企業社 劉○鐘 捐款 $500

陳○甫 捐款 $500

劉○福 捐款 $500

李○貞 捐款 $500

蘇○儀 社區照顧基金 $500

蔡○希 捐款 $500

李○華 捐款 $500

何○義 捐款 $500

何○照 捐款 $500

何○月招 捐款 $500

何○慧 捐款 $500

蕭○旻 捐款 $500

程○娟 捐款 $500

永○汽車(有)公司 捐款 $500

王○如 捐款 $500

李○庭 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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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岑 捐款 $500

周○斌 捐款 $500

張○豪 捐款 $500

李○ 捐款 $500

余○均 捐款 $500

林○鶯 喜樂園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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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園基金 $500

江○聲 喜樂園基金 $500

王○珠 喜樂園基金 $500

人○愛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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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玉品 喜樂園基金 $500

陳○任 捐款 $500

顏○玲 喜樂園基金 $500

胡○瑋 捐款 $500

秦○萍 捐款 $500

蔡○金臺 捐款 $500

劉○塵 捐款 $500

陳○ 捐款 $500

吳○華 社區照顧基金 $500

林○登枝 喜樂園基金 $500

許○華 捐款 $500

陳○興 捐款 $500

李○惠 捐款 $500

高○明 捐款 $500

曾○琴 捐款 $500

曾○琴 捐款 $500

王○ 喜樂園基金 $500

王○咨 喜樂園基金 $500

林○興 捐款 $500

陳○平 喜樂園基金 $500

鐘○原 教保基金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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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君 捐款 $500

遠○家具企業有限公司(統編：54681398) 教保基金 $500

蔡○雄 捐款 $500

陳○吟 捐款 $500

張○生 張○德 黃○娟 捐款 $500

張○凱 捐款 $500

歐○鴻 捐款 $500

陳○玲 教保基金 $500

黃○華 捐款 $500

李○玲 喜樂園基金 $500

黃○君 捐款 $500

林○涼 喜樂園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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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園基金 $500

陳○麗 喜樂園基金 $500

江○遠 喜樂園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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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園基金 $500

潘○萍 教保基金 $500

劉○毅 喜樂園基金 $500

廖○定 喜樂園基金 $500

陳○中 捐款 $500

劉○毅 社區照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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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蓮 教保基金 $500

鄭○倩 捐款 $500

徐○琪 教保基金 $500

彭○嫆 職業重建基金 $500

林○榮 教保基金 $500

傅○煌 捐款 $500

林○霖 捐款 $500

彭○連 捐款 $500

陳○珍 捐款 $500

彭○凰 捐款 $500

林○璇 喜樂園基金 $500



收據姓名 捐款項目 捐款金額

黎明教養院2014年9月捐款明細表                                      2014.10.27

黃○蓮 捐款 $500

黃○花 職業重建基金 $500

鍾○宏 捐款 $500

張○萍 教保基金 $500

吳○庭 吳○茹 捐款 $500

鄧○尹 捐款 $500

江○正 捐款 $500

吳○城 喜樂園基金 $500

劉○晟 捐款 $500

王○生 捐款 $500

鄭○仁 捐款 $500

顏○文 喜樂園基金 $500

顏○美 捐款 $500

葉○伶 喜樂園基金 $500

李○恩 捐款 $500

陳○婷 捐款 $500

黃○琴 捐款 $500

傅○欽 捐款 $500

黃○雯 捐款 $500

黃○美瑟 捐款 $500

王○如 職業重建基金 $500

林○芬 喜樂園基金 $500

林○微 喜樂園基金 $500

林○芳 捐款 $500

許○盈 捐款 $500

蔡○瑛 教保基金 $500

蔡○瑛 喜樂園基金 $500

王○玲 捐款 $500

林○芳 捐款 $500

張○福 捐款 $500

曾○賢 捐款 $500

陳○昶 教保基金 $500

江○叡 捐款 $500

謝○慧 捐款 $500

黃○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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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德 社區照顧基金 $500

潘○馚 喜樂園基金 $500

周○玲 教保基金 $500

王○宇 教保基金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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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惠 捐款 $500

王○美 捐款 $500

善心人士 教保基金 $550

劉○龍 社區照顧基金 $550

謝○澤 謝○樺 捐款 $600

見○號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600

陳○茹 教保基金 $600

趙○緯 捐款 $600

雄○堂台北分堂 捐款 $600

關○紛 捐款 $600

黃○雅 捐款 $600

徐○萱 捐款 $600

王○雄 黃○君 王○惠 王○軒 捐款 $600

林○泉 捐款 $630

葉○土 喜樂園基金 $700

江○珊 教保基金 $700

蔡○芬 捐款 $800

葉○諭 教保基金 $800

顧○國 捐款 $800

徐○興 教保基金 $800

善心人士 捐款 $1,000

劉○來 捐款 $1,000

志○基督長老教會 捐款 $1,000

許○妹 喜樂園基金 $1,000

田○文 捐款 $1,000

郭○元 捐款 $1,000

善心人士 捐款 $1,000

阮○庭 教保基金 $1,000

方○珍 喜樂園基金 $1,000

吳○德 捐款 $1,000

黃○惠 捐款 $1,000

李○季 捐款 $1,000

林○貞 捐款 $1,000

王○雄 捐款 $1,000

曾○君 教保基金 $1,000

江○松 捐款 $1,000

劉○弘 捐款 $1,000

陳○仁 捐款 $1,000

沈○敏 捐款 $1,000

林○芳枝 捐款 $1,000

王○琴 捐款 $1,000

黃○生 教保基金 $1,000

侯○雍 捐款 $1,000

郭○慈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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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鳳 捐款 $1,000

林○淑 捐款 $1,000

楊○雄 捐款 $1,000

邵○愷 捐款 $1,000

吳○穎 捐款 $1,000

荷○中醫診所 捐款 $1,000

丁○倫 教保基金 $1,000

蔡○貞 教保基金 $1,000

蔡○忠 教保基金 $1,000

綠○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1,000

黃○峰 教保基金 $1,000

蔡○哲 教保基金 $1,000

翰○水電材料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1,000

明○福水電材料行 教保基金 $1,000

陳○華 教保基金 $1,000

柯○鳳 教保基金 $1,000

田○惠 捐款 $1,000

張○蓉 教保基金 $1,000

北○水電材料行 教保基金 $1,000

賀○電料行 教保基金 $1,000

高○盡 捐款 $1,000

高○義 捐款 $1,000

劉○祥 捐款 $1,000

王○發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王○發 喜樂園基金 $1,000

正○興業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1,000

賴○勻 教保基金 $1,000

鄭○冠 教保基金 $1,000

陳○成 教保基金 $1,000

湯○媛 教保基金 $1,000

國○水電衛生材料行 教保基金 $1,000

鄭○明宣 教保基金 $1,000

杜○斌 教保基金 $1,000

蘇○弘 教保基金 $1,000

張○玉 教保基金 $1,000

林○珠 教保基金 $1,000

黃○紅 教保基金 $1,000

張○祐 教保基金 $1,000

林○華 教保基金 $1,000

李○原 教保基金 $1,000

林○蓮 教保基金 $1,000

林○仙 教保基金 $1,000

林○妏 教保基金 $1,000

陳○喬 教保基金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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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強 教保基金 $1,000

連○如 捐款 $1,000

邱○華 鄭○雅 捐款 $1,000

游○蓉 捐款 $1,000

吳○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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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富美 教保基金 $1,000

徐○莉 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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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文 捐款 $1,000

詹○鈞 捐款 $1,000

沈○敏 捐款 $1,000

李○勤 捐款 $1,000

鄭○珠 捐款 $1,000

李○碧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丁○卿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黃○翔 捐款 $1,000

謝○元 捐款 $1,000

宋○遠 教保基金 $1,000

黃○娟 捐款 $1,000

徐○峰 教保基金 $1,000

徐○清 教保基金 $1,000

李○玫 捐款 $1,000

葉○君 教保基金 $1,000

張○裕 教保基金 $1,000

曾○旻 教保基金 $1,000

許○木 捐款 $1,000

陳○濠 捐款 $1,000

陳○宏 捐款 $1,000

蕭○娟 捐款 $1,000

邱○新.張○霞.邱○穎.邱○儒 喜樂園基金 $1,000

蔡○婚 捐款 $1,000

徐○琛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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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菁 喜樂園基金 $1,000

劉○陽 捐款 $1,000

陳○淳 喜樂園基金 $1,000

邱○義 捐款 $1,000

施○珊 教保基金 $1,000

郭○婷 捐款 $1,000

周○誠 捐款 $1,000

賴○美 喜樂園基金 $1,000

莊○東 捐款 $1,000

張○榮 捐款 $1,000

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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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派 教保基金 $1,000

李○華 捐款 $1,000

楊○誠 捐款 $1,000

張○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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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顏 喜樂園基金 $1,000

林○文 捐款 $1,000

袁○英 捐款 $1,000

石○瑋 捐款 $1,000

鄭○修 喜樂園基金 $1,000

鄭○修 教保基金 $1,000

蘇○仁 捐款 $1,000

馬○茗 捐款 $1,000

吳○風 捐款 $1,000

顏○汎 捐款 $1,000

辜○娟 喜樂園基金 $1,000

林○儒 喜樂園基金 $1,000

林○德 捐款 $1,000

黃○如 捐款 $1,000

唐○翔 捐款 $1,000

劉○毅 職業重建基金 $1,000

劉○毅 教保基金 $1,000

沈○馨 教保基金 $1,000

張○遠 喜樂園基金 $1,000

林○毅 捐款 $1,000

順○行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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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倫 捐款 $1,000

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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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錦 捐款 $1,000

曾○發 捐款 $1,000

湯○慧 捐款 $1,000

邱○雄 教保基金 $1,000

林○曄 林○宏 捐款 $1,000

余○源 捐款 $1,000

蔡○淑貞 捐款 $1,000

胡○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呂○惠 捐款 $1,000

前○國際地板(有)公司 捐款 $1,000

趙○娟 捐款 $1,020

林○雄 捐款 $1,020

林○英 社區照顧基金 $1,123

林○蘊 喜樂園基金 $1,200

王○傑 教保基金 $1,200

陳○源 李○卿 陳○宏 陳○瑩 喜樂園基金 $1,200

謝○靜 捐款 $1,200

善心人士 捐款 $1,280

郭○君 捐款 $1,300

林○乙 捐款 $1,500

朱○敏 捐款 $1,500

陳○薇 捐款 $1,500

王○華 捐款 $1,500

陳○玲 捐款 $1,500

林○遠 教保基金 $1,500

蘇○科 捐款 $1,500

李○霆 捐款 $1,500

王○航 捐款 $1,500

林○玲 捐款 $1,500

蘇○鳴 教保基金 $1,500

朱○肇 教保基金 $1,500

陳○英 喜樂園基金 $1,600

財○法人中華基督教浸信會花蓮博愛堂(統

編：08151732)
捐款 $2,000

甘○賜 捐款 $2,000

羅○男 教保基金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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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勳 教保基金 $2,000

創○裕國際有限公司 社區照顧基金 $2,000

鄭○靜 捐款 $2,000

陳○惠 教保基金 $2,000

吳○杰 捐款 $2,000

賴○蓉 職業重建基金 $2,000

張○家 捐款 $2,000

鄭○純 捐款 $2,000

邱○甯 教保基金 $2,000

吳○宇 捐款 $2,000

雷○ 捐款 $2,000

顧○國 捐款 $2,000

蔡○興 捐款 $2,000

陳○智 教保基金 $2,000

蔡○仁 教保基金 $2,000

程○宇 教保基金 $2,000

戴○夢 教保基金 $2,000

李○洹 教保基金 $2,000

鄭○芝 喜樂園基金 $2,000

郭○潔 簡○ 郭○雲 捐款 $2,000

劉○樂 教保基金 $2,000

魏○純 藍○玲 教保基金 $2,000

林○嬥 教保基金 $2,000

富○水電材料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2,000

瑞○水電材料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2,000

劉○ 教保基金 $2,000

王○萱 教保基金 $2,000

電○電業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2,000

鉅○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2,000

陳○臻 教保基金 $2,000

高○駿 捐款 $2,000

雷○ 捐款 $2,000

許○村 喜樂園基金 $2,000

羅○宜 捐款 $2,000

邱○豪 捐款 $2,000

王○裕 喜樂園基金 $2,000

王○垚 捐款 $2,000

尹○綢 捐款 $2,000

洪○良 捐款 $2,000

顏○貞子 捐款 $2,000

黃○美 捐款 $2,000

吳○祥 捐款 $2,000

謝○憲 捐款 $2,000

柯○松 捐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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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眉 捐款 $2,000

許○秋 捐款 $2,000

陳○南 捐款 $2,000

郭○儀 捐款 $2,000

徐○娟 捐款 $2,000

江○蘭 捐款 $2,020

林○芸 捐款 $2,500

曾○揚 捐款 $2,500

王○蓁 林○豪 林○蘋 林○瑀 捐款 $2,500

葉○文 捐款 $2,500

江○章 喜樂園基金 $3,000

樊○穎 捐款 $3,000

登○美牙醫診所 捐款 $3,000

黃○柔 捐款 $3,000

林○美 捐款 $3,000

高○鈞 教保基金 $3,000

周○洹 捐款 $3,000

許○銘 捐款 $3,000

李○達 捐款 $3,000

李○德 捐款 $3,000

李○儒 捐款 $3,000

李○憲 捐款 $3,000

陳○昌 捐款 $3,000

李○文 教保基金 $3,000

臧○玲 教保基金 $3,000

紘○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3,000

桃○水電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3,000

東○水電材料行 教保基金 $3,000

吳○川 捐款 $3,000

李○潔 捐款 $3,000

蘇○ 教保基金 $3,000

蔡○輝 教保基金 $3,000

林○堂 捐款 $3,000

王○潔 教保基金 $3,000

善心人士 教保基金 $3,240

俊○水電工程 教保基金 $3,300

善心人士 教保基金 $3,675

黃○珠 捐款 $4,000

李○娟 捐款 $4,000

彭○翎 捐款 $4,100

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5,000

亢○蘭 教保基金 $5,000

林○泉 捐款 $5,000

楊○萱 捐款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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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皓 捐款 $5,000

江○桔 捐款 $5,000

林○芬 捐款 $5,000

小○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5,000

地○配管材料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5,000

鄭○娟 捐款 $5,000

陳○芯 教保基金 $5,000

新○市同心慈善協會 捐款 $5,000

連○印刷廠 捐款 $5,000

財○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捐款 $5,000

葉○珠 捐款 $5,000

王○娥 捐款 $5,000

廖○志 捐款 $5,000

飛○貓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5,000

林○翠芬 捐款 $5,000

林○華 教保基金 $5,000

賴○蓉 職業重建基金 $5,000

楊○玲 教保基金 $5,000

楊○玲 職業重建基金 $5,000

沈○倩 捐款 $5,000

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統編：70439551) 捐款 $5,000

蔡○ 教保基金 $5,000

蔡○ 喜樂園基金 $5,000

胡○慈 喜樂園基金 $5,000

楊○如 社區照顧基金 $5,500

李○山 職業重建基金 $6,000

私○富國文理短期補習班 教保基金 $6,000

三○工程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6,000

張○鳳 捐款 $6,000

廖○豪 捐款 $6,000

但○理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6,000

陳○英 捐款 $10,000

水○城美語 捐款 $10,000

翔○藝品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10,000

金○族企業有限公司(統編54183364) 教保基金 $10,000

富○自由國際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10,000

陳○瑜 教保基金 $10,000

郭○杏 社區照顧基金 $10,000

陳○秀媛 教保基金 $10,000

亨○工業有限公司 捐款 $10,000

蔡○秀 捐款 $10,000

周○宏 捐款 $10,000

楊○鳳 捐款 $10,000

陳○廷 捐款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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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彬 喜樂園基金 $10,000

胡○英 捐款 $15,000

曹○之 捐款 $20,000

高○ 教保基金 $20,000

安○營造有限公司 捐款 $20,000

傅○ 喜樂園基金 $20,000

新○市和平扶輪社 捐款 $20,000

大○溪扶輪社 捐款 $20,000

樹○芳園扶輪社 捐款 $20,000

樹○扶輪社 捐款 $20,000

新○市樹林區福利旺扶輪社 捐款 $20,000

善心人士(徐徐的溫度) 捐款 $22,000

江○卿 喜樂園基金 $22,000

善心人士 教保基金 $26,200

呂○純 教保基金 $27,400

徐○英 捐款 $30,000

黃○美 捐款 $30,000

楊○豪 捐款 $30,000

施○卿 捐款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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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鳳昭 捐款 $100,000

提○米蘇精緻蛋糕 捐款 $367,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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