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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政 捐款 $25

曾○政 捐款 $25

蔡○林 捐款 $41

黃○珠 捐款 $82

善心人士 捐款 $88

陳○文 捐款 $100

邱○慧 捐款 $100

陳○吉 捐款 $100

陳○梅 捐款 $100

徐○甫 捐款 $100

林○茜 捐款 $100

李○嬌 捐款 $100

曾○禎 捐款 $100

蔣○頤 捐款 $100

陳○聰 捐款 $100

李○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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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興 捐款 $100

潘○美 捐款 $100

李○興 林○燕 李○享 捐款 $100

葉○禎 捐款 $100

葉○伃 捐款 $100

李○桃 捐款 $100

鄒○諶 捐款 $100

鄒○璟 捐款 $100

侯○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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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州 捐款 $100

吳○蘭 捐款 $100

趙○榮 捐款 $100

吳○樺 捐款 $100

鍾○愛 捐款 $100

林○敏 捐款 $100

邱○蓮 捐款 $100

吳○海 捐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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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潁 捐款 $100

吳○諴 捐款 $100

鄧○蘭 捐款 $100

呂○萍 捐款 $100

鄭○霞 捐款 $100

陳○珠 捐款 $100

王○如 捐款 $100

張○琦 捐款 $100

徐○蓮 捐款 $100

善心人士 捐款 $100

彭○妹 捐款 $100

葉○美 捐款 $100

邱○容 捐款 $100

鄧○曦 捐款 $100

許○馬 捐款 $100

許○怡 捐款 $100

許○怡 捐款 $100

李○暖 捐款 $100

江○瑾 捐款 $100

許○生 捐款 $100

許○純 捐款 $100

蕭○富 捐款 $100

黃○淦 捐款 $100

劉○珉 捐款 $100

曾○鳳 捐款 $100

涂○寶 捐款 $100

任○英 捐款 $100

林○娥 捐款 $100

蘇○秀 捐款 $100

陳○梅 捐款 $100

陳○文 捐款 $100

陳○吉 捐款 $100

邱○慧 捐款 $100

陳○珊 捐款 $100

何○崑 捐款 $100

林○能 捐款 $100

蕭○蕙 捐款 $100

柯○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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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心人士 捐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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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郎 教保基金 $100

張○庭 捐款 $100

葉○德      捐款 $100

曾○蓮 捐款 $100

汪○先 教保基金 $100

許○蓮 捐款 $100

涂○芬 捐款 $100

葉○誠 捐款 $100

梁○晶 捐款 $100

梁○恩 捐款 $100

張○馳 捐款 $100

李○泰 捐款 $120

張○幸 捐款 $120

宋○禾 捐款 $120

鐘○宜 捐款 $120

楊○軒 捐款 $120

謝○華 捐款 $120

謝○華 捐款 $120

唐○恩 捐款 $120

陳○慧 捐款 $120

高○齡 捐款 $120

林○媖 捐款 $120

許○發 捐款 $120

徐○綾 捐款 $120

彭○瑩 捐款 $120

連○翔 捐款 $120

蔡○林 捐款 $120

陳○祺 捐款 $120

吳○仁 捐款 $120

王○豪 捐款 $120

呂○葶 捐款 $120

陳○羽 捐款 $120

李○芬 捐款 $120

梁○榮 捐款 $120

李○宜 捐款 $120

劉○珠 捐款 $120

鄭○祈 捐款 $120

邱○義 捐款 $120

善心人士 捐款 $120

善心人士 捐款 $120

游○慧 捐款 $120

游○慧 捐款 $120

朱○鼎 捐款 $122

潘○烈 捐款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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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番 捐款 $125

潘○寬 捐款 $125

潘○賢 捐款 $125

潘○彩 捐款 $125

潘○融 捐款 $125

潘○吓蚋 捐款 $125

潘○惠 捐款 $125

潘○賢 捐款 $125

潘○彩 捐款 $125

潘○番 捐款 $125

潘○寬 捐款 $125

潘○吓蚋 捐款 $125

潘○烈 捐款 $125

潘○融 捐款 $125

潘○惠 捐款 $125

周○廷 捐款 $130

張○瑜 捐款 $130

朱○馨 捐款 $143

陳○青 捐款 $144

孫○思 捐款 $144

善心人士 捐款 $150

郭○香 捐款 $155

善心人士(飲冰室書店) 捐款 $159

林○文 捐款 $160

花○縣花蓮市

中原國民小學四年三班 捐款 $163

陳○燕 教保基金 $168

藍○珠 捐款 $175

黃○閔 捐款 $200

吳○衡 社區照顧基金 $200

黃○皓  黃○霞 捐款 $200

藍○芬 捐款 $200

謝○宏 捐款 $200

童○澤 捐款 $200

張○璘 捐款 $200

陳○華 捐款 $200

朱○德 捐款 $200

江○文 捐款 $200

劉○花 捐款 $200

曾○欽 捐款 $200

何○彣 捐款 $200

朱○萍 捐款 $200

何○椿 捐款 $200

巫○鳳 捐款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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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余 捐款 $200

鄭○祈 捐款 $200

陳○蓁 捐款 $200

鍾○琴 捐款 $200

邱○萍 捐款 $200

李○凱 捐款 $200

張○婷 捐款 $200

陳○安 捐款 $200

李○群 捐款 $200

施○柔 捐款 $200

潘○辰 捐款 $200

邱○華 捐款 $200

張○錦 捐款 $200

黃○玲 教保基金 $200

張○妃 教保基金 $200

陳○隆 捐款 $200

賴○瑋 捐款 $200

林○牡丹 捐款 $200

林○慧 捐款 $200

林○敏 捐款 $200

廖○志 教保基金 $200

張○娟 捐款 $200

吳○美 教保基金 $200

吳○鼎 捐款 $200

林○耀 社區照顧基金 $200

趙○榕 捐款 $200

陳○ 捐款 $200

王○順    捐款 $200

林○兆 捐款 $200

黃○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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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捐款 $200

陳○珠 教保基金 $200

湯○枝 捐款 $200

梁○俊 捐款 $200

林○鑫 捐款 $200

宋○屏 捐款 $200

吳○珩 教保基金 $200

紀○美 捐款 $200

中○國小英語教室 捐款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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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久壽便當) 捐款 $222

胡○嶼 捐款 $230

蘇○霞 社區照顧基金 $233

黃○茹 捐款 $236

陳○逵 捐款 $240

楊○真 捐款 $240

康○玉 捐款 $240

林○惠 捐款 $240

游○雪 捐款 $240

梁○瑄 捐款 $240

鄭○元 捐款 $240

黃○民 陳○珠 捐款 $240

施○緹 捐款 $240

農○麗 捐款 $240

王○嬌 捐款 $250

善心人士 捐款 $282

中○國小503班 捐款 $289

楊○傑 教保基金 $300

陳○慧 捐款 $300

王○鳳鶯 捐款 $300

顧○國 捐款 $300

游○隆 捐款 $300

宋○康 捐款 $300

陳○安 捐款 $300

鄭○喬 捐款 $300

賴○華 捐款 $300

賴○津 捐款 $300

邱○媜 捐款 $300

廖○如 捐款 $300

善心人士 捐款 $300

涂○民 捐款 $300

林○佑 捐款 $300

林○益 捐款 $300

章○娥 捐款 $300

劉○蓮 捐款 $300

李○龍 捐款 $300

鍾○芸 捐款 $300

宋○康 捐款 $300

蕭○ 捐款 $300

耀○國際生技公司 捐款 $300

史○真 教保基金 $300

王○慧鶯 教保基金 $300

善心人士 捐款 $300

董○彣 教保基金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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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霞 捐款 $300

廖○雱 捐款 $300

林○妥 社區照顧基金 $300

楊○名 捐款 $300

朱○帆 捐款 $300

翁○娥 捐款 $300

呂○正      捐款 $300

林○淇   捐款 $300

林○中 捐款 $300

黃○鑫 捐款 $300

黃○鴻 捐款 $300

張○文 捐款 $300

葉○哲 捐款 $300

林○銘 捐款 $300

劉○菁 教保基金 $300

林○成 教保基金 $300

彭○期 捐款 $300

王○裕 捐款 $300

鍾○ 教保基金 $300

邱○舜 捐款 $307

羅○生 捐款 $313

陳○溶 捐款 $320

吳○穎 捐款 $320

喻○蓮 教保基金 $320

許○鄉 捐款 $330

黃○銘 捐款 $335

邱○凱 捐款 $339

柯○愛 捐款 $342

楊○如 社區照顧基金 $344

莊○珍 捐款 $360

鍾○郡 捐款 $360

中○國小五年二班 捐款 $374

黃○霙 捐款 $396

發○中獎 捐款 $400

梁○閔 捐款 $400

周○宇 捐款 $400

何○娣 捐款 $400

林○儒.鄭○.鄭○分.鄭○丹 捐款 $400

方○玉 邱○君 捐款 $400

何○治 張○欣 何○安 何○倫  教保基金 $400

善心人士(9號髮粧) 捐款 $425

錄○辦公室家具整合設計 社區照顧基金 $430

維○命概念廚房 捐款 $436

戴○益 捐款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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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 捐款 $455

王○發 捐款 $476

呂○萱 捐款 $495

中○國小四年一班 捐款 $495

錢○德 教保基金 $500

金○琦 捐款 $500

詹○淵 捐款 $500

許○   玲 捐款 $500

曹○ 捐款 $500

徐○秋 捐款 $500

人○愛心會 捐款 $500

陳○揚 捐款 $500

許○華 捐款 $500

楊○水 楊○哲 林○宣 徐○蓮 楊○蓉 捐款 $500

曹○怡 邱仁道 捐款 $500

陳○吟 捐款 $500

康○娟 捐款 $500

李○君 捐款 $500

蕭○芳 捐款 $500

施○萍 捐款 $500

王○培 捐款 $500

傅○玲 捐款 $500

呂○鐘 捐款 $500

陳○如 捐款 $500

國○企業社 劉德鐘 捐款 $500

林○廷 捐款 $500

陳○屘 捐款 $500

郭○熾 捐款 $500

鑫○實業有限公司 捐款 $500

張○生 張○德 黃○娟 捐款 $500

李○華 捐款 $500

余○德.江○綸.余○盛.鄭○方.余○樂 捐款 $500

陳○芬 捐款 $500

葉○舒 捐款 $500

陳○辰 捐款 $500

陳○村 捐款 $500

蔡○梅 捐款 $500

周○汶 捐款 $500

黃○齊 捐款 $500

陳○阿菊 捐款 $500

善心人士 捐款 $500

李○貞 捐款 $500

陳○甫 捐款 $500

張○娟 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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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山 捐款 $500

蕭○琳 捐款 $500

蕭○澤 捐款 $500

善心人士 捐款 $500

宋○涵 捐款 $500

宋○信 捐款 $500

宋○智 捐款 $500

廖○傑 捐款 $500

廖○安 捐款 $500

李○珊 社區照顧基金 $500

張○娟 教保基金 $500

李○誠 捐款 $500

陳○生 捐款 $500

陳○織女 捐款 $500

何○傑 捐款 $500

鄧○東 捐款 $500

林○龍 捐款 $500

林○珠 捐款 $500

陳○蘭 捐款 $500

林○成 社區照顧基金 $500

王○珍 社區照顧基金 $500

林○美 捐款 $500

楊○貞 捐款 $500

詹○秋 社區照顧基金 $500

陳○玉 捐款 $500

徐○玲 捐款 $500

方○榮 捐款 $500

劉○塵 捐款 $500

王○璋 捐款 $500

林○珠 捐款 $500

H○ Fu 捐款 $500

王○風 捐款 $500

張○緯 捐款 $500

李○恬 捐款 $500

林○妹 捐款 $500

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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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祥 捐款 $500

涂○玉品 捐款 $500

張○凱 捐款 $500

林○登枝 捐款 $500

劉○岑 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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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隆 社區照顧基金 $500

李○華 捐款 $500

林○惠 捐款 $500

陳○興 捐款 $500

李○惠 捐款 $500

許○華 捐款 $500

李○庭 捐款 $500

王○如 捐款 $500

鄭○欽 捐款 $500

蔡○金臺 捐款 $500

李○儒 教保基金 $500

人○愛心會 捐款 $500

錢○德 教保基金 $500

劉○晟 捐款 $500

徐○民 捐款 $500

善心人士 捐款 $500

林○鳳 捐款 $500

傅○煌 捐款 $500

彭○嫆    職業重建基金 $500

吳○庭 吳○茹 捐款 $500

黃○花 職業重建基金 $500

鄧○尹 捐款 $500

鍾○宏 捐款 $500

陳○中 捐款 $500

黃○琴 捐款 $500

江○叡 捐款 $500

徐○道 捐款 $500

陳○玲 教保基金 $500

楊○德 社區照顧基金 $500

張○文 教保基金 $500

賴○諭 教保基金 $500

賴○諭 職業重建基金 $500

謝○慧 捐款 $500

程○娟 捐款 $500

王○美   捐款 $500

陳○昶      教保基金 $500

張○福 捐款 $500

任○華 捐款 $500

彭○凰 捐款 $500

莊○香 教保基金 $500

楊○瑛 教保基金 $500

黃○玉 捐款 $500

翁○花 教保基金 $500

曾○賢 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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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正 捐款 $500

林○展 捐款 $500

林○瑩 職業重建基金 $500

林○佑 社區照顧基金 $500

傅○欽 捐款 $500

陳○婷 捐款 $500

張○萍 教保基金 $500

許○盈 捐款 $500

周○玲 教保基金 $500

王○宇         教保基金 $500

謝○惠           捐款 $500

永○汽車(有)公司 捐款 $500

張○妤 捐款 $500

彭○連 捐款 $500

黃○美瑟 捐款 $500

王○玲 捐款 $500

王○珠 職業重建基金 $500

江○綢妹 捐款 $500

侯○容 捐款 $500

陳○玲 捐款 $500

張○鈺 捐款 $500

吳○玲 教保基金 $500

劉○俊 教保基金 $500

劉○俊 社區照顧基金 $500

劉○屏 教保基金 $500

何○燕 捐款 $500

傅○芳 捐款 $500

鄭○仁 捐款 $500

劉○毅 社區照顧基金 $500

林○榮 教保基金 $500

李○恩 捐款 $500

吳○靈 捐款 $500

顏○美 捐款 $500

邱○屏 捐款 $500

蔡○瑛 教保基金 $500

許○彰 捐款 $500

林○霖 捐款 $500

黃○英 教保基金 $500

王○如 職業重建基金 $500

林○芳 捐款 $500

林○芳 捐款 $500

陳○珍 捐款 $500

余○均 捐款 $500

廖○賢 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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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琪 教保基金 $500

黃○雯 捐款 $500

鄭○倩 捐款 $500

葉○舒 捐款 $500

黃○蓮 教保基金 $500

黃○華 捐款 $500

黃○君 捐款 $500

潘○萍 教保基金 $500

連○翔 職業重建基金 $500

花○國中814 捐款 $504

國○花蓮高級商業學校會三甲 捐款 $544

林○英 社區照顧基金 $550

楊○如 社區照顧基金 $550

夏○華 捐款 $600

余○蓁 捐款 $600

謝○澤  謝○樺 捐款 $600

趙○緯 捐款 $600

阮○玲 捐款 $600

許○全 捐款 $600

陳○琴 捐款 $600

劉○筑  劉○鈞  劉○奇 周○貞 社區照顧基金 $600

黃○雅 捐款 $600

王○雄  黃○君  王○惠 王○軒 捐款 $600

徐○萱 捐款 $600

鍾○來 徐○珠 捐款 $612

林○英 社區照顧基金 $640

善心人士 捐款 $650

中○國小一年一班 捐款 $654

善心人士 社區照顧基金 $675

李○彥 捐款 $680

王○花 社區照顧基金 $700

蘇○霞 社區照顧基金 $700

江○珊 教保基金 $700

陳○閔.陳○嫻.陳○翔 捐款 $750

花○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五年一班 捐款 $777

善心人士(心園茶飲專賣店) 捐款 $786

鄭○欣 職業重建基金 $788

羅○燕 捐款 $800

陳○如 捐款 $800

張○秀梅 捐款 $800

葉○諭 教保基金 $800

顧○國 捐款 $800

蔡○芬 捐款 $800

賀○蘭 捐款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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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容 捐款 $819

謝○軒 捐款 $861

林○英 社區照顧基金 $880

華○鼎 捐款 $883

黃○奇 捐款 $910

鑄○國小二年愛班 捐款 $932

花○縣鑄強國小五年愛班 捐款 $951

化○國中804班 捐款 $952

連○翔 捐款 $953

全○蓮房地產(統編37997750) 捐款 $960

邱○義 教保基金 $960

隆○中醫診所 捐款 $993

陳○濠 捐款 $1,000

黃○生 教保基金 $1,000

林○發 捐款 $1,000

楊○雄 捐款 $1,000

邵○愷 捐款 $1,000

黃○鳳 捐款 $1,000

陳○宏 捐款 $1,000

蕭○娟 捐款 $1,000

侯○雍 捐款 $1,000

郭○慈 捐款 $1,000

沈○敏 捐款 $1,000

林○貞 捐款 $1,000

吳○穎 捐款 $1,000

連○如 捐款 $1,000

唐○玲 捐款 $1,000

游○琳 捐款 $1,000

鄭○美 捐款 $1,000

姜○彬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徐○治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陳○雲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吳○德 捐款 $1,000

劉○祥 捐款 $1,000

陳○文 捐款 $1,000

陳○仁 捐款 $1,000

阮○庭 教保基金 $1,000

陳○樺 捐款 $1,000

陳○樺 捐款 $1,000

齊○壬 教保基金 $1,000

齊○壬 職業重建基金 $1,000

劉○弘 捐款 $1,000

梁○ 捐款 $1,000

郭○元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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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堂 捐款 $1,000

黃○惠 捐款 $1,000

周○玲 捐款 $1,000

賴○閔 捐款 $1,000

江○松 捐款 $1,000

張○漢 捐款 $1,000

劉○來 捐款 $1,000

孫○惠 捐款 $1,000

蘇○珠 捐款 $1,000

陳○金螺 捐款 $1,000

林○華 捐款 $1,000

財○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東部中會志學教會(統編99411259) 捐款 $1,000

吳○翔 捐款 $1,000

呂○里 捐款 $1,000

李○季 捐款 $1,000

呂○榛 捐款 $1,000

吳○桃 捐款 $1,000

廖○順 捐款 $1,000

邱○義 捐款 $1,000

傅○祥 捐款 $1,000

楊○和 捐款 $1,000

桃○縣私立大自然長頸鹿幼兒園 捐款 $1,000

張○芬 捐款 $1,000

江○政 捐款 $1,000

曾○斌 教保基金 $1,000

廖○薇 捐款 $1,000

林○蘋 捐款 $1,000

林○一 林○方 捐款 $1,000

花○騰 花○耀 捐款 $1,000

王○發 教保基金 $1,000

王○美 捐款 $1,000

戴○筌 教保基金 $1,000

黃○惠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謝○元 捐款 $1,000

楊○鳳 捐款 $1,000

田○惠 捐款 $1,000

張○輝 捐款 $1,000

洪○卿 捐款 $1,000

呂○滿 捐款 $1,000

陳○維 捐款 $1,000

邱○宏 捐款 $1,000

王○真 金○燦 職業重建基金 $1,000

許○叡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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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庸 捐款 $1,000

捷○有限公司(統編23387666) 捐款 $1,000

梁○強 捐款 $1,000

姚○富美 捐款 $1,000

賴○叡 捐款 $1,000

劉○娟 捐款 $1,000

沈○穎 捐款 $1,000

陳○育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陳○珍 捐款 $1,000

莊○鈞 捐款 $1,000

杜○華 捐款 $1,000

戴○鳳 捐款 $1,000

郭○玲 捐款 $1,000

蘇○儀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阮○庭 教保基金 $1,000

邱○華 鄭○雅 捐款 $1,000

郭○元 捐款 $1,000

給○愛行動社團 捐款 $1,000

劉○誠 捐款 $1,000

何○婷 職業重建基金 $1,000

陳○泰 教保基金 $1,000

連○如 捐款 $1,000

鄧○聖 捐款 $1,000

姚○麗雲.姚○富.姚○伊.姚○禎 捐款 $1,000

黃○婷 捐款 $1,000

張○華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熊○春 捐款 $1,000

楊○惠 捐款 $1,000

熊○芸 捐款 $1,000

熊○婷 捐款 $1,000

李○桂 捐款 $1,000

廖○鑫 捐款 $1,000

陳○光 捐款 $1,000

鄭○祥 教保基金 $1,000

陳○美 教保基金 $1,000

廖○真 教保基金 $1,000

張○珍 教保基金 $1,000

林○智 教保基金 $1,000

王○村 教保基金 $1,000

蔡○雪 教保基金 $1,000

李○其 捐款 $1,000

楊○仁 捐款 $1,000

陳○惠 捐款 $1,000

楊○鳳 捐款 $1,000



名稱 項目 金額

黎明善工2014年12月捐款明細表                                      2015.1.26

齊○壬 教保基金 $1,000

齊○壬 職業重建基金 $1,000

林○惠 捐款 $1,000

劉○英 捐款 $1,000

曾○發 捐款 $1,000

郭○婷 捐款 $1,000

安○富美 教保基金 $1,000

徐○莉 捐款 $1,000

紀○耀    捐款 $1,000

紀○羽   捐款 $1,000

李○惠   捐款 $1,000

紀○榕 捐款 $1,000

陳○吟 捐款 $1,000

前○國際地板(有)公司 捐款 $1,000

李○倫 捐款 $1,000

施○全 捐款 $1,000

周○誠      捐款 $1,000

廖○賢 教保基金 $1,000

廖○賢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顏○汎 捐款 $1,000

楊○津 教保基金 $1,000

袁○英 捐款 $1,000

王○華 捐款 $1,000

廖○立 捐款 $1,000

楊○雯 捐款 $1,000

賴○宇 捐款 $1,000

湯○慧 捐款 $1,000

崔○生 捐款 $1,000

林○賢 捐款 $1,000

曾○郁 捐款 $1,000

賴○章  李○萍 捐款 $1,000

楊○銘  洪○蓮 捐款 $1,000

柯○德 捐款 $1,000

吳○派 教保基金 $1,000

林○芸 捐款 $1,000

吳○風      捐款 $1,000

林○曄  林○宏 捐款 $1,000

邱○雄 教保基金 $1,000

順○行 捐款 $1,000

林○德 捐款 $1,000

徐○錦 捐款 $1,000

李○華 捐款 $1,000

林○靈 捐款 $1,000

邱○坤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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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碧 教保基金 $1,000

紀○叡        捐款 $1,000

余○源 捐款 $1,000

李○琦 捐款 $1,000

呂○惠   捐款 $1,000

王○霖 捐款 $1,000

胡○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石○瑋 捐款 $1,000

唐○翔 捐款 $1,000

蔡○淑貞 捐款 $1,000

倪○惠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徐○婷 捐款 $1,000

陳○樺 捐款 $1,000

梁○玲 捐款 $1,000

李○美 捐款 $1,000

陳○駿 捐款 $1,000

三○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捐款 $1,000

周○瑾 社區照顧基金 $1,000

林○臻 教保基金 $1,000

劉○毅 教保基金 $1,000

劉○毅 職業重建基金 $1,000

沈○馨 教保基金 $1,000

金○明 捐款 $1,000

楊○宜 捐款 $1,000

楊○誠 捐款 $1,000

鄭○修 教保基金 $1,000

蘇○仁 捐款 $1,000

黃○如 捐款 $1,000

鑄○國小一年仁班 捐款 $1,007

林○雄 職業重建基金 $1,020

馬○珮 社區照顧基金 $1,100

富○姊妹會 捐款 $1,121

楊○美 捐款 $1,145

番○咖哩屋 捐款 $1,200

許○彰 捐款 $1,200

張○慶 捐款 $1,200

廖○凱 捐款 $1,200

陳○明 捐款 $1,200

善心人士 捐款 $1,200

陳○英 捐款 $1,200

謝○靜 捐款 $1,200

花○縣鑄強國小三年仁班 捐款 $1,227

富○姊妹會 捐款 $1,242

賀○慶 捐款 $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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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大土豆‧傳統豆花薏仁專賣店) 捐款 $1,269

梁○花 教保基金 $1,280

郭○君 捐款 $1,300

劉○珠 捐款 $1,324

中○國小四年二班 捐款 $1,341

倪○惠 捐款 $1,370

善心人士 社區照顧基金 $1,400

善心人士(黎明財務室) 捐款 $1,400

江○賢 捐款 $1,417

富○田珠寶銀樓 捐款 $1,471

陳○貞 捐款 $1,492

林○玲 捐款 $1,500

李○霆 捐款 $1,500

蘇○科 捐款 $1,500

王○航 捐款 $1,500

陳○怡 捐款 $1,500

陳○森  劉○芳 捐款 $1,500

霍○國 捐款 $1,500

善心人士 捐款 $1,500

廖○珠 捐款 $1,500

朱○敏 捐款 $1,500

林○乙 捐款 $1,500

陳○薇 捐款 $1,500

林○遠 教保基金 $1,500

王○華 捐款 $1,500

賀○慶 捐款 $1,511

吳○男 捐款 $1,543

鄭○欣 職業重建基金 $1,577

姚○惠 捐款 $1,577

張○固 教保基金 $1,600

花○縣鑄強國小二年二班 捐款 $1,615

王○莉 捐款 $1,666

馬○珮 社區照顧基金 $1,685

吳○男 捐款 $1,734

門○醫院資訊部 捐款 $1,828

余○琳 社區照顧基金 $1,840

善心人士 捐款 $1,850

中○國小附設幼兒園 社區照顧基金 $1,864

杜○珠 教保基金 $1,920

善心人士(李學智婦產科) 捐款 $1,971

陳○玲 捐款 $1,999

羅○宜 捐款 $2,000

高○駿 捐款 $2,000

卓○ 捐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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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卿 捐款 $2,000

田○文 捐款 $2,000

王○垚 捐款 $2,000

張○嫦娥 捐款 $2,000

蔡○發 捐款 $2,000

黃○淇 捐款 $2,000

姚○仁 捐款 $2,000

黃○美 捐款 $2,000

謝○憲 捐款 $2,000

胡○妍 捐款 $2,000

台○南港玉成浸信會 捐款 $2,000

台○南港玉成浸信會 捐款 $2,000

吳○祥 捐款 $2,000

古○ 捐款 $2,000

謝○典 捐款 $2,000

吳○宇 捐款 $2,000

私○旗山博愛幼兒園 捐款 $2,000

侯○涵 侯○妤 捐款 $2,000

黃○松 捐款 $2,000

尹○綢 捐款 $2,000

黃○維 捐款 $2,000

徐○清 教保基金 $2,000

張○泓 捐款 $2,000

鄭○成 教保基金 $2,000

鄧○榆 社區照顧基金 $2,000

楊○珍 捐款 $2,000

游○蓉 捐款 $2,000

張○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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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心人士(9號髮粧) 教保基金 $2,000

創○裕國際有限公司 社區照顧基金 $2,000

高○威 捐款 $2,000

羅○貞 捐款 $2,000

吳○杰 捐款 $2,000

陳○惠 教保基金 $2,000

劉○孝 捐款 $2,000

黃○琪 捐款 $2,000

葉○慧 捐款 $2,000

王○倩 捐款 $2,000

郭○潔   簡○   郭○雲 捐款 $2,000

黃○瑞 捐款 $2,000

張○錦 捐款 $2,000

陳○毅 教保基金 $2,000

王○慈 捐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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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 捐款 $2,000

范○盛 徐子梅 捐款 $2,000

陳○榕 捐款 $2,000

鄒○鑑 捐款 $2,000

邱○甯 教保基金 $2,000

顧○國 捐款 $2,000

邱○新.張○霞.邱○穎.邱○儒 捐款 $2,000

王○吉 捐款 $2,000

蔡○興 捐款 $2,000

王○滿 捐款 $2,000

張○玫 捐款 $2,000

周○福 捐款 $2,000

翁○信 捐款 $2,000

李○豐 教保基金 $2,000

李○明 教保基金 $2,000

李○菜萸 教保基金 $2,000

林○堂 教保基金 $2,000

林○識 教保基金 $2,000

陳○鐸 捐款 $2,000

雷○ 捐款 $2,000

徐○娟 捐款 $2,000

顧○雲 捐款 $2,000

張○欽 捐款 $2,000

郭○儀 捐款 $2,000

林○秀英 捐款 $2,000

陳○南 捐款 $2,000

賴○蓉 職業重建基金 $2,000

孟○如 捐款 $2,000

王○眉 捐款 $2,000

許○秋  捐款 $2,000

柯○松 捐款 $2,000

龍○ 捐款 $2,000

鍾○文 捐款 $2,000

葉○蘭 捐款 $2,000

許○蘭 捐款 $2,000

廖○禾 魏杏珍 捐款 $2,000

新○市中和區敦睦同心促進會 捐款 $2,010

陳○功 捐款 $2,014

江○蘭 捐款 $2,020

鄧○鄉 捐款 $2,284

善心人士 社區照顧基金 $2,384

王○蓁 林○豪 林○蘋 林○瑀 捐款 $2,500

葉○文 捐款 $2,500

林○明  捐款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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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瑜 捐款 $2,572

賀○慶 捐款 $2,664

花○縣明恥國民小學 捐款 $2,729

善心人士 捐款 $2,892

王○玲 捐款 $3,000

高○安 捐款 $3,000

張○豐 捐款 $3,000

江○麗 捐款 $3,000

王○慧鶯 教保基金 $3,000

李○憲 捐款 $3,000

李○儒 捐款 $3,000

李○達 捐款 $3,000

李○德 捐款 $3,000

陳○典 職業重建基金 $3,000

陳○雄 捐款 $3,000

林○怡        捐款 $3,000

蔡○芳 捐款 $3,000

林○貞 捐款 $3,000

郭○勳 社區照顧基金 $3,000

王○強   梁○真   王○心 捐款 $3,000

蔡○慈 捐款 $3,000

基○教門諾會木柵教會 捐款 $3,000

翁○清 捐款 $3,000

林○美 捐款 $3,000

劉○里 捐款 $3,000

陸○實業有限公司 捐款 $3,000

謝○澐 捐款 $3,000

林○昌 捐款 $3,000

林○梅 捐款 $3,000

林○信 捐款 $3,000

謝○櫻 捐款 $3,000

吳○川 捐款 $3,000

黃○三 捐款 $3,000

何○霏 社區照顧基金 $3,000

郭○發 捐款 $3,000

宋○芬 捐款 $3,000

登○美牙醫診所 捐款 $3,000

樊○穎 捐款 $3,000

吳○鄉 捐款 $3,000

施○月眉 捐款 $3,100

楊○雄 捐款 $3,200

游○緯 捐款 $3,600

郭○倩 捐款 $3,600

吳○英 教保基金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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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天心精緻西點麵包坊) 捐款 $3,763

倪○惠 社區照顧基金 $3,840

門○醫院資訊部 捐款 $3,911

善心人士 教保基金 $4,000

邵○謹 職業重建基金 $4,000

劉○信 林○琍 捐款 $4,000

余○琳 社區照顧基金 $4,800

詹○達 捐款 $5,000

詹○娃 捐款 $5,000

盧○皓 捐款 $5,000

林○泉 捐款 $5,000

林○珍 捐款 $5,000

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5,000

李○霖 捐款 $5,000

郭○雪 捐款 $5,000

林○白 捐款 $5,000

黃○義 捐款 $5,000

張○夏 捐款 $5,000

財○法人許加紀念基金會 捐款 $5,000

陳○真 捐款 $5,000

財○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海埔教會 捐款 $5,000

王○時 捐款 $5,000

李○蓓 捐款 $5,000

木○教會-姊妹會 捐款 $5,000

張○政 教保基金 $5,000

許○忠 捐款 $5,000

歐○芬 捐款 $5,000

V○教室粉絲團 捐款 $5,000

張○源 捐款 $5,000

洪○蓉 捐款 $5,000

謝○堂 捐款 $5,000

呂○蘭 捐款 $5,000

林○泉 捐款 $5,000

噶○三乘法輪中心 捐款 $5,000

張○惠 教保基金 $5,000

鄭○華 捐款 $5,000

吳○樺 捐款 $5,000

吳○榮 捐款 $5,000

吳○峯 捐款 $5,000

王○嬌 捐款 $5,000

創○企業有限公司(統編27774787) 捐款 $5,000

黃○如 捐款 $5,000

陳○林 捐款 $5,000

李○宜 捐款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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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皓 捐款 $5,000

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5,000

楊○訓 捐款 $5,000

林○華     教保基金 $5,000

楊○玲 教保基金 $5,000

楊○玲 職業重建基金 $5,000

賴○蓉 職業重建基金 $5,000

丁○宗清 捐款 $5,000

施○月眉 捐款 $5,000

李○菲 捐款 $5,000

施○松 捐款 $5,000

廖○豪 捐款 $5,000

黃○薇 捐款 $5,000

煜○營造有限公司 捐款 $5,050

日○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捐款 $6,000

陳○松 捐款 $6,000

藍○慧 捐款 $6,000

花○縣立花崗國民中學 社區照顧基金 $6,000

周○誠      捐款 $6,000

李○英 教保基金 $6,000

林○齡 社區照顧基金 $7,441

林○滿 教保基金 $9,600

陸○東 捐款 $10,000

財○法人花蓮縣陳原紅先生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捐款 $10,000

周○宏 捐款 $10,000

陳○玉 捐款 $10,000

張○芬 捐款 $10,000

吳○華 捐款 $10,000

陳○好 捐款 $10,000

亨○工業有限公司 捐款 $10,000

端○機械事業有限公司 捐款 $10,000

黃○美 捐款 $10,000

黃○淵 捐款 $10,000

李○蓉 捐款 $10,000

王○仁 捐款 $10,000

新○實業有限公司 捐款 $10,000

陳○隆 社區照顧基金 $10,000

曾○美 捐款 $10,000

王○隆 捐款 $10,000

法○法律事務所 捐款 $10,000

辜○如 捐款 $10,000

台○龍澗土地公廟 捐款 $10,000

連○英 捐款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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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10,000

鄒○華 捐款 $10,000

黃○生 捐款 $10,000

中○浸信會 捐款 $10,000

蔡○中 捐款 $10,000

王○雄 捐款 $10,000

林○元 捐款 $10,000

陳○章 捐款 $10,000

林○琪 捐款 $10,000

川○國際包裝有限公司 捐款 $10,000

林○禮 捐款 $10,000

曾○雅 捐款 $10,000

周○宏 捐款 $10,000

程○玲 捐款 $10,000

正○精密工業(股)公司 捐款 $10,000

謝○純 捐款 $10,000

廖○鎮 捐款 $10,000

廖○勝 捐款 $10,000

黃○淳 捐款 $10,000

辛○娟 捐款 $10,000

陳○成 捐款 $10,000

陳○雅 捐款 $10,000

施○玲 捐款 $10,000

洪○宏 捐款 $12,000

但○理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12,000

邱○凱 教保基金 $12,800

黃○忠 趙雅敏 捐款 $14,000

林○美 捐款 $15,000

卓○航 捐款 $15,000

張○ 捐款 $15,000

孫○雯 捐款 $15,000

章○渭 捐款 $15,000

財○法人何士毅先生紀念文教基金會 社區照顧基金 $20,000

柯○聰 捐款 $20,000

財○法人王榮圳文教基金會 捐款 $20,000

國○崇她社台北市第三分社 捐款 $20,000

許○欽 捐款 $20,000

鄭○祥 教保基金 $20,000

鄭○丑 捐款 $20,000

黃○鋒 捐款 $20,000

阮○蓮 捐款 $20,000

于○嘉 捐款 $20,000

陳○樂 捐款 $20,000

何○頤 捐款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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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佑 捐款 $20,000

謝○蓉 捐款 $20,000

財○法人新光吳火獅文教基金會 捐款 $20,000

李○菲 捐款 $20,000

達○實業有限公司(統編28506064) 捐款 $20,000

瑩○有限公司 捐款 $20,000

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20,000

臺○市私立天母蒙特梭利幼兒園 捐款 $20,000

何○海 捐款 $20,000

宜○縣幼童軍會 教保基金 $20,085

愛○義賣社團 捐款 $24,100

M○. Ching Shi Wei 社區照顧基金 $24,816

有○責任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 捐款 $30,000

謝○英 捐款 $30,000

王○德 捐款 $30,000

財○法人新北市樹林基督長老

教會附設新北市私立

牧人幼兒園(統編14558837) 捐款 $30,000

台○市愛心行善會 捐款 $30,000

禮○企業有限公司 捐款 $30,000

潘○萍 捐款 $30,000

翁○祥 捐款 $30,000

許○慧 捐款 $30,000

財○法人台灣基督教

門諾會林森路教會 捐款 $30,000

凃○卉 捐款 $30,000

善心人士 捐款 $32,000

財○法人台灣中國基督教

信義會生命堂(統編00993606) 捐款 $40,000

林○謙 捐款 $50,000

顯○投資公司(統編25143758) 捐款 $50,000

日○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50,000

劉○貞 捐款 $50,000

台○醫院藥劑部慈友社 捐款 $50,000

劉○馴 捐款 $50,000

劉○銘 捐款 $50,000

劉○均 捐款 $50,000

賴○瑩 捐款 $50,000

林○清 教保基金 $50,000

陳○河 捐款 $50,000

羅○琼 捐款 $50,000

林○娟 捐款 $50,000

台○市私立復興實業高級中學 教保基金 $60,000

財○法人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 捐款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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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縣北昌國小 捐款 $84,000

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教保基金 $100,000

張○盛 捐款 $100,000

林○琴 捐款 $100,000

李○賓 捐款 $100,000

稷○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捐款 $100,000

范○ 教保基金 $100,000

范○ 社區照顧基金 $100,000

陳○川 捐款 $100,000

龔○行 教保基金 $100,000

張○秋眉 捐款 $200,000

財○法人濟安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捐款 $220,000

梁○偉 捐款 $250,000

創○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300,000

過○蓮 捐款 $300,000

財○法人晨星半導體慈善基金會 捐款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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