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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政 捐款 $25

曾○政 捐款 $25

紀○隆 捐款 $46

花○縣忠孝國民小學 捐款 $64

花○縣忠孝國民小學 捐款 $65

李○瑋 捐款 $81

善心人士(鯉魚潭小吃) 捐款 $93

江○葦 捐款 $100

莊○興 捐款 $100

徐○甫 捐款 $100

善心人士 教養保育計畫 $100

黃○富 捐款 $100

陳○芬 捐款 $100

黃○溱 捐款 $100

黃○絜 捐款 $100

侯○芬 捐款 $100

康○仁 捐款 $100

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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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心人士 捐款 $100

黃○彬 社區服務計畫 $100

林○茜 捐款 $100

花○縣忠孝國民小學 捐款 $100

花○縣忠孝國民小學 捐款 $100

花○縣忠孝國民小學 捐款 $100

王○勛 捐款 $100

朱○妹 捐款 $100

黃○潤 捐款 $100

張○賢 捐款 $100

黃○諭 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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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鳳 捐款 $100

許○純 捐款 $100

許○馬 捐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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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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庭 捐款 $100

何○崑 捐款 $100

林○能 捐款 $100

蕭○蕙 捐款 $100

陳○珊 捐款 $100

朱○妹 捐款 $100

陳○吉 捐款 $100

陳○梅 捐款 $100

陳○文 捐款 $100

邱○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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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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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蓮 捐款 $100

劉○郎 教養保育計畫 $100

葉○德 捐款 $100

梁○晶 捐款 $100

梁○恩 捐款 $100

善心人士(莎莉的經典美食世界) 捐款 $104

善心人士(阿鴻水果行) 捐款 $108

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捐款 $120

潘○吓蚋 捐款 $125

潘○烈 捐款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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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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凱 捐款 $125

劉○安 捐款 $125

花○縣忠孝國民小學 捐款 $133

花○縣忠孝國民小學 捐款 $135

翼○天開創意設計工坊 捐款 $144

龔○華 捐款 $150

黃○翔 捐款 $150

黃○胤 捐款 $151

陳○賢 教養保育計畫 $168

善心人士(弘宇蛋糕) 捐款 $168

花○縣忠孝國民小學 捐款 $177

唐○恩 教養保育計畫 $180

善心人士(晉嘉藥局) 捐款 $182

善心人士(花蓮悅園民宿) 捐款 $188

黃○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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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樺 捐款 $200

黃○慈 捐款 $200

許○江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200

陳○隆 捐款 $200

李○群 捐款 $200

陳○真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200

施○柔 捐款 $200

邱○華 捐款 $200

潘○佳 捐款 $200

張○錦 捐款 $200

陳○源 李○卿 陳○宏 陳○瑩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200

陳○豪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200

呂○萱 捐款 $200

杜○財 杜○○娥 捐款 $200

善心人士 捐款 $200

紀○美 捐款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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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俊 捐款 $200

王○真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200

傅○喨 捐款 $200

廖○志 社區服務計畫 $200

陳○珠 教養保育計畫 $200

湯○枝 捐款 $200

林○如 捐款 $200

黃○瑜 捐款 $200

李○昕 社區服務計畫 $200

吳○華 教養保育計畫 $200

吳○邦 教養保育計畫 $200

吳○玟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200

吳○珩 教養保育計畫 $200

林○兆 捐款 $200

趙○榕 捐款 $200

黃○皓  黃○霞 捐款 $200

卓○翔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200

黃○婷 捐款 $200

王○順 捐款 $200

花○縣忠孝國民小學 捐款 $207

善心人士(呂內兒科診所) 捐款 $209

花○縣忠孝國民小學 捐款 $210

楊○秋香 捐款 $215

陳○鳳 捐款 $220

林○英 社區服務計畫 $220

善心人士 捐款 $220

善心人士(一桶天下滷味) 捐款 $231

曾○如 捐款 $250

張○金 捐款 $250

王○璋 捐款 $250

邱○育 捐款 $250

黃○儀 捐款 $274

黃○寓 捐款 $285

黃○鈞 捐款 $294

陳○慧 捐款 $300

楊○傑 教養保育計畫 $300

陳○安 捐款 $300

鄭○喬 捐款 $300

賴○華 捐款 $300

游○隆 捐款 $300

陳○祥之子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300

李○馨 教養保育計畫 $300

張○翰 教養保育計畫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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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丞 捐款 $300

郭○芳 捐款 $300

邱○翔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300

賴○津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300

涂○民 捐款 $300

黃○鴻 捐款 $300

林○中 捐款 $300

方○鈴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300

彭○期 捐款 $300

廖○雱 捐款 $300

史○真 教養保育計畫 $300

宋○康 捐款 $300

林○佑 捐款 $300

李○慧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300

葉○哲 捐款 $300

林○成 教養保育計畫 $300

王○裕 捐款 $300

董○彣 教養保育計畫 $300

朱○帆 捐款 $300

林○銘 捐款 $300

林○妥 社區服務計畫 $300

呂○正 捐款 $300

張○文 捐款 $300

林○淇 捐款 $300

王○慧鶯 教養保育計畫 $300

黃○鑫 捐款 $300

謝○霞 捐款 $300

翁○娥 捐款 $300

楊○名 捐款 $300

善心人士(雙叟香草貓園) 捐款 $341

善心人士(阿思瑪飯店) 捐款 $346

花○縣忠孝國民小學 捐款 $360

范○香 捐款 $380

花○縣忠孝國民小學 捐款 $380

張○宗 捐款 $382

王○玲 捐款 $400

吳○嬌 捐款 $400

何○娣 捐款 $400

何○治 張睿欣 何禮安 何亞倫 教養保育計畫 $400

楊○如 社區服務計畫 $413

善心人士(包心粉圓) 捐款 $437

善心人士(冰心茶王-民國店) 捐款 $440

溫○花 捐款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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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益 捐款 $450

林○蘭 捐款 $459

善心人士(NU PAST) 捐款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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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 捐款 $500

郭○宜 捐款 $500

劉○呈 捐款 $500

徐○秋 捐款 $500

李○君 捐款 $500

施○萍 捐款 $500

康○娟 捐款 $500

蕭○芳 捐款 $500

王○培 捐款 $500

傅○玲 捐款 $500

呂○鐘 捐款 $500

陳○阿菊 捐款 $500

曹○怡 邱○道 捐款 $500

郭○熾 捐款 $500

許○科 捐款 $500

國○企業社 劉○鐘 捐款 $500

陳○蘭 捐款 $500

林○廷 捐款 $500

余○德.江○綸.余○盛.鄭○方.余○樂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陳○章 捐款 $500

劉○福 捐款 $500

陳○如 捐款 $500

張○生 張○德 黃○娟 捐款 $500

王○松 捐款 $500

洪○榮 捐款 $500

陳○帆 捐款 $500

李○貞 捐款 $500

陳○甫 捐款 $500

李○華 捐款 $500

曾○瑩 捐款 $500

張○娟 捐款 $500

林○珠 捐款 $500

何○傑 捐款 $500

林○祥 捐款 $500

黃○詩 捐款 $500

郭○連 捐款 $500

黃○融 捐款 $500

張○庭 捐款 $500

江○晴 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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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山 捐款 $500

蕭○琳 捐款 $500

莊○程 教養保育計畫 $500

莊○程 社區服務計畫 $500

莊○程 職業重建計畫 $500

洪○英 捐款 $500

楊○惠 捐款 $500

吳○築 捐款 $500

鍾○來 徐○珠 捐款 $500

楊○琴 捐款 $500

甘○祥 捐款 $500

李○儀 捐款 $500

劉○岑 捐款 $500

古○心 捐款 $500

陳○龍 捐款 $500

林○影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陳○筠 社區服務計畫 $500

蔡○金臺 捐款 $500

林○誼 捐款 $500

蘇○儀 社區服務計畫 $500

涂○玉品 捐款 $500

人○愛心會 捐款 $500

王○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王○咨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劉○塵 捐款 $500

翁○煌 捐款 $500

黃○瑋 捐款 $500

胡○瑋 捐款 $500

永○汽車(有)公司 捐款 $500

程○娟 捐款 $500

陳○賢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江○聲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王○珠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莊○香 教養保育計畫 $500

林○展 捐款 $500

黃○英 教養保育計畫 $500

許○彰 捐款 $500

邱○屏 捐款 $500

吳○靈 捐款 $500

余○均 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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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綢妹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侯○容 捐款 $500

連○翔 職業重建計畫 $500

張○文 教養保育計畫 $500

林○鳳 捐款 $500

林○鶯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王○如 捐款 $500

李○庭 捐款 $500

錢○德 教養保育計畫 $500

沈○琳 捐款 $500

李○明 捐款 $500

鍾○明 捐款 $500

張○鈺 捐款 $500

陳○玲 捐款 $500

王○珠 職業重建計畫 $500

陳○玲 教養保育計畫 $500

黃○華 捐款 $500

李○玲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黃○君 捐款 $500

陳○麗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江○遠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徐○民 捐款 $500

廖○賢 捐款 $500

潘○萍 教養保育計畫 $500

林○涼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林○榮 教養保育計畫 $500

傅○煌 捐款 $500

林○霖 捐款 $500

彭○連 捐款 $500

陳○珍 捐款 $500

鄭○倩 捐款 $500

徐○琪 教養保育計畫 $500

賴○諭 教養保育計畫 $500

賴○諭 職業重建計畫 $500

劉○毅 社區服務計畫 $500

劉○毅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鄭○仁 捐款 $500

廖○定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陳○中 捐款 $500



名稱 項目 金額

黎明善工2015年1月捐款明細表                                      2015.3.16

顏○文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顏○美 捐款 $500

葉○伶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李○恩 捐款 $500

陳○婷 捐款 $500

黃○琴 捐款 $500

傅○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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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王○如 職業重建計畫 $500

林○芬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林○芳 捐款 $500

鄧○尹 捐款 $500

江○正 捐款 $500

彭○凰 捐款 $500

黃○花 職業重建計畫 $500

鍾○宏 捐款 $500

張○萍 教養保育計畫 $500

吳○庭 吳○茹 捐款 $500

陳○昶 教養保育計畫 $500

張○妤 捐款 $500

徐○道 捐款 $500

黃○玉 捐款 $500

江○叡 捐款 $500

謝○慧 捐款 $500

楊○德 社區服務計畫 $500

潘○馚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

周○玲 教養保育計畫 $500

王○宇 教養保育計畫 $500

謝○惠 捐款 $500

王○美 捐款 $500

高○市私立聯成電腦短期補習班 捐款 $507

王○麗 捐款 $510

南○ 捐款 $519

林○菁 職業重建計畫 $526

陸○燕 捐款 $531

徐○揚 捐款 $537

善心人士(亞藝影音) 捐款 $539

善心人士(蜜多便利商店) 捐款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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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安 捐款 $589

善心人士 教養保育計畫 $590

徐○玉盞 捐款 $600

謝○澤  謝○樺 捐款 $600

汪○華 捐款 $600

關○紛 捐款 $600

賴○甯 捐款 $600

李○芳 捐款 $600

簡○玟 捐款 $600

竇○英 捐款 $600

王○雄  黃○君  王○惠 王○軒 捐款 $600

徐○萱 捐款 $600

黃○雅 捐款 $600

善心人士(超吉飯桶-民國店) 捐款 $612

蔡○金月 捐款 $625

盧○翰 捐款 $630

善心人士 捐款 $630

陳○雪娥 捐款 $645

善心人士 捐款 $645

花○縣忠孝國民小學 捐款 $654

葉○土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700

江○珊 教養保育計畫 $700

汪○惠 捐款 $725

張○歡 捐款 $730

徐○興 教養保育計畫 $800

施○珊 教養保育計畫 $800

蔡○月 捐款 $800

顧○國 捐款 $800

葉○諭 教養保育計畫 $800

郭○密 捐款 $800

陸○儒 捐款 $833

善心人士(刀削麵專賣店) 捐款 $839

善心人士(前山手工牛軋糖) 捐款 $840

花○市明義國小員生消費合作社 捐款 $887

善心人士 捐款 $890

善心人士(五霸焦糖包心粉圓) 捐款 $911

張○固 捐款 $973

楊○雄 捐款 $1,000

邵○愷 捐款 $1,000

黃○鳳 捐款 $1,000

侯○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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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捐款 $1,000

沈○敏 捐款 $1,000

黃○生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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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貞 捐款 $1,000

梁○琴 捐款 $1,000

陳○仁 捐款 $1,000

黃○惠 捐款 $1,000

劉○弘 捐款 $1,000

鄧○旻 捐款 $1,000

李○玉子 社區服務計畫 $1,000

陳○冀 社區服務計畫 $1,000

曾○玲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吳○穎 捐款 $1,000

穩○生活企業有限公司 捐款 $1,000

基○市 捐款 $1,000

簡○順 捐款 $1,000

張○熙 張○嬌 洪○瑾 張○嘉 捐款 $1,000

董○彩 捐款 $1,000

陳○安 捐款 $1,000

李○季 捐款 $1,000

張○珍 捐款 $1,000

劉○來 捐款 $1,000

善心人士 捐款 $1,000

梁○ 捐款 $1,000

溫○英 捐款 $1,000

沈○羽 捐款 $1,000

孫○惠 捐款 $1,000

鄭○鳳 捐款 $1,000

戴○蓮菊 捐款 $1,000

黃○蘭 捐款 $1,000

鄭○珠 捐款 $1,000

陳○星 捐款 $1,000

田○惠 捐款 $1,000

謝○元 捐款 $1,000

馬○騰 捐款 $1,000

劉○祥 捐款 $1,000

謝○文 捐款 $1,000

蕭○真 捐款 $1,000

蔡○燕 捐款 $1,000

吳○珍 捐款 $1,000

蘇○嘉 捐款 $1,000

張○渝 捐款 $1,000

李○欽 捐款 $1,000

楊○瓊 捐款 $1,000

蘇○鳳 捐款 $1,000

楊○容 捐款 $1,000

陳○蘭 捐款 $1,000

陸○娜 捐款 $1,000

謝○明 捐款 $1,000

吳○春 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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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貞 捐款 $1,000

林○芳 捐款 $1,000

曾○玲 捐款 $1,000

黃○煌 捐款 $1,000

吳○哲 捐款 $1,000

彭○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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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發 社區服務計畫 $1,000

王○發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1,000

陳○揚 捐款 $1,000

魏○進 捐款 $1,000

黃○平 捐款 $1,000

張○惠 捐款 $1,000

高○宜 捐款 $1,000

王○愛 捐款 $1,000

楊○銘 捐款 $1,000

林○妤 捐款 $1,000

徐○琛 捐款 $1,000

陳○淳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1,000

王○雄 捐款 $1,000

黃○生 捐款 $1,000

李○玉子 社區服務計畫 $1,000

善心人士 社區服務計畫 $1,000

黃○蘭 捐款 $1,000

王○秀 捐款 $1,000

陳○憲 捐款 $1,000

蕭○燕 捐款 $1,000

蔡○盈 捐款 $1,000

林○廷 捐款 $1,000

吳○陸 捐款 $1,000

蕭○娟 捐款 $1,000

劉○妍 捐款 $1,000

陳○佩芳 捐款 $1,000

張○淑 捐款 $1,000

洪○恩 捐款 $1,000

蔡○惠 捐款 $1,000

林○鈺 捐款 $1,000

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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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30235號)
$1,000

林○賢 捐款 $1,000

林○芸 捐款 $1,000

廖○賢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廖○賢 社區服務計畫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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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雯 捐款 $1,000

梁○玲 捐款 $1,000

安○富美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徐○莉 捐款 $1,000

林○靈 捐款 $1,000

東○玻璃行(統編76962358) 捐款 $1,000

游○嶸 捐款 $1,000

邱○華 鄭○雅 捐款 $1,000

林○智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廖○真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張○珍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蔡○雪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王○村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陳○美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鄭○祥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阮○庭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郭○元 捐款 $1,000

林○顗 捐款 $1,000

陳○泰 捐款 $1,000

王○蓁 林○豪 林○蘋 林○瑀 捐款 $1,000

周○ 捐款 $1,000

陳○銪 捐款 $1,000

丁○卿 捐款 $1,000

崔○生 捐款 $1,000

徐○婷 捐款 $1,000

石○瑋 捐款 $1,000

鄭○修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1,000

鄭○修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蘇○仁 捐款 $1,000

辜○娟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1,000

林○儒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1,000

吳○風 捐款 $1,000

顏○汎 捐款 $1,000

林○德 捐款 $1,000

唐○翔 捐款 $1,000

劉○毅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劉○毅 職業重建計畫 $1,000

沈○馨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賴○顏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1,000

賴○碧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袁○英 捐款 $1,000

楊○津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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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美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1,000

王○霖 捐款 $1,000

楊○宜 捐款 $1,000

金○明 捐款 $1,000

蔡○瑛 捐款 $1,000

楊○誠 捐款 $1,000

吳○派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郭○婷 捐款 $1,000

周○誠 捐款 $1,000

劉○英 捐款 $1,000

李○華 捐款 $1,000

倪○惠 社區服務計畫 $1,000

王○華 捐款 $1,000

楊○銘  洪○蓮 捐款 $1,000

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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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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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雄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徐○錦 捐款 $1,000

湯○慧 捐款 $1,000

曾○發 捐款 $1,000

胡○ 社區服務計畫 $1,000

余○源 捐款 $1,000

蔡○淑貞 捐款 $1,000

林○曄  林○宏 捐款 $1,000

前○國際地板(有)公司 捐款 $1,000

林○雄 職業重建計畫 $1,020

善心人士(花朵木餐廳) 捐款 $1,025

李○ 捐款 $1,030

善心人士(Jimmy 的英文工廠) 捐款 $1,032

花○縣忠孝國民小學 捐款 $1,040

詹○錦 捐款 $1,045

鍾○蘭 捐款 $1,050

善心人士(永利廣東粥-民國店) 捐款 $1,057

善心人士(伊江滇緬料理 梁其強) 捐款 $1,076

花○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 捐款 $1,077

善心人士(艾米餐飲館) 捐款 $1,112

許○屏 捐款 $1,117

林○珠 捐款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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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 捐款 $1,182

沈○秀春 捐款 $1,200

李○慶 捐款 $1,200

王○來 捐款 $1,200

林○翊 捐款 $1,200

許○偉 捐款 $1,200

吳○鴦 捐款 $1,200

李○雪 捐款 $1,200

吳○霖 捐款 $1,200

善心人士(原風藝站) 捐款 $1,282

郭○君 捐款 $1,300

林○萍 職業重建計畫 $1,314

江○明 捐款 $1,407

馬○亞 捐款 $1,410

蔡○栩 捐款 $1,416

花○市明義國小員生消費合作社 捐款 $1,418

林○玲 捐款 $1,500

陳○玲 捐款 $1,500

王○航 捐款 $1,500

蘇○科 捐款 $1,500

李○霆 捐款 $1,500

李○霖 捐款 $1,500

賴○閔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1,500

舒○翰 教養保育計畫 $1,500

陳○娟 捐款 $1,500

善心人士 捐款 $1,500

林○遠 教養保育計畫 $1,500

陳○薇 捐款 $1,500

林○乙 捐款 $1,500

朱○敏 捐款 $1,500

善心人士(103麵店) 捐款 $1,503

善心人士(冰心茶王-國聯店) 捐款 $1,524

周○柔 捐款 $1,566

馬○明 捐款 $1,573

陳○安 捐款 $1,600

善心人士(吳文揚診所) 捐款 $1,632

馬○珮 社區服務計畫 $1,650

施○卉 捐款 $1,722

善心人士(花草空間) 捐款 $1,734

花○縣忠孝國民小學 捐款 $1,813

郭○玉 捐款 $1,899

曾○芳 教養保育計畫 $1,966

高○駿 捐款 $2,000

甘○賜 捐款 $2,000

王○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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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垚 捐款 $2,000

林○松 捐款 $2,000

曾○維 捐款 $2,000

羅○宜 捐款 $2,000

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捐款 $2,000

鄭○珠 捐款 $2,000

汪○成 捐款 $2,000

徐○清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2,000

田○文 捐款 $2,000

謝○憲 捐款 $2,000

吳○祥 捐款 $2,000

黃○美 捐款 $2,000

郭○潔   簡○   郭○雲 捐款 $2,000

林○京 捐款 $2,000

尹○綢 捐款 $2,000

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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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龍 捐款 $2,000

孫○吟 捐款 $2,000

康○止 捐款 $2,000

蕭○瑄 捐款 $2,000

林○妤  林○軒 教養保育計畫 $2,000

林○玟 捐款 $2,000

陳○玄 捐款 $2,000

陳○安 捐款 $2,000

吳○金花 捐款 $2,000

吳○宇 捐款 $2,000

周○鳳 捐款 $2,000

蔡○祥 捐款 $2,000

陳○惠 教養保育計畫 $2,000

曹○恩 捐款 $2,000

創○裕國際有限公司 社區服務計畫 $2,000

方○興 捐款 $2,000

邱○甯 教養保育計畫 $2,000

王○春桃 捐款 $2,000

張○聖 捐款 $2,000

張○玉 捐款 $2,000

石○蓓 捐款 $2,000

賴○蓉 職業重建計畫 $2,000

蔡○興 捐款 $2,000

張○智 捐款 $2,000

徐○珠 捐款 $2,000

顧○雲 捐款 $2,000

柯○松 捐款 $2,000

王○眉 捐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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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娟 捐款 $2,000

陳○南 捐款 $2,000

郭○儀 捐款 $2,000

許○秋 捐款 $2,000

張○云 捐款 $2,005

花○縣鳳仁國民小學 捐款 $2,084

善心人士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游○正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張○蓮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林○樺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徐○菁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林○如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林○珍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盧○妙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羅○媗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陳○靖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王○敏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李○德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李○潔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李○璋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葉○玉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紀○育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張○崴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柯○珠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翁○慧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婇○髮式美容院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楊○侑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彭○穎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廖○麗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吳○凡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陳○成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陳○菁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高○邦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葉○忻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阮○玉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陳○塏 教養保育計畫 $2,100

鄭○英 捐款 $2,172

蘇○漢 捐款 $2,200

郎○晏 捐款 $2,370

善心人士(妙妙屋元氣早午餐) 捐款 $2,444

張○佼 捐款 $2,500

王○蓁 林○豪 林○蘋 林○瑀 捐款 $2,500

雷○ 捐款 $2,500

葉○文 捐款 $2,500

林○明 捐款 $2,500

善心人士(Three Koalas西式料理) 捐款 $2,628

善心人士(鍾老爹牛肉麵店) 捐款 $2,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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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娟 捐款 $2,890

周○盆仔 捐款 $3,000

李○才 捐款 $3,000

王○玲 捐款 $3,000

陳○招 社區服務計畫 $3,000

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3,000

李○達 捐款 $3,000

李○儒 捐款 $3,000

李○憲 捐款 $3,000

李○德 捐款 $3,000

李○詩 捐款 $3,000

葉○蘭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3,000

林○真 捐款 $3,000

毛○國 教養保育計畫 $3,000

陳○安 捐款 $3,000

吳○川 捐款 $3,000

連○如 捐款 $3,000

李○賢 社區服務計畫 $3,000

王○生 捐款 $3,000

問○田中醫診所 教養保育計畫 $3,000

洪○德 捐款 $3,000

陳○光 捐款 $3,000

花○第一信用合作社 教養保育計畫 $3,000

登○美牙醫診所 捐款 $3,000

陳○莉 捐款 $3,010

善心人士(花蓮joy 香腸) 捐款 $3,014

花○縣鑄強國民小學 捐款 $3,150

鐘○民 捐款 $3,300

善心人士 捐款 $3,400

善心人士(海風美食館) 捐款 $3,419

朱○雄 捐款 $3,426

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3,600

潘○昌 捐款 $3,750

善心人士 教養保育計畫 $4,000

善心人士(寧記火鍋店) 捐款 $4,608

林○彥 蔡○近 捐款 $4,780

李○蓉 捐款 $5,000

林○禎 捐款 $5,000

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5,000

吳○娥 捐款 $5,000

薛○潔   薛○偉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0

鄭○娟 教養保育計畫 $5,000

蔡○碧娟 捐款 $5,000

林○男 捐款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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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 捐款 $5,000

唐○月雲 捐款 $5,000

張○源 捐款 $5,000

王○燕 捐款 $5,000

屏○市大連路基督教會青少年團契 捐款 $5,000

善心人士 社區服務計畫 $5,000

黃○琼琚 捐款 $5,000

龍○明 捐款 $5,000

陳○潭 捐款 $5,000

蔡○火 捐款 $5,000

林○泉 捐款 $5,000

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統編：70439551) 捐款 $5,000

胡○慈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5,000

賴○蓉 職業重建計畫 $5,000

楊○玲 教養保育計畫 $5,000

楊○玲 職業重建計畫 $5,000

林○華 教養保育計畫 $5,000

林○淼 捐款 $5,000

許○尊 捐款 $5,140

張○駩 捐款 $5,251

李○旺 捐款 $6,000

徐○仁 捐款 $6,000

南○二路大家庭 捐款 $6,000

陳○珠 捐款 $6,000

吳○如 捐款 $6,000

紀○盡 捐款 $6,000

陳○樂 捐款 $6,000

李○萍 捐款 $6,000

李○娟 捐款 $7,000

騎○酸休閒鐵馬租賃站 捐款 $7,196

范○芳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7,200

善心人士(慈田藥局) 捐款 $8,455

陳○英 捐款 $8,780

善心人士 捐款 $9,000

財○法人臺北市喜樂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捐款 $9,500

善心人士 捐款 $9,600

亨○工業有限公司 捐款 $10,000

郭○宗 捐款 $10,000

黃○亮 捐款 $10,000

龍○明 捐款 $10,000

張○豪 捐款 $10,000

呂○禾 捐款 $10,000

陳○美 教養保育計畫 $10,000

吳○誌 捐款 $10,000

黃○蘭 教養保育計畫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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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法人台灣聖教會總會原住民教會月眉教會 捐款 $10,000

吳○生 捐款 $10,000

李○端 捐款 $10,000

櫻○野餐廳 捐款 $10,000

承○智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統編22705087) 捐款 $10,000

陳○廷 捐款 $10,000

黃○嬉 社區服務計畫 $10,000

林○ 捐款 $10,000

許○民 教養保育計畫 $10,000

許○鈞 教養保育計畫 $10,000

張○玟 捐款 $10,000

吳○謙 捐款 $10,000

施○慨 捐款 $10,000

財○法人高雄市三洋維士比集團教育基金會(統

編08935926)
捐款 $10,000

陳○安 捐款 $10,000

王○瑛 捐款 $10,000

林○涵 捐款 $15,000

黃○香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衛部救字第

1030130235號)
$15,000

呂○明 捐款 $20,000

基○商工國貿科畢業校友 捐款 $35,000

張○忠 捐款 $50,000

李○芳      陳○慎 捐款 $50,000

洪○鳳昭 捐款 $50,000

蘇○年 捐款 $60,000

山○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60,000

合○金庫商業銀行(統編70799128) 捐款 $100,000

蔡○卿 捐款 $200,000

財○法人張玲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社區服務計畫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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