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名稱 方式 項目 金額

2015/03/02 善心人士(黎明財務室) 零錢捐 一般捐款 $1499

2015/03/02 劉○弘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2 吳○穎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2 能○實業有限公司 劃撥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02 林○達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02 杜○瑋 劃撥 一般捐款 $1800

2015/03/02 李○霆 劃撥 一般捐款 $1500

2015/03/02 蘇○涵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2

財○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東部中會志學教會(統編99411259)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2 侯○雍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2 涂○玉品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2 洪○秀 劃撥 社區服務計畫 $500

2015/03/02 吳○鈞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02 何○娣 劃撥 一般捐款 $300

2015/03/02 蘇○菁 劃撥 一般捐款 $300

2015/03/02 楊○傑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300

2015/03/02 耀○國際生技公司 劃撥 一般捐款 $200

2015/03/02 高○駿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02 楊○雄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2 邵○愷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2 詹○淵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2 陳○慧 劃撥 一般捐款 $300

2015/03/02 黃○閔 劃撥 一般捐款 $200

2015/03/02 林○玲 劃撥 一般捐款 $1500

2015/03/02 金○琦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2 黃○鳳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2 許○玲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2 沈○明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02 善心人士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3500

2015/03/02 周○正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10000

2015/03/02 善心人士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1700

2015/03/02 邱○豪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7500

2015/03/02 李○政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10000

2015/03/02 吳○蒨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2000

2015/03/02 大○不動產經紀企業社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6000

2015/03/02 嘉○不動產有限公司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10000

2015/03/02 洄○地產有限公司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10000

2015/03/02 賴○雄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20000

2015/03/02 張○耀 超商代收 一般捐款 $6000

2015/03/02 姜○彬 超商代收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3 正○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匯 教養保育計畫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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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3 吳○芳 支票 教養保育計畫 $100000

2015/03/03 廖○莉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0

2015/03/03 蘇○穎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0

2015/03/03 薛○源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6000

2015/03/03 劉○娟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6000

2015/03/03 薛○靜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6000

2015/03/03 薛○宏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6000

2015/03/03 薛○羽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6000

2015/03/03 陳○淵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2400

2015/03/03 劉○偉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03 王○枝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200

2015/03/03 周○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0

2015/03/03 楊○詡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0

2015/03/03 楊○詢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0

2015/03/03 楊○誠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0

2015/03/03 胡○祝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2000

2015/03/03 郭○月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0

2015/03/03 陳○文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600

2015/03/03 侯○涵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200

2015/03/03 吳○鋒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2000

2015/03/03 姜○英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6000

2015/03/03 林○華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800

2015/03/03 陳○廷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0

2015/03/03 蕭○雲 劃撥 一般捐款 $3000

2015/03/03 卓○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03 王○民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03 徐○清 劃撥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2000

2015/03/03 顧○國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03 林○凱 林○璇 林○維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3 張○惠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3 楊○聖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3 林○廷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3 王○琳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3 徐○秋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3 莊○梅 劃撥 一般捐款 $200

2015/03/03 傅○廷 劃撥 一般捐款 $200

2015/03/03 林○茜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04 邱○傑 劃撥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04 黃○珠 劃撥 一般捐款 $3000

2015/03/04 夏○惠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04 莊○祥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4 林○貞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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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4 郭○萍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4 賴○蓉 劃撥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

2015/03/04 沈○敏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4 王○元 周○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4 吳○德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4 余○蓁 劃撥 一般捐款 $600

2015/03/04 黃○達 劃撥 一般捐款 $600

2015/03/04 賴○汝 劃撥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04 陳○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4 陳○學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4 遠○房屋有限公司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20000

2015/03/04 善心人士 現金 職業重建計畫 $938

2015/03/04 陳○鴻 現金 捐款 $971

2015/03/04 錢○晏 現金 捐款 $1398

2015/03/04 達○便當 現金 捐款 $1570

2015/03/04 蔡○敏 現金 捐款 $3000

2015/03/04 曾○子 現金 捐款 $2327

2015/03/04 湯○鳳 現金 捐款 $748

2015/03/04 陳○源 現金 捐款 $815

2015/03/04 善心人士 現金 捐款 $84

2015/03/05 楊○如 轉帳 社區服務計畫 $138

2015/03/05 林○泉 轉帳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05 陳○吉 轉帳 一般捐款 $100

2015/03/05 陳○梅 轉帳 一般捐款 $100

2015/03/05 陳○文 轉帳 一般捐款 $100

2015/03/05 阮○庭 轉帳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05 邱○慧 轉帳 一般捐款 $100

2015/03/05 宋○康 轉帳 一般捐款 $300

2015/03/05 郭○元 轉帳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5 陳○蘭 支票 教養保育計畫 $10000

2015/03/05 林○美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5000

2015/03/05 王○華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5000

2015/03/05 林○昇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5000

2015/03/05 王○茹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3000

2015/03/05 花○興聯陽房屋企業社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20000

2015/03/05 花○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30000

2015/03/05 曾○尹 支票 教養保育計畫 $6000

2015/03/05 德○股份有限公司 劃撥 社區服務計畫 $50000

2015/03/05 解○娟 劃撥 一般捐款 $1862

2015/03/05 張○成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5 廖○珠 劃撥 一般捐款 $600

2015/03/05 江○原 劃撥 一般捐款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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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5 陳○源 李○卿 陳○宏 陳○瑩 劃撥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05 陳○吟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5 賴○閔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5 甘○祥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5 賴○津 劃撥 一般捐款 $300

2015/03/05 吳○祥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05 陳○允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2000

2015/03/05 謝○憲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05 黃○美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05 郭○潔   簡○   郭○雲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05 李○潔 電匯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3600

2015/03/05 亨○工業有限公司 電匯 捐款 $10000

2015/03/05 鄭○呈 電匯 捐款 $380000

2015/03/05 安○企業有限公司 電匯 捐款 $120000

2015/03/05 陳○文 電匯 社區服務計畫 $109760

2015/03/05 善心人士 手機捐款 一般捐款 $100

2015/03/05 陳○樺 手機捐款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5 林○霞 手機捐款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5 蔡○容 手機捐款 一般捐款 $100

2015/03/06 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統編 8656 3318) 電匯 捐款 $200000

2015/03/06 陳○平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6 余○德.江○綸.余○盛.鄭○方.余○樂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6 謝○淯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6 陳○阿菊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6 郭○熾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6 潘○吓蚋 劃撥 一般捐款 $125

2015/03/06 潘○烈 劃撥 一般捐款 $125

2015/03/06 潘○番 劃撥 一般捐款 $125

2015/03/06 潘○賢 劃撥 一般捐款 $125

2015/03/06 潘○寬 劃撥 一般捐款 $125

2015/03/06 潘○彩 劃撥 一般捐款 $125

2015/03/06 潘○融 劃撥 一般捐款 $125

2015/03/06 潘○惠 劃撥 一般捐款 $125

2015/03/06 江○蘭 劃撥 一般捐款 $2020

2015/03/06 國○企業社 劉○鐘 劃撥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06 李○美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6 田○惠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6 王○垚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2000

2015/03/06 李○君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06 施○萍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06 康○娟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06 藍○芬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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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6 戴○益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450

2015/03/06 謝○宏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200

2015/03/06 蕭○芳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06 張○璘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200

2015/03/06 徐○甫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100

2015/03/06 王○培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06 陳○華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200

2015/03/06 傅○玲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06 黃○惠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06 朱○德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200

2015/03/06 陳○安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300

2015/03/06 賴○華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300

2015/03/06 呂○鐘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06 顏○正 電匯 一般捐款 $300

2015/03/07 蘇○科 劃撥 一般捐款 $1500

2015/03/07 劉○源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7 張○生 張○德 黃○娟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7 林○彥 信用卡(智邦)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7 社○法人新北市行德慈善會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6000

2015/03/09 周○盆仔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3000

2015/03/09 王○航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2000

2015/03/09 曾○珠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2000

2015/03/09 鍾○松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15000

2015/03/09 林○莉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0

2015/03/09 陳○君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0

2015/03/09 李○曄 劃撥 一般捐款 $3000

2015/03/09 林○杰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3000

2015/03/09 吳○宇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09 何○盛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09 林○雄 劃撥 職業重建計畫 $1020

2015/03/09 陳○慧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09 李○華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9 蔡○伶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09 游○隆 劃撥 一般捐款 $300

2015/03/09 黃○均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09 羅○宜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09 賴○瑋 劃撥 一般捐款 $200

2015/03/10 善心人士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8169

2015/03/10 蔡○玲 現金 一般捐款 $400

2015/03/10 李○達 劃撥 一般捐款 $3000

2015/03/10 李○德 劃撥 一般捐款 $3000

2015/03/10 李○儒 劃撥 一般捐款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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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10 李○憲 劃撥 一般捐款 $3000

2015/03/10 尹○綢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10 蔡○雄 傅○惠 蔡○學 蔡○育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10 黃○娟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10 施○珊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800

2015/03/10 施○珊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800

2015/03/10 陳○辰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10 陳○村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10 陳○賢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168

2015/03/10 善心人士 現金 一般捐款 $900

2015/03/10 陳○霏 現金 一般捐款 $200

2015/03/10 善心人士(咖啡筆記) 零錢捐 一般捐款 $239

2015/03/10 善心人士(李學智婦產科) 零錢捐 一般捐款 $834

2015/03/10 善心人士(徐徐的溫度) 零錢捐 一般捐款 $8177

2015/03/10 張○樺 現金 一般捐款 $1475

2015/03/10 曾○瑋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20000

2015/03/11 謝○堂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3000

2015/03/11 郭○伸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2000

2015/03/11 郭○霖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2000

2015/03/11 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劃撥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11 陳○丞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11 沈○卿 劃撥 社區服務計畫 $1000

2015/03/11 張○娟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11 薛○昱 劃撥 一般捐款 $200

2015/03/11 謝○澤  謝○樺 劃撥 一般捐款 $600

2015/03/11 侯○芬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11 張○傑 劃撥 職業重建計畫 $3000

2015/03/11 蕭○山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11 蕭○琳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12 李○娟 劃撥 一般捐款 $4000

2015/03/12 林○美 劃撥 一般捐款 $3000

2015/03/12 周○雄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12 吳○怡婦產科診所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12 林○珠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12 陳○蘭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12 徐○琴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2400

2015/03/12 古○心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12 陳○龍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12 江○雄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1083

2015/03/12 化○國中 現金 一般捐款 $1230

2015/03/12 化○國中 現金 一般捐款 $999

2015/03/12 善心人士(桑德維奇早餐店) 現金 一般捐款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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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12 鍾○來 徐○珠 現金 一般捐款 $550

2015/03/12 林○麗芳 劃撥 一般捐款 $6311

2015/03/12 善心人士(冰心茶王-國聯店) 零錢捐 一般捐款 $1199

2015/03/12 陳○常 現金 社區服務計畫 $1000

2015/03/12 曾○日 現金 社區服務計畫 $2000

2015/03/13 游○能 電匯 社區服務計畫 $3000000

2015/03/13 善心人士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4100

2015/03/13 鄧○旻 金融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13 張○垂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13 陳○屘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13 邱○育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13 呂○萱 劃撥 一般捐款 $200

2015/03/13 黃○湘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13 謝○元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13 莊○怡 電匯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

2015/03/14 林○文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16 李○和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2000

2015/03/16 莊○娥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2000

2015/03/16 韓○湘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2000

2015/03/16 陳○恩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2000

2015/03/16 李○華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

2015/03/16 李○娥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

2015/03/16 陳○儒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

2015/03/16 申○菱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

2015/03/16 朱○華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

2015/03/16 范○雯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16 善心人士 現金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6500

2015/03/16 彭○翎 劃撥 一般捐款 $4100

2015/03/16 陳○嘉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16 陳○安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16 林○智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16 蘇○修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16 王○咨 劃撥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16 王○ 劃撥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17 李○山 劃撥 職業重建計畫 $6000

2015/03/17 周○銀 劃撥 一般捐款 $3000

2015/03/17

財○法人中華基督教浸信會

花蓮博愛堂(統編：08151732)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17 梁○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17 張○濰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17 張○芬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17 張○娟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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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17 張○凱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17 李○惠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17 廖○志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400

2015/03/17 梁○ 劃撥 一般捐款 $400

2015/03/17 梁○雄 劃撥 一般捐款 $400

2015/03/17 梁○俊 劃撥 一般捐款 $200

2015/03/17 紀○美 劃撥 一般捐款 $200

2015/03/17 許○貞 劃撥 一般捐款 $0

2015/03/17 王○安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1800

2015/03/17 善心人士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7698

2015/03/18 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100000

2015/03/18 陳○隆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0

2015/03/18 利○工業社-林○彥 劃撥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18 善心人士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18 林○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18 炫○企業社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18 陳○瑄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18 李○其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18 周○意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18 陳○生全家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18 花○女中根與芽社團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5000

2015/03/18 財○法人應柴秀珍女士紀念基金會 電匯 教養保育計畫 $1000000

2015/03/18 承○智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統編22705087) 支票 一般捐款 $10000

2015/03/18 黃○玲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1200

2015/03/18 陳○助   電匯 一般捐款 $50000

2015/03/18 陳○芳 信用卡(玉山銀行)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40000

2015/03/19 吳○生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0

2015/03/19 創○裕國際有限公司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19 方○珍 劃撥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

2015/03/20 邱○美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3000

2015/03/20 磐○房屋不動產企業社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5000

2015/03/20 大○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統編：80007384)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10000

2015/03/20 李○桃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0 鄒○諶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0 鄒○璟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0 康○仁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0 潘○美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0 施○柔 現金 一般捐款 $200

2015/03/20 葉○禎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0 葉○伃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0 邱○華 現金 一般捐款 $200

2015/03/20 李○貞 現金 一般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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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0 陳○甫 現金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0 張○錦 現金 一般捐款 $200

2015/03/20 潘○佳 現金 一般捐款 $200

2015/03/20 李○鵲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0 陳○娥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0 張○芬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0

2015/03/20 張○源 劃撥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0 梁○倫 劃撥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0 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劃撥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3600

2015/03/20 陳○惠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2000

2015/03/20 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0 徐○琛 劃撥 職業重建計畫 $1000

2015/03/20 李○龍 劃撥 一般捐款 $300

2015/03/20 劉○志 劃撥 一般捐款 $200

2015/03/20 陳○豪 電匯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200

2015/03/20 陳○鈺 劃撥 一般捐款 $200

2015/03/20 楊○泉 支票 教養保育計畫 $300000

2015/03/21 人○愛心會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2 陳○威 劃撥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23 詹○達 劃撥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3 詹○娃 劃撥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3 詹○卿 鄧○愷 劃撥 一般捐款 $6000

2015/03/23 鄧○杰 鄧○喻 劃撥 一般捐款 $3000

2015/03/23 張○德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23 傅○喨 劃撥 一般捐款 $200

2015/03/23 曾○峰 劃撥 一般捐款 $6000

2015/03/23 陳○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3 賴○蘭 現金 捐款 $500

2015/03/23 鍾○山 現金 捐款 $500

2015/03/23 劉○岑 現金 捐款 $500

2015/03/23 張○憲 現金 捐款 $500

2015/03/23 善心人士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8478

2015/03/23 王○蓁 林○豪 林○蘋 林○瑀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2500

2015/03/23 張○慧 轉帳 社區服務計畫 $2000

2015/03/23 許○忠 轉帳 社區服務計畫 $2000

2015/03/24 林○芬 劃撥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4 劉○塵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4 黃○淦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4 涂○寶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4 蕭○富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4 任○英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4 林○娥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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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4 蘇○秀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4 江○瑾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4 許○生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4 許○怡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4 許○怡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4 曾○鳳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4 許○純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4 許○馬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4 鄧○曦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4 李○暖 劃撥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4 蘇○儀 劃撥 社區服務計畫 $500

2015/03/24 周○宏 電匯 一般捐款 $10000

2015/03/24 自○國中 現金 一般捐款 $2013

2015/03/25 邱○甯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2000

2015/03/25 莊○祥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5 連○如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5 柯○如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5 楊○全 劃撥 一般捐款 $230

2015/03/25 黃○貞 現金 捐款 $50000

2015/03/25 陳○誠 轉帳 教養保育計畫 $20000

2015/03/25 但○理有限公司(統編30870911)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30000

2015/03/26 D○na Wright 劃撥 一般捐款 $5142

2015/03/26 曹○香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6 涂○民 劃撥 一般捐款 $300

2015/03/26 善心人士 手機捐款(台哥大)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6 葉○舒 手機捐款(台哥大)一般捐款 $300

2015/03/26 周○汶 手機捐款(台哥大)一般捐款 $500

2015/03/26 善心人士 手機捐款(台哥大)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6 廖○佳 手機捐款(台哥大)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6 李○興 手機捐款(台哥大)一般捐款 $100

2015/03/26 吳○昇 手機捐款(台哥大)一般捐款 $500

2015/03/26 善心人士 手機捐款(台哥大)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6 善心人士 手機捐款(台哥大)一般捐款 $100

2015/03/26 蘇○宗 手機捐款(台哥大)一般捐款 $100

2015/03/26 葉○誠 手機捐款(台哥大)一般捐款 $100

2015/03/26 于○滎 手機捐款(台哥大)一般捐款 $500

2015/03/26 周○汶 手機捐款(台哥大)一般捐款 $500

2015/03/26 江○鐸 林○嬌 江○華 支票 一般捐款 $250000

2015/03/26 花○市公所 零錢捐 一般捐款 $4147

2015/03/26 胡○蔚 現金 一般捐款 $1597

2015/03/26 善心人士(清心慈大店) 零錢捐 一般捐款 $3954

2015/03/26 劉○成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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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6 林○清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6 黃○貞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6 王○杰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6 馮○敏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6 毛○脗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6 蔡○華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6 謝○惠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6 紀○盡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6 蔡○玲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6 蔡○玲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6 陳○妘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6 陳○清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6 王○珍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6 王○珍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6 蕭○妙 電匯 一般捐款 $2990

2015/03/27 婁○梅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3000

2015/03/27 婁○梅 劃撥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2000

2015/03/27 吳○川 劃撥 一般捐款 $3000

2015/03/27 白○花 劃撥 社區服務計畫 $2000

2015/03/27 雷○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27 陳○玲 劃撥 一般捐款 $1500

2015/03/27 梁○琴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徐○菁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林○鳳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鄧○聖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李○樺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李○龍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廖○人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蔡○婚 劃撥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黃○慈 劃撥 一般捐款 $200

2015/03/27 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統編：70439551) 支票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7 葉○文 支票 一般捐款 $2500

2015/03/27 黃○明 現金 社區服務計畫 $3000

2015/03/27 曾○忠 現金 社區服務計畫 $1000

2015/03/27 黃○雄 現金 一般捐款 $30000

2015/03/27 陳○瑩 信用卡 一般捐款 $3000

2015/03/27 蔡○芬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500

2015/03/27 黃○琴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0

2015/03/27 林○修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250

2015/03/27 林○修 信用卡 社區服務計畫 $250

2015/03/27 林○修 信用卡 職業重建計畫 $250

2015/03/27 林○修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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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7 王○華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500

2015/03/27 林○鏵 信用卡 一般捐款 $300

2015/03/27 謝○書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蔡○安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27 蔡○堯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27 張○珍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7 陳○仁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林○螢 信用卡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27 廖○賢 信用卡 一般捐款 $600

2015/03/27 陳○娟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田○剛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2000

2015/03/27 黃○晴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李○慧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300

2015/03/27 丁○卿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鍾○明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王○瑛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0

2015/03/27 崔○生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張○鈺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陳○玲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徐○婷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葉○哲 信用卡 一般捐款 $300

2015/03/27 王○珠 信用卡 職業重建計畫 $500

2015/03/27 石○瑋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鄭○修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

2015/03/27 鄭○修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27 江○珊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700

2015/03/27 陳○玲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27 黃○華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黃○君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蘇○仁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胡○慈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0

2015/03/27 辜○娟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

2015/03/27 林○儒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

2015/03/27 陳○麗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27 江○遠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27 徐○民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潘○萍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27 林○成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300

2015/03/27 林○涼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27 吳○風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顏○汎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林○榮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500



日期 名稱 方式 項目 金額

黎明善工2015年3月捐款明細表

2015/03/27 傅○煌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林○霖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賴○蓉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0

2015/03/27 彭○連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陳○珍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林○德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王○裕 信用卡 一般捐款 $300

2015/03/27 黃○如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

2015/03/27 賴○諭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27 賴○諭 信用卡 職業重建計畫 $500

2015/03/27 唐○翔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劉○毅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27 劉○毅 信用卡 社區服務計畫 $500

2015/03/27 劉○毅 信用卡 職業重建計畫 $1000

2015/03/27 劉○毅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27 沈○馨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27 鄭○仁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廖○定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27 陳○中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楊○玲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5000

2015/03/27 楊○玲 信用卡 職業重建計畫 $5000

2015/03/27 賴○顏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

2015/03/27 賴○碧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27 董○彣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300

2015/03/27 袁○英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顧○雲 信用卡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27 登○美牙醫診所 信用卡 一般捐款 $3000

2015/03/27 楊○津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27 朱○帆 信用卡 一般捐款 $300

2015/03/27 陳○薇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500

2015/03/27 賴○美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1000

2015/03/27 顏○文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27 顏○美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葉○伶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27 王○霖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楊○宜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陳○婷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黃○琴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傅○欽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蔡○瑛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卓○翔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200

2015/03/27 王○玲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日期 名稱 方式 項目 金額

黎明善工2015年3月捐款明細表

2015/03/27 張○福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曾○賢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楊○誠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吳○城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27 甘○銘 信用卡 一般捐款 $300

2015/03/27 王○如 信用卡 職業重建計畫 $500

2015/03/27 林○芬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27 鄧○尹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江○正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林○華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5000

2015/03/27 吳○派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27 郭○婷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周○誠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林○淼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27 呂○正      信用卡 一般捐款 $300

2015/03/27 劉○英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張○文 信用卡 一般捐款 $300

2015/03/27 柯○松 信用卡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27 彭○凰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林○淇   信用卡 一般捐款 $300

2015/03/27 李○華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王○慧鶯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300

2015/03/27 黃○婷   信用卡 一般捐款 $200

2015/03/27 黃○花 信用卡 職業重建計畫 $500

2015/03/27 倪○惠 信用卡 社區服務計畫 $1000

2015/03/27 鍾○宏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林○明  信用卡 一般捐款 $2500

2015/03/27 王○眉 信用卡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27 林○乙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500

2015/03/27 黃○鑫 信用卡 一般捐款 $300

2015/03/27 劉○郎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100

2015/03/27 陳○昶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27 李○倫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施○全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何○治 張○欣 何○安 何○倫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400

2015/03/27 順○行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郭○君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300

2015/03/27 謝○霞 信用卡 一般捐款 $300

2015/03/27 徐○娟 信用卡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27 葉○德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7 紀○耀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紀○叡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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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7 紀○羽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紀○榕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李○惠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廖○立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陳○南 信用卡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27 張○妤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郭○儀 信用卡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27 徐○道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宋○屏 信用卡 一般捐款 $300

2015/03/27 邱○雄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27 徐○萱 信用卡 一般捐款 $600

2015/03/27 徐○錦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黃○玉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翁○娥 信用卡 一般捐款 $300

2015/03/27 湯○慧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謝○慧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楊○德 信用卡 社區服務計畫 $500

2015/03/27 潘○馚 信用卡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27 胡○ 信用卡 社區服務計畫 $1000

2015/03/27 周○玲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27 王○宇         信用卡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27 余○源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蔡○淑貞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謝○惠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黃○雅 信用卡 一般捐款 $600

2015/03/27 梁○晶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7 梁○恩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

2015/03/27 林○曄  林○宏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27 王○順    信用卡 一般捐款 $200

2015/03/27 朱○敏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500

2015/03/27 王○美   信用卡 一般捐款 $500

2015/03/27 前○國際地板(有)公司 信用卡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吳○微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劉○信 林○琍 劃撥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30 沈○敏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陳○隆 劃撥 一般捐款 $200

2015/03/30 邱○蓮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吳○海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吳○潁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吳○諴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邱○容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彭○妹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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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30 鄭○霞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鄧○蘭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王○如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張○琦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徐○蓮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陳○珠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林○佑 現金 一般捐款 $300

2015/03/30 葉○美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趙○州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呂○萍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吳○蘭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陳○霞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吳○玲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張○興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郭○禎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張○瑾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張○鏵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善心人士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2700

2015/03/30 善心人士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7479

2015/03/30 善心人士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3222

2015/03/30 周○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30 呂○雄 現金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30 李○月 現金 一般捐款 $300

2015/03/30 王○馨 現金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史○瑾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鄭○棻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高○雄 現金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彭○浩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許○云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黃○平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吳○華 現金 一般捐款 $300

2015/03/30 卓○桃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賴○清 現金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張○月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鄭○伶 現金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何○晟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黃○實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林○泉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林○聰 現金 一般捐款 $20000

2015/03/30 星○歡海民宿 現金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30 曾○誼 現金 一般捐款 $3000

2015/03/30 柳○敏 現金 一般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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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30 田○奉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陸○安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陳○翥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黃○南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吳○桂 現金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梁○悅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劉○梅 現金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翁○觀 現金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張○樺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林○瑛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王○生 現金 一般捐款 $300

2015/03/30 呂○賜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30 陳○欽 現金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30 吳○桃 現金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30 石○明 現金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游○珍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侯○雍 現金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善心人士 現金 一般捐款 $8414

2015/03/30 主○名 現金 一般捐款 $2900

2015/03/30 門○會富安教會 現金 一般捐款 $2300

2015/03/30 許○嬪 現金 一般捐款 $2382

2015/03/30 黎○睿 現金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杜○嫺 現金 一般捐款 $200

2015/03/30 蘇○霞 轉帳 社區服務計畫 $238

2015/03/30 楊○如 轉帳 社區服務計畫 $551

2015/03/30 馬○珮 轉帳 社區服務計畫 $1650

2015/03/30 林○泉 轉帳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30 陳○吉 轉帳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陳○梅 轉帳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陳○文 轉帳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阮○庭 轉帳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30 邱○慧 轉帳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宋○康 轉帳 一般捐款 $300

2015/03/30 郭○元 轉帳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鄭○寧 轉帳 教養保育計畫 $3200

2015/03/30 鄭○欣 轉帳 職業重建計畫 $526

2015/03/30 張○雯 金融卡 一般捐款 $800

2015/03/30 陳○雲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余○廷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永○汽車(有)公司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陳○珠 郵局轉帳 教養保育計畫 $200

2015/03/30 湯○枝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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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30 涂○芬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程○娟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黃○鴻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300

2015/03/30 顧○國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800

2015/03/30 陳○賢 郵局轉帳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30 江○聲 郵局轉帳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30 王○珠 郵局轉帳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30 林○賢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黃○瑜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200

2015/03/30 林○中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300

2015/03/30 李○昕 郵局轉帳 社區服務計畫 $200

2015/03/30 林○芸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吳○華 郵局轉帳 教養保育計畫 $200

2015/03/30 吳○邦 郵局轉帳 教養保育計畫 $200

2015/03/30 莊○香 郵局轉帳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30 江○卿 郵局轉帳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30 林○展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賴○蓉 郵局轉帳 職業重建計畫 $2000

2015/03/30 黃○英 郵局轉帳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30 林○蘋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許○彰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葉○土 郵局轉帳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700

2015/03/30 邱○屏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廖○賢 郵局轉帳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30 廖○賢 郵局轉帳 社區服務計畫 $1000

2015/03/30 吳○靈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楊○雯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方○鈴 郵局轉帳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300

2015/03/30 彭○期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300

2015/03/30 吳○玟 郵局轉帳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200

2015/03/30 吳○珩 郵局轉帳 教養保育計畫 $200

2015/03/30 梁○玲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江○綢妹 郵局轉帳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30 侯○容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連○翔 郵局轉帳 職業重建計畫 $500

2015/03/30 何○水 郵局轉帳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30 曾○蓮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廖○雱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300

2015/03/30 葉○諭 郵局轉帳 教養保育計畫 $800

2015/03/30 安○富美 郵局轉帳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30 徐○莉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張○文 郵局轉帳 教養保育計畫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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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30 林○鳳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0 林○兆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200

2015/03/30 張○庭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0 林○鶯 郵局轉帳 黎明喜樂園建置經費 $500

2015/03/30 林○靈 郵局轉帳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0 林○遠 郵局轉帳 教養保育計畫 $1500

2015/03/31 愛○義賣社團 劃撥 一般捐款 $11400

2015/03/31 林○智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31 廖○真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31 張○珍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31 蔡○雪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31 王○村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31 陳○美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31 鄭○祥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1000

2015/03/31 史○真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300

2015/03/31 魏○珊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200

2015/03/31 王○雄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1 胡○瑋 劃撥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1 錢○德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500

2015/03/31 賴○發 劃撥 教養保育計畫 $300

2015/03/31 劉○孝 現金 教養保育計畫 $2000

2015/03/31 陳○文 現金 社區服務計畫 $1000

2015/03/31 李○玉子 現金 社區服務計畫 $1000

2015/03/31 李○寧 信用卡(智邦) 一般捐款 $5000

2015/03/31 張○智 信用卡(智邦)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1 楊○宜 信用卡(智邦)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1 楊○秀華 信用卡(智邦)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1 彭○添 信用卡(智邦)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1 呂○榛 信用卡(智邦)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31 周○慈 信用卡(智邦)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31 張○香 銀行轉帳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1 張○智 信用卡(智邦)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1 關○紛 信用卡(智邦) 一般捐款 $600

2015/03/31 許○宜 信用卡(智邦)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1 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電匯 一般捐款 $50000

2015/03/31 何○崑 ACH(合庫)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1 林○能 ACH(合庫)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1 蕭○惠 ACH(合庫)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1 蔡○興 ACH(合庫) 一般捐款 $2000

2015/03/31 陳○珊 ACH(合庫) 一般捐款 $100

2015/03/31 王○如 ACH(合庫) 一般捐款 $500

2015/03/31 李○庭 ACH(合庫) 一般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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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31 東○玻璃行(統編76962358) ACH(合庫) 一般捐款 $1000

2015/03/31 梁○騰 ACH(合庫) 一般捐款 $300

2015/03/31 蔣○麟 ACH(合庫) 一般捐款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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