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號碼/姓名 金額 收據號碼/姓名 金額

001375-伊士脈泉旅有限公司 $1,600 R2010120017林明宗 $800

001404-成長文教基金會 $5,000 R2010120018張偉霖 $3,000

001405-連弘聖.連淑華 $500 R2010120019福聚得食品行 $1,000

001407-沈忠安 $500 R2010120020張志豪 $3,000

001408-善心人士 $600 R2010150001魏若家 $1,000

001409-善心人士 $3,200 R2010150003朱少菡 $2,000

001410-長春四面佛 $1,000 R2010150004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000

001411-陳余袖 $1,000 R2010150014吳欣儒 $100

001412-謝孟津 $1,000 R2010200001太鏵電子有限公司 $3,000

R2010050001 台灣般尼克學員 $8,400 R2010200002張雅婷 $2,500

R2010050002林采潔 $1,000 R2010200004吳阿任 $2,000

R2010050003陳如琪 $1,000 R2010200005王江美珠 $1,000

R2010050004張天明 $300 R2010200008曾珝維 $100

R2010120001徐信詮 $1,000 R2010200010許三川 $2,000

R2010120002熊立 $1,000 R2010200011陳馥俊 $500

R2010120003陳韋融 $1,000 R2010200018鍾佩蓁 $1,500

R2010120004陳慧君 $500 R2010200019黃陳金英 $500

R2010120005林采潔 $500 R2010200020黃陳金英 $500

R2010120006謝順和 $1,000 R2010200021黃陳金英 $500

R2010120007陳仲禹 $4,000 R2010200022善心人士 $1,500

R2010120008李寶絨 $800 R2010200024朱少菡 $2,000

R2010120009蔡逸玲 $400 R2010200025林定謙 $1,000

R2010120010林美雲 $400 R2010200026石佩翎 $2,000

R2010120011吳展志 $2,000 R2010200027郭策 $2,000

R2010120012李玉珍 $400 R2010200028吳欣儒 $100

R2010120013陳桂美 $400 R2010200029富郁廣告企業社 $500

R2010120014林正凱 $4,000 R2010200030富郁廣告企業社 $500

R2010120015簡箐素 $3,600 R2010200031盧敏嚴 $1,000

R2010120016簡喬暄 $2,000 R2010220001詹惟婷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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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010220002林清海 $500 R2010290029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500

R2010220003高嘉成 $300 R2010290030林鴻堯 $7,500

R2010220004林家榮、蔡云絜 $1,000 R2010290031李珮欣 $7,500

R2010220005潘竑繹 $1,000 R2010290032林凱程 $7,500

R2010220007蔡佩宜 $1,000 R2010290033林凱蒂 $7,500

R2010220010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350,000 R2010290034林凱瓏 $7,500

R2010260001胡豈境 $10,000 R2010290035林凱山 $7,500

R2010290001廖雅雯 $400 R2010290036李秀儀 $300

R2010290002楊琇卉 $600 R2010290037葉謝育慈 $2,000

R2010290003楊敬甫 $500 R2010290038林懿君 $2,500

R2010290004楊明哲 $500 R2010290039陳沅億 $500

R2010290005賴秀菊 $300 R2010300001呂東湖 $6,000

R2010290006林淑惠 $500 R2010300002呂游阿月 $6,000

R2010290007唐銜勳 $2,000 R2011030001曾宜秀 $1,000

R2010290009林佰兆 $1,000 R2011030002黃宇榛 $500

R2010290014林鴻堯 $7,500 R2011050002黃金聰 $200

R2010290015李珮欣 $7,500 R2011090008何家華 $2,000

R2010290016林凱程 $7,500 R2011090009蔡旻珊 $1,800

R2010290017林凱蒂 $7,500 R2011090010善心人士 $300

R2010290018林凱瓏 $7,500 於佩文-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0290019林凱山 $7,500 謝淑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R2010290020李致葳 $500 林靜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0290021李品儀 $500 李雪-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0290022紀美快 $250 吳佩馨-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0290023王錫祿 $250 張漢維-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R2010290024王彗瑄 $1,250 青美惠-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0290025林有義 $125 王志明-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

R2010290026簡忠本 $1,000 游欣儀-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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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010290027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875 簡喬暄-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黃子玲-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 邱資晴-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郭嘉瑩-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武宛琪(收據:黃仕宇) $1,000

余孟澐-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 許惠貞-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劉家瑞-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胡豈境、簡伉伶-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王雅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林華葳-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公信力企業有限公司-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鄭健德-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江毓琪-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龍縢實業有限公司-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4,000

徐葦婷-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林明宗-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3,000

游宥蓁-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林雅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游宥蓁-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簡箐素-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陳俊卿-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裕勝不動產有限公司-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陳啟宏.楊文君-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楊裕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劉建成-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張凱雅-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陳韋融-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500 石惠萍-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林世斌-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李櫻桃.陳若瑜-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李佩珍-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黃玉雲-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謝精森-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許子偉-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800

吳培勳-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

范雅雯-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100

譚國勇-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陳合發食品（陳岱偉）-收據整年合併開

立
$2,000

邱惠紋-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邱惠紋-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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