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號碼/姓名 金額 收據號碼/姓名 金額

001414-壯圍靈玄宮愛心園 $1,000 R2009110015陳美蓮 $500

001415-賴聯邦 $6,000 R2009110016游清標 $500

001416-連弘勝.連淑華 $500 R2009110017江素貞 $500

001417-楊榮珍 $800 R2009110018江李惠蘭 $500

001418-善心人士 $1,000 R2009110019林麗惠 $500

001419-王阿茶 $400 R2009110020吳秀鑾 $500

001420-許文憲 $1,000 R2009110021黃禕敏 $500

001421-進安企業社 $5,000 R2009110022陳儀芳 $500

001422-善心人士 $4,000 R2009110023王麗卿 $500

001423-壯圍靈玄宮愛心園 $1,000 R2009110024許睿彬 $500

001424-得安診所腎友 $1,000 R2009110025王永聰 $500

001425-妮的工作室 $50,000 R2009110026林采榆 $500

001426吳國山 $2,000 R2009110027林淑珠 $500

001427林秀敏 $3,000 R2009110028林義松 $500

001428林素卿 $5,000 R2011030017陳錦川 $1,000

001429蘇秀玲 $1,000 R2011040002財團法人基督徒宜蘭禮拜堂 $30,000

001430-林仁洲 $800 R2011050001朱阿菊 $2,000

R2009110001陳雋發 $500 R2011050003福聚得食品行 $1,000

R2009110003莊玉英 $500 R2011050004善心人士 $800

R2009110004劉美月 $500 R2011090001陳月英 $1,000

R2009110005陳政旭 $500 R2011090002魏若家 $1,000

R2009110006陳政碩 $500 R2011090003丸山社區 $1,000

R2009110007何月子 $500 R2011090004宜林大診所 $1,000

R2009110008江春福 $500 R2011090005林淑珍 $1,000

R2009110009江旻哲 $500 R2011090006黃素美 $5,000

R2009110010江御丞 $500 R2011090007蔡詩傑 $3,000

R2009110011劉鳳玲 $500 R2011110001宜蘭縣壯圍鄉美城社區發展協會 $1,000

R2009110012張瑞全 $500 R2011110002沈宏光 $8,000

R2009110013張琬旋 $500 R2011120001劉燕玲 $2,000

R2009110014張琬旋 $500 R2011120008徐信詮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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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011120009謝順和 $1,000 R2011190006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500

R2011120010陳馥俊 $500 R2011190007簡汝育 $1,000

R2011120011君晟企業社 $2,400 R2011190008鄭伯經 、鄭伯緯 $3,000

R2011120012陳宥嘉 、陳昱丞 $2,400 R2011190009林暘鈞 $120,000

R2011120013陳德輝 、錢鳳妹 $1,600 R2011200001林玉娟 $500

R2011120014林筱庭 $1,600 R2011200002蔡沛翎 $800

R2011120015呂婷玉 $800 R2011200003彭燕玲 $800

R2011120016蔡佩君 $800 R2011200004林婉瑩 $800

R2011120017鐘添丁.黃素燕.林曼玲 $1,500 R2011200005張芯瑜 $3,200

R2011130001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R2011200006盧敏嚴 $1,000

R2011130002黃清水 $1,000 R2011200007善心人士 $1,000

R2011130003吳雯玉 $1,000 R2011200008詹珮菱 $1,000

R2011160001劉芯瑜 $500 R2011200009善心人士 $800

R2011160002吳阿任 $2,000 R2011200010陳怡文 $2,400

R2011160003詹惟婷 $1,000 R2011200011善心人士 $800

R2011160004宜蘭縣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聯合社 $800 R2011200012廖秀玲 $2,400

R2011160005盧銀英 $800 R2011230001宜蘭縣永美社區發展協會 $500

R2011160006林鳳喜 $800 R2011240002財團法人基督徒宜蘭禮拜堂 $1,000

R2011160007王江美珠 $1,000 R2011250001宜蘭縣宜蘭市黎明社區發展協會 $1,000

R2011160008金和小吃部-宜0082 $1,325 R2011250002宜蘭縣員山鄉惠好社區發展協會 $1,000

R2011160010新生活生鮮超市-礁0006 $87 R2011250003鄭淑清 $5,000

R2011160011麥香早餐-五結0001 $5,422 R2011250004鄭淑清 $15,000

R2011160012香Q真心飯糰-羅003 $2,333 R2011250005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8,800

R2011160013宜蘭縣員山鄉尚德社區發展協會 $1,000 R2011250006郭振森 $10,000

R2011180001旭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吳孟儒 $2,000 R2011250007鄭淑清 $10,000

R2011180002善心人士 $1,000 R2011250008林鍾霖 $500

R2011180003王瑞欣 $6,000 R2011250012高金榮 $500

R2011190001周愛萍 $500 R2011250013曾素敏 $500

R2011190002吳玉綺 $12,000 R2011250014林金隊 $1,000

R2011190003太鏵電子有限公司 $3,000 R2011250015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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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011190004林凰子 $200 R2011260001楊明哲 $500

R2011260003楊敬甫 $500 王志明-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

R2011260004曹子芹 $400 游欣儀-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1260005廖新勝 $600 簡喬暄-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1260007賴秀菊 $300 邱資晴-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1260009林淑惠 $500 武宛琪(收據:黃仕宇) $1,000

R2011260011吳庭榛 $500 許惠貞-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1260012簡裕仁 $24,000 胡豈境、簡伉伶-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R2011260013曾宜秀 $1,000 林華葳-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1300002陳秋釧 $3,000 鄭健德-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1300004蔡佩宜 $1,000 龍縢實業有限公司-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4,000

R2011300005林清海 $500 林明宗-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3,000

R2012030001善心人士 $1,000 林雅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2030002陳佩君 $1,000 簡箐素-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2030003楊政達 $1,000 裕勝不動產有限公司-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2030004劉瑋婷 $1,000 楊裕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2030005吳青蓉 $800 張凱雅-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2030006善心人士 $1,000 石惠萍-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2030007善心人士 $800 李櫻桃.陳若瑜-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2030008張芯瑜 $800 黃子玲-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

R2012030009張芯瑜 $1,600 郭嘉瑩-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R2012030010蕭宇軒 $1,000 余孟澐-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

R2012040002林家榮、蔡云潔 $1,000 劉家瑞-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R2012040003潘竑緯 $1,000 王雅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2040004蔡祐廷 $100 公信力企業有限公司-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R2012040005蔡祐廷 $100 江毓琪-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2040006陳蘭馨 $100 徐葦婷-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12040007黃籈慧 $1,000 游宥蓁-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R2012040008林惠菁 $1,200 游宥蓁-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吳佩馨-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陳俊卿-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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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漢維-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陳啟宏.楊文君-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青美惠-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劉建成-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陳韋融-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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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素美 -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500

沈月如-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林明宗-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600

於佩文-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謝淑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林靜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李雪-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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