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收據號碼 金額 姓名/收據號碼 金額

001255-伊士脈泉旅有限公司 $800 R2007100009沈月如 $1,500

001308-伊士脈泉旅有限公司 $800 R2007100010太鏵電子有限公司 $3,000

001337-江詩婷 $2,000 R2007100011沈衛雯 $3,000

001338-蘇秀玲 $1,000 R2007100012謝順和 $1,000

001339-進安企業社 $5,000 R2007100013蔡駿耀 $300

001340-善心人士 $3,000 R2007100013蔡駿耀 $1,000

001341-梁恒盛 $2,000 R2007100014陳馥俊 $500

001343-善心人士 $4,200 R2007100015豐利旺企業有限公司 $60,000

001344-三華藥局 $800

R2007130006宜蘭縣北投社文化發

展協會 $3,000
001345-游保杏.呂春福.李麗花.呂采

芳.呂彩華.呂采芸 $20,000 R2007160001金和小吃部-宜0082 $600

001346-林素玫 $1,100 R2007160002金和小吃部-宜0082 $678

001347-黃淑芳 $1,000

R2007160003 17teabar 飲料店-羅

0068 $259

001349-謝立賢 $5,000

R2007160004礁溪包子、饅頭專賣

店-礁00011 $1,199

001350-游保杏.呂春福.李麗花.呂采

芳.呂彩華.呂采芸
$6,000

R2007160005 TTL台灣菸酒份有限

公司宜蘭營業所-宜0069 $1,787

001351-游芝瑄 $2,000 R2007160006善心人士 $5,000

001352-陳榮隆、王璐 $3,000 R2007160007楊孝如 $500

001353- 張瑄芸、阮翠玲 $400 R2007160008沈月如 $1,800

001354-愛兒天使
$300

R2007170001聖德科斯中山門市-宜

0003 $617

001355- 壯圍靈玄宮愛心園 $1,000 R2007170002宜美皮膚科-宜0005 $879

001358-恆順益企業社 $500 R2007170003非常機車-宜0006 $590

R2007010002倪瑞琴 $1,200 R2007170007吳伯伯素食店-宜0011 $492

R2007030002宜蘭魚菜共生 $6,000
R2007170008車麗屋汽車百貨-宜

0013 $667

R2007060014陳綉桃 $6,000 R2007170009陽光田園-宜0014 $199

R2007060015徐信詮 $1,000 R2007170010季洲拉麵-宜0015 $494

R2007060016藍焰堂.蔡鳳春 $6,000
R2007170011德芳美健康早餐-宜

0016 $71

R2007060017徐將豪 $6,000 R2007170012東方美早餐店-宜0017 $869

R2007060018李圓清 $10,000 R2007170013夢奇地通訊行-宜0018 $107

R2007070001胡豈境 $6,000 R2007170015大喫-宜0019 $82

R2007070002善心人士
$500

R2007170016領侁電器股份有限公

司-宜0021 $695

R2007070003謝馥謙 $3,000 R2007170017松鶴涮涮鍋-宜0022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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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007100003薛巧宜 $1,000 R2007230012僑興驗車廠 -礁0005 $1,011

R2007100004莊巧伃 $1,000

R2007230013新生活生鮮超市 -礁

0006 $94

R2007100005廖國宏 $1,000

R2007230015礁溪跑馬咖啡 -礁

0010 $397

R2007100006潘竑緯 $1,000 R2007230016老樹8 -礁0012 $1,220

R2007100007林家榮、蔡云絜 $1,000

R2007230014法璽飲品茶鋪-  礁

0008 $815

R2007100008黃澄云 $1,000 R2007230010悅德素食- 宜0067 $2,036

R2007170018魔術廚房-宜0026 $346

R2007230011瑪格莉西點麵包 -宜

0079 $350

R2007170019微笑食客定食-宜0085 $864 $521
R2007170020TTL台灣菸酒份有限公司

宜蘭營業所-宜0069 $355

R2007230018春水笈溫泉湯屋- 礁

0016 $970

R2007170021高嘉誠 $300

R2007230019原民沙龍美髮店- 羅

0042 $4

R2007170022李佳琦 $200 R2007270001曾宜秀 $1,000

R2007170022李佳綺 $500 R2007270002鍾佩蓁 $1,500

R2007200001陳乙妃 $100 R2007270003黃陳金英 $500

R2007200002善心人士 $1,000 R2007270004黃陳金英 $500

R2007200003蔡佩宜 $1,000 R2007270005黃陳金英 $500

R2007200005楊敬甫 $500 R2007290001盧敏嚴 $2,000

R2007200006楊明哲 $500 R2007310001台灣般尼克學員 $144,000

R2007200007曹子芹 $400 於佩文-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07200008廖胤妤 $600 謝淑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R2007200009林淑惠 $500 林靜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07200010余誌洋、陳玉玫 $1,000 李雪-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07200011邱仁傑 $200 吳佩馨-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07200012賴秀菊 $100 張漢維-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R2007210001宜蘭魚菜共生 $6,000 青美惠-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07220001張新明 $5,000 王志明-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

R2007230002宜新早餐- 宜0012 $444 游欣儀-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007230003連香齋坊- 宜0027 $2,674 簡喬暄-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R2007230004清心福全東港店- 宜

0032 $197 黃子玲-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

R2007230005手機無限城- 宜0042 $104 郭嘉瑩-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R2007230006仙草爸- 宜0046 $1,784 余孟澐-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

R2007230007邁阿密唱片行 -宜0048 $852 劉家瑞-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R2007230008玉璽美印社(立林成蔭)

-宜0050 $622
陳啟宏.楊文君-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R2007230009巧食坊- 宜0058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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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宥蓁-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林世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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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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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資晴-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武宛琪(收據:黃仕宇) $1,000

許惠貞-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胡豈境、簡伉伶-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林華葳-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鄭健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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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林明宗-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3,000

林雅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簡箐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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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裕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收據整年合

併開立
$1,000

張凱雅-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石惠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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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雅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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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毓琪-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徐葦婷-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游宥蓁-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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