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號碼/姓名 金額 收據號碼/姓名 金額

001537-吳沛學 $100 001624-藍稚鈞.藍芳瑟.藍智煦.藍之妤 $1,200

001538-鍾佩蓁 $1,000 001651-進安企業社 $10,000

001539-黃陳金英 $500 001654-賴俊宇 $200

001540-黃陳金英 $500 001655-賴苡瑄 $200

001541-賴聯邦 $4,000 001656-連弘聖.連淑華 $500

001542-陳裕隆 $600 001657林銘益 $1,500

001543-沈阿添 $200 001658善心人士 $4,000

001544-沈林秋子 $200 001659陳黃翠蘭 $5,000

001545-沈忠安 $200 001660壯圍靈玄宮愛心園 $1,000

001546-郭寶蓮 $300 001661邱美昭 $3,000

001547-邱憲信 $1,000 001662邱美昭 $100

001548-楊姉雯 $1,000 001663楊淑芬 $500

001549-邱翊鉻 $1,000 001664鄭逸偉 $10,000

001550-邱映慈 $1,000 001665黃美惠 $3,000

001570-17teabar飲料店-羅0055 $230 001666群耀房仲企業社-藍大鈞 $5,000

001571-拉亞漢堡-宜0026 $2,314 001667林采潔 $1,000

001572-冬山豆漿姑早餐店-宜0004 $2,046 001668陳如琪 $1,000

001573-非常機車-宜003 $591 001669何永龍 $1,000

001574-綠禾園-宜0027 $76 001670賴苡瑄 $200

001575-連香齋坊-宜0020 $1,491 001671蘇秀玲 $1,000

001576-吳伯伯素食店-宜006 $1,160 001672沈政文 $2,000

001577-宜新早餐-宜0007 $1,354 R2104060010台灣般尼克學員 $158,400

001578-清華牙醫診所-宜0024 $30 R2104060011台灣般尼克學員 $26,400

001579-松鶴刷刷鍋-宜0017 $1,908 R2104130003徐信詮 $1,000

001580-清心福全東港店-宜0023 $76 R2104130006羅鈺喬 $600

001581-麥味登弘力店-宜0051 $734 R2104130007羅仁宏 $1,000

001582-百善園早餐-宜0029 $4,342 R2104130008柳晉頻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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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104130009鄭淑芬 $1,000 R2104200007李麗慧 $1,000

R2104130010李進輝 $300 R2104200008善心人士 $2,891

R2104130011王詩涵 $3,500 R2104210001林哲偉 $2,500

R2104130013林郁萌 $300 R2104220010飛美家旅行社有限公司 $7,200

R2104130014呂鴻麟 $300 R2104270016蔡佩宜 $1,000

R2104130015林沛瀅 $300 R2104270017林清海 $500

R2104130016游青汩 $500 R2104270018曹晴媗 $400

R2104130017微迷咖啡商行 $5,000 R2104270019楊琇卉 $600

R2104130018陳宜秀 $2,000 R2104270020楊明哲 $500

R2104130019吳昌益 $1,000 R2104270021楊敬甫 $500

R2104130020楊濃也 $1,500 R2104270022邱仁傑 $300

R2104130021謝順和 $1,000 R2104270023林淑惠 $500

R2104130022陳馥俊 $500 R2104270024大山純慧 $30,000

R2104140001林秀玲 $1,000 R2104270025黃金源 $3,000

R2104140002吳秀玲 $300 R2104280003孫克傳 $60,000

R2104140003林芬蘭 $500 R2104290005陳秋釧 $3,000

R2104140004善心人士 $468 R2104290006莊素貞 $500

R2104140005游憶尹 $300 R2104290007張金治 $1,000

R2104140006鄭芩媗 $300 R2104290008善心人士 $3,896

R2104140007張柏偉 $500 R2105040005吳庭榛 $500

R2104160001東鎧股份有限公司 $3,000 R2105060003黃金聰 $200

R2104160002吳柏良 $1,500 R2105060004林季玉.張佑嘉 $2,000

R2104160003太鏵電子有限公司 $3,000 R2105060005曾宜秀 $1,000

R2104200003 陳淑婉 $10,000 R2104190001呂志勇 $122,500

R2104200004福聚得食品行 $1,000 R2105040002善心人士 $10,000

R2104200005蕭宜靚 $1,000 林靜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104200006吳和峻 $3,000 李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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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佩馨-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青美惠-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吳儀婷-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王志明100-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 康秀美-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游欣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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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喬暄-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林明宗-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4,000

黃子玲-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 林雅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林佩珊-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簡箐素-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郭嘉瑩-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裕勝不動產有限公司-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余孟澐-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 楊裕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劉家瑞 -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張凱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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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惠萍-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劉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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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韋融-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500 王雅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江成源-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陳德鴻-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李佩珍-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江毓琪-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黃玉雲-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徐葦婷-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謝精森-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游宥蓁-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許子偉-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800 游宥蓁-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吳培勳-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 陳俊卿-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范雅雯-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3,100 黃素美 -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500

譚國勇-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沈月如-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邱惠紋-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吳惠珍-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邱惠紋-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金少爺實業有限公司-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邱資晴-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謝芷寧(收據抬頭：妮的工作室)-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武宛琪(收據:黃仕宇)-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吳幸紋-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許惠貞-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林思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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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美麗-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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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帥小吃店(統編78216821)-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駱淑娟-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林筠甄、羅卉婷-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於佩文-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王姿晴-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謝淑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李佩蓁-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林汝甄-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游景旭-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潘竑緯-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蔡云絜、林家榮 -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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