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號碼/姓名 金額 收據號碼/姓名 金額

001586-陳家客棧-頭城0001 $853 R2106080004林盈瑜 $1,000

001587-新生活生鮮超市-礁0005 $90 R2106080005孟令凱 $1,000

001682-善心人士 $500 R2106080006邱陳玉雲 $10,000

001682-善心人士 $500 R2106080007何詩涵 $1,000

001683-善心人士 $4,524 R2106080008郭文忠 $1,000

001684-張國鋒.張亞筑.張日品.張謹炘.張

羅玉香.陳珮茹
$1,000

R2106080009吳麗滿
$500

001685-李佩蓁 $3,000 R2106080010善心人士 $500

001686-一中衛生工程行 $1,000 R2106100001邱蕿穎 $3,600

001687-進安企業社 $3,000 R2106100002唐銜勳 張麗花 $2,000

001688-善心人士 $500 R2106100003林哲弘 $1,000

001689-壯圍靈玄宮愛心園 $1,000 R2106100004謝順和 $1,000

001690-鍾佩蓁 $1,000 R2106150002 王江美珠 $1,000

001691-黃陳金英 $500 R2106150003東鎧股份有限公司 $6,000

001692-黃陳金英 $500 R2106150004楊明哲 $500

001693-吳佳芯 $300 R2106150005楊敬甫 $500

001694 四結國小-六年忠班、六年孝班 $5,000 R2106150006楊琇卉 $600

001695謝榮鳳 $1,000 R2106150007廖雅雯 $400

001696徐將豪 $6,000 R2106150008黃文棟 $1,000

001697藍焰棠.蔡鳳春 $6,000 R2106150009林淑惠 $500

001698周萬來 $10,000 R2106150010賴秀菊 $300

001699廖游匏 $5,000 R2106210001凌宜豊 $2,000

R2106020001台灣般尼克學員 ######## R2106210002邱昭傑 $2,000

R2106070002沈政文 $2,000 R2106210003邱千銜 $1,500

R2106070003徐信詮 $1,000 R2106210004何佳芸 $1,500

R2106080001福聚得食品行 $1,000 R2106210005邱靖心 $2,000

R2106080002林采潔 $1,000 R2106210006善心人士 $1,000

R2106080003陳如琪 $1,000 R2106210007許夙岑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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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106210008高鶯娟 $10,000 R2106290003劉建成 $10,000

R2106210009蔡建和 $500 R2106290005林佑容 $100

R2106210010胡家苓 $500 R2106290006藍翊禎 $100

R2106210011盧敏嚴 $1,000 R2106290007陳秋釧 $3,000

R2106210012黃雅玲 $1,000 R2106290008賴清科 $300

R2106210013張璲麟 $1,000 R2107010002曾宜秀 $1,000

R2106210014善心人士 $500 R2107010003王江美珠 $300

R2106210015張縈婕 $3,000 R2107010004李青蓮.張志晟 $6,000

R2106210016鄭嘉斐 $500 R2107010005張意霞 $3,000

R2106210017善心人士 $500 R2107050007黃金聰 $200

R2106210018戴柏儀 $1,000 R2107050008林清海 $500

R2106210019善心人士 $1,000 林靜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106210021善心人士 $1,000 李雪-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106210022善心人士 $100 吳佩馨-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106210023善心人士 $500 張漢維-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R2106210024善心人士 $500 青美惠-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106210025善心人士 $1,000 王志明100-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

R2106210026善心人士 $500 游欣儀-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106210027善心人士 $500 簡喬暄-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106210047曾蓮旗紀念基金會 $6,000 黃子玲-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

R2106210048太鏵電子有限公司 $3,000 林佩珊-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106210049林逢春 $3,000 郭嘉瑩-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R2106210050吳玉绮 $1,000 余孟澐-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

R2106240003蔡佩宜 $1,000 劉家瑞 -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R2106240004陳馥俊 $500 陳啟宏.楊文君-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R2106240005陳廖霖 $10,000 劉建成-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R2106240006郭庭霖 $100 陳韋融-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500

第 2 頁



收據號碼/姓名 金額 收據號碼/姓名 金額

                     110年6月捐款芳名錄

                社團法人宜蘭縣愛加倍關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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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儀婷-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駱淑娟-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康秀美-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張縈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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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筠甄、羅卉婷-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林明宗-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6,000 王姿晴-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林雅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李佩蓁-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簡箐素-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林汝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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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景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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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竑緯-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張凱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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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惠萍-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於佩文 -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李櫻桃.陳若瑜-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謝淑慧 -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2,000

王雅慧-收據整年合併開立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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