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樂仁啟智中心-103年捐款徵信-12月

姓名 金額

梁水牆.梁黃梅花 $2,000

徐語涵 $1,000

吳金英 $200

林慶源 $2,000

董哲旭 $1,000

古政卿 $10,000

陳奕晴 $200

彭靜宜 $200

周慧君 $200

許雅妮 $200

許翠華 $200

盧品蓁 $200

盧彥璇 $200

楊銘錄 $2,000

葉羿秀 $10,000

善心人士 $600

財團法人覺恩慈善事業基金會 $20,000

黃正義 $1,000

許可琪 $500

陳乃維 $100

泰菱有限公司 $290

許敏惠 $100

傅世欣 $200

沈立威 $100

陳仁煌 $200

劉洽民 $100

哇寶國際資訊(股)公司 $500

黃偉豪 $500

紳璿資訊有限公司 $5,000

蘇暐婷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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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一恆 $100

隆燕青 $100

李明勝 $200

汪志謙 $3,000

張淑真 $2,000

邱清蜂 $2,000

陳素琴 $100

周依蒨 $500

周紘郁 $500

周清吉 $500

劉瀞淳 $300

陳玫君 $300

邱振賢 $300

林延香 $300

張齊桓 $300

沈秀珍 $1,200

陳國方 $1,200

楊美香 $600

林文雄 $600

錢秀貞 $600

陳惠敏 $600

林錦村 $600

尤怡靜 $600

郭逸豐 $900

王柔雯 $1,000

秦安弘 $200

謝富松 $200

顏維徵 $1,500

吳清隆.洪淑如.吳德一.吳季錦 $500

李明勳 $500

周玉芳 $500

周亨鴻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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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亨駿 $500

卓瓊芬 $600

蘇惠華 $600

李致芳 $600

林月清 $700

劉宵華 $300

翁光志 $3,000

黃基雄 $300

貝文 $3,000

張淑蘭 $900

陳麗華 $600

楊運蓮 $900

王莉萍 $300

晏道文 $600

金富茂 $600

余木蓮 $300

何惠蓮 $600

鄒文美 $600

楊明遠 $300

施美如 $600

蔡進煌 $300

許耀峻 $100

吳立芳 $1,000

蘇誠德 $1,000

蘇誠德 $3,000

盧秀惠 $250

善心人士 $2,000

莊德成 $1,000

洪再信 $100

毛雅薇 $100

莊惠英 $600

陳家賢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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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華 $300

吳采津 $300

黃惠玲 $300

張鐸叡 $300

吳素花 $300

吳莉香 $300

戴孫瑋 $1,000

林玉蘭 $1,000

姚文魁 $600

沈森川 $900

成玉池 $300

溫定科 $100

楊銘錄 $2,000

陳伯昆 $500

陳秀春 $1,800

盧振基 $15,000

李榮 $100

陳瑞耀 $2,000

呂振禕 $400

連玲玉 $400

陳鳳梅 $400

楊群睿 $1,000

楊文同 $1,000

嚴美淑 $1,000

楊沛倫 $1,000

楊筠琪 $1,000

洪瑞玲 $500

康鎂榛 $200

姚靜宜 $900

陳姿萍 $1,800

弘彩商業廣告有限公司 $400

台灣航運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行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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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樂淇烘培坊 $200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小港稽徵所 $4,400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鼓山稽徵所 $1,600

丁怡方 $200

林志群 $200

金君祝 $200

貝文 $200

吳家明 $200

高嘉璜 $200

陳怡蓉 $200

陳秀春 $200

楊蔡麗玉 $200

黃麗萍 $900

孔秀月 $30,000

曾華美 $900

曾靖婷 $900

張裕德 $1,000

邱鈺芷 $900

鄭彩綢 $900

志向企業有限公司 $900

陳立凱 $900

洪秀娥 $900

許耀峻 $600

林白玟 $300

北極星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2,000

明耀科技有限公司 $3,000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鼓山稽徵所 $400

郭顏香姑 $1,000

林玉蘭 $1,000

林素稜 $900

李雪如 $900

陳慶輝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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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輝 $10,000

康儷股份有限公司 $3,000

李進輝 $5,000

吳先嶸 $1,000

林伯謙 $3,200

王惠君 $500

吳孟修 $2,000

張閎樣 $1,000

張瑋鼎 $1,000

黃新財 $200

林宗星 $215

馮瑞妮 $10,000

徐莑洺.徐瑞宏.楊曾受.楊靚茹.徐瑞檡 $3,000

軒晟企業(股)公司 $12,000

吳誌誠 $700

鄭秋梅 $200

林玫禪 $900

陳怡萱 $900

邱錦珍 $900

蔡雅玲 $300

貝文 $3,000

高正幸 $10,000

周俊雄 $500

謝岳宏 $200

鄭皓汶 $106

白依蓉 $900

劉貴綿 $900

李政達 $900

黃明輝 $900

楊淳淯 $900

傑茂冷凍企業行 $900

許珮綸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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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金龍 $200

陳愫汎 $200

易少珊 $400

孫鈺翔 $200

鄭伊晴 $200

周競志 $200

朱文雲 $200

鍾慧玲 $200

揪愛買好康團購社群 $8,334

汪美燕 $9,254

林佩詩 $1,200

張登翔 $1,200

賴宜櫻 $600

吳羿廷 $600

江宛真 $1,500

陳文英 $600

馮玉蕙 $300

黃林玉秀 $50

鄭惠中 $1,000

蔡秋俊 $900

許素燕 $600

陳秀珍 $600

陳玠(王+予) $300

張俊彬 $900

楊淑美 $600

楊銘錄 $5,000

羅玉貞 $1,000

謝嘉芝 $900

張簡玉婷 $900

張靜芸 $900

施麗娟 $900

鐘彩欣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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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珮琳 $900

洪涓惠 $1,000

丁怡方 $1,000

郵差 $1,000

邱彥騰 $600

陳威松 $600

宋友為 $600

林柏鴻 $3,000

林武雄 $3,000

梁銘卿 $1,200

李家忻 $600

張成利 $300

謝清桃 $10,000

呂玉華 $3,000

林恩玉 $3,000

杜健彰 $900

吳麗蘭 $900

顏伶如 $900

廖珮君 $900

黃佳玲 $900

余永晴 $900

黃雅苓 $900

黃照恩 $900

柯素惠 $900

劉吉盛 $900

熾點互動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社團法人高雄市合德慈善會 $5,000

黃陳素珠 $2,500

邱菁菁 $2,500

陳劉桂花 $2,500

邱睿均 $100

嘉隆行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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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建維 $1,000

楊子賢 $300

蔡尚義.陳阿美.蔡佳榆.蔡斯桓 $800

蔡一誠.蔡立庭 $500

陳博政 $500

莊阿幸 $300

顧之涵 $300

陳潮鈞.王秀霞 $200

杜光耀 $3,000

洪小閔 $1,000

陳佩如 $1,000

林秋如 $900

李健瑋 $900

唐福益 $900

邱琡閔 $900

林恩玉 $1,600

陳之穎 $400

蔡沛靜 $200

黃素卿 $200

許維渝 $200

林柏鴻 $2,000

許鳳仙 $1,000

南清聖帝殿明興宮仁愛慈善會 $3,000

吳朱真意 $500

邱可鈊 $300

莊錦秀 $500

陶慧嫻 $100

蔡鴻志 $100

蔡佩榕 $100

蔡睿澤 $100

吳麗秀 $300

陳朝絡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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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奕融 $200

方善鵬 $200

黃立宏 $400

戴家明 $400

黃介石 $200

黃介石 $200

李慕慈 $3,000

陳士雲 $200

柯文釗 $200

黃群升 $200

何家寶 $200

王鳳蓮 $200

億象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200

黃麗娟 $200

黃奉彬 $200

顏秀如 $200

彭正中 $200

周家賢 $200

林子勝 $200

張芸菲 $400

劉世俊 $200

鄭鴻義 $200

朱婷蔚 $200

王焜燦 $200

邱翰彬 $200

安伯琇 $200

黃家淇 $200

翁爾婕 $200

翁銘洲 $200

傑克網科技有限公司 $200

善心人士 $1,200

鄭彩蓮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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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生 $900

周麗霞 $900

周小蓮 $300

林慶源 $2,000

翁仁蔚 $900

楊靖芬 $900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3,000

王桂菲 $3,000

高雄市首都青年企業研究社 $30,000

江翔威 $2,000

梁元銘 $500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心手足慈善會 $3,000

善心人士 $1,000

陳奕廷 $1,000

楊程盛 $300

唐世勇 $2,000

劉淑秀 $900

沈東山 $900

陳佩琪 $900

廖瑞榮 $1,00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三地門教會 $4,000

吳宗祐 $1,500

高耀宏 $2,40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坤志慈善會 $3,000

泉瑝企業有限公司 $10,000

利百美興業(股)公司 $20,000

郭東義 $20,000

張淑萍 $5,000

公益信託黃金貴先生公益基金 $30,000

楊銘錄 $2,000

郭雅雯 $300

鄭惠中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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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美燕 $7,600

吳怡潔 $2,000

陳萱宜 $1,000

趙珮琳 $1,000

賴文婷 $1,000

杜光耀 $4,000

陳穩如 $1,000

黃麗萍 $9,000

林世欣 $3,000

賴紫瑄 $1,000

鄭曉峰 $3,000

顏雅婷 $4,000

林俊偉 $1,000

許銘真 $1,000

紀渭勝 $3,000

邱筱芳 $1,000

張麗秋 $1,000

洪小閔 $1,000

劉淑秀 $3,000

郭顏香姑 $1,000

謝雅慧 $3,000

余慧慧 $3,000

黃琤淇 $1,000

曾薇潔 $2,000

余娟娟 $2,000

李坤峰 $1,000

李耀庭 $1,000

林福文地政士事務所 $1,000

宏穎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000

黃昱仁 $1,000

梁蕙蓉 $1,000

薛沐堂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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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朝琴 $1,000

陳怡欣 $1,000

楊文慧 $1,000

賴冠霖 $1,000

洪小閔 $1,000

李鈺琳 $1,000

曾麗容 $1,000

陳若涵 $1,000

黃玫華 $2,000

廖祥宇 $1,000

何曼慈 $1,000

曾邱進 $1,000

志向企業有限公司 $4,000

單嘉玲 $1,000

翁仁蔚 $9,000

梁翠苹 $1,000

林翰均 $1,000

陳心慈 $1,000

賴玉敏 $1,000

楊靖芬 $1,000

江政欽 $1,000

周陳滿菊 $1,000

吳名晟 $1,000

麥琇茹 $1,000

呂玉華 $1,000

顏伶如 $1,000

廖珮君 $1,000

黃照恩 $4,000

林柏鴻 $5,000

吳麗蘭 $10,000

歐麗華 $2,000

孔秀蓮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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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裕鈴 $1,000

林淑玲 $2,000

朱蘇月金 $50,000

洪英嘉 $1,000

林麗芳 $250

郭茂盛 $120

坤陞塑膠有限公司 $5,000

張琼琼 $5,000

陳夙媚 $5,000

賴亭妤 $5,000

宇鴻水電工程 $5,000

董秀號 $5,000

劉佩盈 $5,000

吟詩企業有限公司 $5,000

林恒丕 $5,000

李欣學 $5,000

林玉青 $5,000

林佳燕 $5,000

施怡孜 $5,000

林暐任 $5,000

庸鑫模具(股)公司 $5,000

陳沛琳 $1,000

吳見祐 $5,000

劉永鉉 $300

劉岳屏 $1,000

陳茂勝 $100

聯好實業有限公司 $3,000

賴喜財 $1,000

吳宗祐 $300

李榮福 $600

林嬪 $2,000

賴國輝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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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鴻慶 $600

張皓凱 $400

謝伯聰 $1,000

林展甲 $200

鍾璦慈 $50

劉朱長妹 $502

陳金源 $500

盧椒華 $2,000

陳俞安 $200

林月蓉 $500

陳妙妍 $500

廖運朋 $200

林宜柔 $200

施耀源 $200

鄭秀雄 $200

盧育信 $200

盧儀妮 $200

黃品翔 $200

陳詩婷 $200

李志元 $200

邱林秀菊 $200

陳淑芬 $200

陳沈美絹 $200

高雄市清潔服務公會 $300

楊文富 $200

孫哲祥 $1,000

鄭建全 $300

志賢 $200

一葉設計有限公司 $1,000

鐘茂川 $1,000

裘芝文 $200

胡鈞翔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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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桂鑾 $200

張霈柔 $200

傅暄芸 $1,000

程日林 $300

善心人士 $200

夏訓國 $200

黃春發 $300

陳幸忠 $300

陳靜怡 $500

黃營芳 $300

劉文漳 $300

林盺儀 $200

呂榮昌 $300

梁明正 $300

善心人士 $200

吳素月 $6,000

朱蘭蕙 $1,000

陳秀惠 $500

李鈺瑩 $200

林衡筠 $500

章全功 $1,000

消防局一大隊 $900

許迦帆 $200

黃育祥 $200

楊俊傑 $200

邱瓊瑤 $300

邱宇相 $400

單台香 $200

安琪拉 $200

善心人士 $500

盧俊良 $20,000

吳孟修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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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立雲診所 $10,000

張慧美 $2,000

李耀生.李明倫.李明修 $1,500

王柏翔 $1,000

郭晉廷.郭奕廷 $500

林雅卿 $300

高雄市高都國際青年商會 $15,000

光明王寺五智陀羅尼會 $10,000

王淑靜 $3,000

胡淑卿 $3,000

江昊昀.江景泰 $2,000

胡達振 $1,000

姬婉琳 $500

財團法人再好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30,000

周治平.張秀玲.周軒毅.周怡均 $3,000

陳珍妮 $900

李忻 $800

何惠蓮 $1,000

善心人士 $7,20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壽山中會三民教會夫婦團契 $20,000

高雄市積德慈善會 $3,000

李奕叡 $3,000

王羿程.王語晴 $1,000

李金鈴 $10,000

謝琍琍 $1,000

誼昇慈善部 $50,000

吳宜瑾 $300

候微微 $300

洪清順 $300

韓秀鳳 $300

黃樂萱 $300

吳淑敏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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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昱彰 $1,000

李淑雲 $1,000

高雄市金蘭國際同濟會 $9,000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 $1,000

高雄市東區扶輪社 $50,000

朱永昌 $216,000

高碧蘭 $3,000

葉惠燕 $2,000

陳畇涵 $100

陳啟玉 $100

楊銘錄 $2,000

羅偉嘉 $1,200

陳玲媛 $600

郭沛誼 $600

陳妤喬 $600

陳苡瑄 $600

洪麗芬 $300

李奕亭 $300

劉芃 $300

黃筠評 $300

陳舒彤 $300

馮雅萍 $300

Fiona Huang $300

劉安喬 $300

宏勤企業社 $300

傑茂冷凍企業行 $200

方月紅 $2,400

曾秀琴 $2,200

張志鴻 $1,600

蘇昱丞 $1,200

勵志文理短期補習班 $2,400

蘇誠德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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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彩商業廣告有限公司 $12,000

鄭淮中 $6,000

吳美惠 $36,000

黃慧玲 $2,400

梁光輝 $2,400

梁睿涵 $2,400

梁睿洋 $2,400

魏品承 $3,600

王家弘 $4,200

曾永福 $3,600

分享之店 $12,000

陳滿玉 $6,000

洪寶真 $1,200

蕭淑芬 $4,000

林國順 $600

蘇秀文 $3,600

賴亭妤 $3,600

饒雅萍 $3,600

黃珮俞 $2,400

藍兆勇 $2,400

呂明香 $6,000

韋慧華 $6,000

林政寬.陳家榆 $1,800

陳永男 $2,700

蘇玫綾 $1,200

李俊德 $2,400

簡尚宸 $2,400

邱秀香 $12,000

王明清 $1,200

楊修武 $3,600

洪湘彬 $12,000

于瑞珍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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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育菁 $1,200

江靜宜 $2,400

范成偉 $6,000

陳淦吉 $6,000

陳寬 $5,000

陳品妙 $6,400

胡瓊璋 $2,400

李美滿 $12,000

陳詩昀 $6,000

林雅惠 $3,600

林月卿 $3,600

黃嘉慧 $5,500

許楓菊 $3,000

陳薇婷 $3,500

張鎮倫 $1,800

洪素惠 $5,000

邱滿艷 $50,000

郭佳鈴 $400

黃永盛 $600

蔡亞臻 $200

江雅莉 $500

陳素惠 $100

林正淇 $200

許玫茵 $300

王文山 $3,000

許淑雲 $500

林依瓊 $5,000

吳惠琴 $2,000

胡進達 $1,520

盧逸珍 $1,000

王叔勰 $500

張宜雯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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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邑 $100

龔國華 $200

林惠瑜 $100

張木全 $12,000

鄭念綺 $6,000

李新盛 $3,600

黃雅梅 $1,300

許淑涵 $1,200

翁偉翔 $3,600

王慧雯 $6,000

蔡惠玲 $6,000

李俊興 $6,000

楊侑臻 $1,200

陳維廉 $200

陳政平 $3,600

鄭秀容 $3,600

余淑君 $2,400

陳美香 $1,200

杜張景地 $1,200

張成利 $2,700

林博秋 $2,400

張顥騰 $5,500

鄭小瑛 $3,600

孔小琪 $2,400

詹芳嵐 $1,200

曾淑瑛 $2,400

江幸華 $2,700

李慧恩 $1,200

林喜臨 $1,500

何宗武 $3,600

陳秀春 $36,000

郭顏香姑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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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秋如 $1,200

蔡秋俊 $2,400

李松蒼 $600

朱家葦 $500

張介昕 $300

藍張瓊芬 $1,200

杜秀玲 $1,200

簡慈慧 $2,000

劉春吟 $500

李榮 $200

劉建隆 $120

弘彩商業廣告有限公司 $6,380

劉建全 $300

陳素琴 $100

吳文杏 $10,000

蔡宗男 $10,000

王馨瑤 $2,000

王柔雯 $1,000

王曼秀 $500

林可薰 $600

黃錳樺 $600

簡維萱 $2,000

陳明宗 $1,000

陳盟宗 $100

鄭裕欽建築師事務所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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