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樂仁啟智中心-102年2月捐款徵信

本徵信名單以捐款日期先後進行排序

姓名 金額

榮唐運輸(股)公司 $12,000

許瑞玉 $2,000

王羿程 $1,000

吳致毅 $400

吳賢英 $4,392

吳立芳 $1,500

張淑蘭 $2,000

許耀欽 $250

詹斐婷 $1,030

陳玲瑜 $1,000

郭建宏 $20,000

溫定科 $200

張合萬 $10,000

邱玉丞 $100

李敏綺 $50

鍾虹甄 $100

周盈岑 $50

洪乙仙 $100

葉亭妤 $100

陳惠珍 $100

方慧鈺 $100

黃才銘 $3,000

黃建中 $1,000

吳先嶸 $1,000

黃玉文 $500

程晧倫 $300

秦安弘 $200

善心人士 $27,500

善心人士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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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清吉 $1,000

周依蒨 $1,000

周紘郁 $500

咪咪人文幼稚園 $600

江翔威 $200

黃威遠 $3,000

邱俊斌 $1,500

郵差 $2,000

洪再信 $100

財團法人永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50,000

藍張瓊芬 $1,200

杜秀玲 $1,200

李榮元 $1,000

王柔雯 $1,000

吳朱真意 $500

陳品嘉 $300

黃居財 $100

吳孟修 $2,000

張淑萍 $2,000

沈寧 $1,000

黃稘巾英 $1,000

黃家蓁 $1,000

林貴娥 $500

鄭秋梅 $200

魏秀芬 $100

李美煉 $5,000

陳貴鳳 $10,000

陳順隆 $10,000

鳳山給水廠慶餘會 $1,500

吳誌誠 $1,000

黃曉嵐 $1,000

林聖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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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珮慈 $200

陳柳秀枝 $200

王志雄 $200

陳緣蓉 $1,200

蕭坽貞 $500

吳玥誼 $500

歐素香 $200

陳緣蓉 $1,500

吳珮慈 $200

買國洲 $5,780

姚秀佩 $600

許耀欽 $10,000

陳秀芬 $1,200

林秋如 $500

邱琡閔 $600

黃麗英 $200

董哲旭 $1,000

劉芳妤.劉為忠 $2,000

王守育 $2,000

張宸瑋 $700

謝麗雪 $600

洪瑞玲 $500

邱美君 $200

陳姿妘 $200

陳林瑞菊闔家 $200

陳茂勝 $100

復華機械(股)公司 $2,028

野鳥幼兒園家長及全體小朋友 $20,000

楊銘錄 $2,000

施麗娟 $1,000

古孟玉 $3,000

蘇麗芳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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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憲筌 $2,000

謝明學.盧玉雯 $2,000

游其田 $500

游黃錦美 $500

游丞崴 $500

王玉燕 $1,500

范秀容 $1,000

戴國枝 $1,000

曾宥勝 $200

陳俞安 $200

柯存賢 $5,000

盧振基 $15,000

蔡豐紋 $2,000

陳郭月香 $1,000

陳良賜 $1,000

黃東山 $1,000

張菱蘭 $1,000

賴聖奇 $1,000

賴俊霖 $1,000

賴俊源 $1,000

蔡宜臻 $1,000

戚蕙萍 $500

劉春吟 $500

奇異恩典(股)公司 $400

陳姿萍 $1,200

紅歡企業(股)公司 $200

台灣中油(股)公司三多加油站 $2,600

台灣中油(股)公司小港機場站 $200

台灣中油(股)公司大林站 $2,000

全國加油站(股)公司鳳山站 $1,200

米樂淇烘培坊 $600

李復興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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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綾伶 $200

胡玉婷 $200

高嘉璜 $200

陳伯昆 $200

陳盈君 $200

陳小平 $600

黃素娥 $200

蔡青志 $1,000

謝岳宏 $400

蘇瑜娟 $200

陳美慧 $800

林依瓊 $5,000

陳淑英 $1,000

蔡榮盛 $1,000

邱意銘 $300

李英華 $550

沈錦綢 $550

黃明輝 $550

邱錦珍 $550

丁怡方 $200

溫定科 $100

李錦 $100

陳慶輝 $5,000

林茂龍 $100

鄭皓汶 $100

盧陣 $10,000

高雲祥 $2,000

李季英 $2,000

吉可揚貿易有限公司 $2,000

林道和 $500

呂惠芳 $500

林庚醇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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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翰祥 $500

張瑋鼎 $1,600

張閎樣 $1,600

黃高寶春 $1,500

黃長西 $1,500

魏恒睿.林秀敏.魏嘉瑩.魏伯穎 $1,300

陳宥臻 $600

來蕙瑩 $600

張晉福 $300

龔國富 $300

吳麗秀 $300

吳明珠 $200

余亭瑩.張霈淳 $200

張尚永 $200

李奕嫻 $200

翁燕生 $200

魏秀芬 $100

詹德和 $3,000

胡達振 $2,000

陳震明 $1,000

李月鳳.陳雅玲.陳慶銘 $900

胡子洋 $600

呂欣樺 $10,000

洪英嘉 $1,000

陳盈蓉 $300

蕭雅觀 $200

郭晉廷.郭奕廷 $200

李顯儀 $100

楊仙偉 $200

戴吳四妹 $301,250

蔡嘉雄 $101

楊銘錄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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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雅玲 $500

蘇盈修 $2,000

盧旭彥 $500

薛金英 $300

董毓薇 $300

董壽軒 $300

董韋辰 $300

劉建隆 $120

洪素惠 $3,000

吳嘉琦 $270

李玫浲 $306

黃彥菁 $490

葉之逸 $833

張清貿 $142

賴明宏 $404

黃佩鈴 $1,370

殷裕勝 $706

黃嘉玲 $267

孫嘉蔚 $1,074

林桓正 $112

黃君明 $212

莊苡仙 $1,598

江忠益 $358

鄧浩名 $270

姜培文 $3,600

呂思嫻 $3,000

陳嘉聖 $100

蘇瑋雯 $400

李龍勳 $100

劉朱長妹 $100

張家豪 $1,000

鄭惠娟 $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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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尚紘 $3,000

林建邑 $100

龔國華 $200

林惠瑜 $100

張鎮倫 $300

孟尚緯 $3,000

張慧美 $2,000

蔡坤炎 $1,000

謝宗彧 $600

張宜雯 $500

陳素琴 $100

李毓智 $10,000

石浿辰 $1,000

邱翊愷 $300

汪美玉 $200

善心人士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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