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金額

楊銘錄 $2,000

陳燦輝 $200

陳翁金蘭 $200

古初美 $200

陳稜韻 $200

陳瀅心 $200

陳建禎 $200

許堅 $6,000

董哲旭 $1,000

柯秀足 $2,562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5,000

善心人士 $600

桌上賓中式快餐 $3,000

吳翰霖 $694

張瑋鼎 $750

張閎樣 $750

林慶源 $2,000

陳亭羽 $200

湯麗美 $1,000

齊珮妤 $100

楊銘錄 $2,000

王柔雯 $1,000

賴美紋 $500

吳政隆 $200

秦安弘 $200

薛魏由利 $200

陳素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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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田營造有限公司 $1,000

吳崧琦.陳君美 $200

洪再信 $100

陳慶輝 $5,000

鄭再得 $500

江玉雲 $500

洪瑞玲 $500

黃新財 $200

陳秋男 $100

盧振基 $15,000

二聖獅子會 $30,000

第7專區主席陳深璋獅友 $10,000

城中獅子會 $10,000

大同獅子會 $10,000

國敏獅子會 $10,000

華灣獅子會 $10,000

碧濤獅子會 $10,000

高大精英獅子會 $10,000

張俊彬 $500

黃雲鵬 $500

二聖獅子會 $8,000

善心人士 $48,000

楊銘錄 $5,000

鄭皓汶 $100

顏子為 $1,353

謝岳宏 $570

蘇清發.蘇則維 $1,000

吳誌誠 $1,000

黃雅慧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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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良勳 $300

軒晟企業(股)公司 $1,000

蔡一誠.蔡立庭 $500

黃永傳 $500

廖婉菁 $100

魏立宗 $100

齊珮妤 $100

蕭志文醫院 $10,000

魏伯穎 $2,275

魏秀芬.藍海峯.藍聖翔.藍聖惟 $200

陳黃美雲 $200

陳茂勝 $100

莊錦秀 $500

王葉阿芳 $300

陳秋男 $100

周清吉 $500

周冠廷 $500

王振成 $3,000

吳星罡 $500

吳佳芳 $500

鍾春香 $3,000

許皓宇 $1,384

邱永福 $1,384

黃鶯 $1,383

黃玉芳 $505

許耀峻 $287

蔡棋再 $115

周俞均 $20,000

黃正源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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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可鈊 $300

黃瀞毅 $300

盧逸珍 $1,000

郭晉廷.郭奕廷 $500

陳奕伶 $200

林德鄉 $3,000

邱芸婷 $1,000

陳炫名 $10,000

蔡憲筌 $2,000

王淑玲 $200

楊銘錄 $2,000

李芷穎 $30

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 $30,000

曾聖華 $200

張馨予 $100

吳啟豪 $5,000

林雅卿 $300

吳孟修 $2,000

楊銘錄 $2,000

紅窯手作紅茶冰 $794

陳錦宇 $4,000

王秀瑩 $2,000

明美醫學美容中心 $2,000

王美仁 $3,000

黃良聖 $5,000

陳柏年 $500

崔瑞文 $1,000

黃玉龍 $200

瑞祥醫院 $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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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玫娜 $2,000

林明燁 $1,000

許培霖 $10,000

王曉鈴 $10,000

董嘉鴻 $10,000

財團法人臺雅國際慈善基金會 $5,850

郭蘊玲 $10,000

王耀震 $10,000

郭蘊琴 $10,000

郭美宏 $1,000

陳郁仰 $500

許維宸 $500

張霈淳.余亭瑩 $200

宏裕健康有限公司 $100

社團法人高雄市牙醫師公會 $1,500

張育菁 $100

陳素惠 $100

林正淇 $200

韋慧華 $5,500

胡瓊璋 $2,200

林建邑 $100

龔國華 $200

林惠瑜 $100

湯雅婷 $4,000

陳昕暐 $4,000

陳國棟 $300

王巧婷 $200

張明憫 $1,161

旗勝科技(股)公司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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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彥增 $500

方汝珊 $1,000

張黃秀 $1,000

陶慧嫻 $100

蔡鴻志 $100

蔡佩榕 $100

蔡睿澤 $100

莊棋翔 $400

范秀玲 $3,000

謝富松 $200

劉建隆 $120

葉善英 $100

黃長西 $2,500

高寶春 $2,500

吳庠緣 $200

翁燕生 $200

吳崧琦.陳君美 $200

李蔡旻 $3,000

蔡瑞成 $2,000

戚蕙萍 $1,000

鄭黃來金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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