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金額

財團法人文殊文教基金會 $50,000

黃庭欣 $1,559

黃庭安 $1,670

董哲旭 $1,000

陳燦輝 $200

古初美 $200

陳稜韻 $200

陳瀅心 $200

陳建禎 $200

陳怡萱 $300

林慶源 $2,000

蕭進正 $2,315

周清吉 $500

周冠廷 $500

國田營造有限公司 $1,000

王柔雯 $1,000

姜莊金秀 $500

蔡一誠.蔡立庭 $500

洪瑞玲 $500

謝魯賽 $200

秦安弘 $200

莊錦秀 $500

盛餘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5,000

楊銘錄 $2,000

洪義直 $50,000

社團法人高雄市合德慈善會 $5,000

鳳山新甲苓發宮管理委員會 $2,979

王文山 $5,000

善心人士 $600

盧振基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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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 $32,000

張慧美 $2,000

張晉誠 $2,000

軒晟企業(股)公司 $4,000

蔡尚義.陳阿美.蔡斯桓 $400

顏庚申.蔡佳榆.顧楷倫 $400

陳靖涵 $300

陳潮鈞 $200

程淵崧 $1,000

許焱緯 $1,000

吳誌誠 $700

黃新財 $200

李玫浲 $100

陳福壽 $10,000

陳慶輝 $5,000

弘彩商業廣告有限公司 $600

台灣航運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行 $400

玖宏工業有限公司 $400

米樂淇烘培坊 $1,000

陳姿萍 $400

江興彥 $200

林玫禪 $200

施品全 $400

高嘉璜 $400

陳怡蓉 $400

陳秀春 $200

陳盈君 $1,000

陳小平 $200

許耀峻 $1,000

陳庭瑄 $10,000

徐瑞宏 $2,000

陳盈如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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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瑋鼎 $500

張閎樣 $500

邱可鈊 $300

蘇玉珍 $300

陳君美.吳崧琦 $200

上弘電腦資訊社 $100

陳麗雅 $100

黃居財 $100

莊棋翔 $400

陶慧嫺 $100

蔡鴻志 $100

蔡佩榕 $100

蔡睿澤 $100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心手足慈善會 $3,000

曾彥樺 $2,500

江玉雲 $500

賴美紋 $500

顧之涵 $300

魏秀芬.藍海峯.藍聖翔.藍聖惟 $200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語文組 $13,590

莊啟肆 $652

鄭皓汶 $150

楊銘錄 $5,000

劉春吟 $500

林雅卿 $300

永仁汽車裝潢行 $300

黃育祥 $100

蔡佩珊 $257

羅國柄 $500

陳長平 $500

3/26園遊會義賣 $1,291

張凱雁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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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正源 $1,000

黃文斌 $50,000

宋東源 $1,000

洪偉倫 $1,000

森林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

黃敏恭 $2,000

慶旺電器有限公司 $1,000

欣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00

大裕葡萄園 $2,000

吳政翰 $1,000

林信武 $2,000

余偉智 $2,000

李栢銘 $2,000

蘇麗玲 $6,000

方國富.葉雪芬 $3,000

林志哲 $2,000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大寮支會 $1,899

馮玉蕙 $300

曾聖華 $200

蔡榮盛 $200

台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 $3,000

楊銘錄 $2,000

周志成 $185

林采萱 $100

汪美燕 $3,254

朱美紅 $500

沈素如 $200

林玫禪 $3,200

姚秀佩 $3,102

新竹市幸福美滿姐妹會 $20,000

黃景森 $750

黃許秀琴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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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月女 $1,000

張宜雯 $300

黃登科 $6,000

林純卉 $200

劉建隆 $120

黃助役 $50

林建邑 $100

龔國華 $200

林惠瑜 $100

鄭小瑛 $1,200

張育菁 $100

陳素惠 $100

林正淇 $200

張昭輝 $1,000

邱滿艷 $50,000

郭晉廷.郭奕廷 $500

陳國棟 $300

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 $10,000

張瑋鼎 $500

張閎樣 $500

謝宗彧 $200

陳素琴 $100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 $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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