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金額

龔婕瑢 $2,000

柯惠英 $3,000

蔡郭放 $2,000

楊銘錄 $2,000

江興彥 $1,000

劉月琴 $2,784

謝岳宏 $477

陳燦輝 $200

古初美 $200

陳稜韻 $200

陳瀅心 $200

陳建禎 $200

善心人士 $600

鄭林金寶 $2,000

胡美釧 $200

詹倉嘉 $2,000

朱家煌 $3,500

葉芳吟 $1,000

陳亭羽 $200

許耀峻 $200

周清吉 $500

周冠廷 $500

楊銘錄 $5,000

洪再信 $100

耀連科技有限公司 $5,000

王柔雯 $1,000

洪瑞玲 $500

秦安弘 $200

薛雅文 $200

黃新財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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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明圳 $1,200

劉千慈 $1,200

黃素雲 $1,200

黃駿璁 $600

吳筱緹 $600

黃怡茜 $600

黃俊凱 $600

國田營造有限公司 $1,000

莊錦秀 $500

黃永傳 $500

南清聖帝殿明興宮仁愛慈善會 $3,000

陳君美.吳崧琦 $400

幸福身心靈學苑 $400

盧振基 $15,000

善心人士 $2,000

陳慶輝 $5,000

張閎樣 $1,000

張瑋鼎 $1,000

莊阿幸 $300

黃一雅 $100

張家齊 $5,000

雪炭基金會(蔡德明) $5,000

桌上賓中式快餐 $3,000

吳誌誠 $1,000

江玉雲 $500

曾明山 $100

劉岳屏 $1,000

蘇則維 $500

馮玉蕙 $300

朱美紅 $500

沈素如 $200

洪盟山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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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玉珍 $300

馮明雄 $20,000

楊銘錄 $2,000

軒晟企業(股)公司 $1,000

黃邱忙 $1,000

陳家瑩 $400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福利基金 $23,450

善心人士 $480

鄭皓汶 $300

佛心彩券行 $2,046

財廟彩券行 $528

好夢及圓夢運動彩券行 $97

蘇成達 $30,000

蘇育璋 $30,000

蘇育正 $30,000

華盛營建工程(股)公司 $30,000

南傑實業(股)公司 $30,000

永大正營造(股)公司 $30,000

鴻廣達營造(股)公司 $20,000

梁國勝 $3,000

林杏鴻 $3,500

蔡一誠.蔡立庭 $500

王葉阿芳 $300

陳茂勝 $100

黃育祥 $100

吳孟修 $2,000

呂思嫻 $3,000

孫鳳嬌 $1,000

邱可鈊 $300

莊棋翔 $400

陳朱秀美 $300

魏伶伃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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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建生 $1,000

康儷股份有限公司 $400

建安中藥行 $636

彩虹餐廳 $534

楊銘錄 $2,000

心靈彩券行 $3,981

鴻發彩券投注站 $1,633

彩霸彩券行 $1,172

大富旺彩券行 $571

漢民彩券行 $218

豐財彩券行 $108

旺泓企業有限公司 $2,000

柯淑婉 $400

黃助役 $50

林雅卿 $300

名慧電腦投注站 $3,437

美樂彩券行 $1,980

錢有春投注站 $1,179

松興彩券行 $557

高鳳彩券行 $364

興佳興彩券行 $42

歐振財 $3,400

郭晉廷.郭奕廷 $500

顏庚申.蔡佳榆.顏楷倫 $400

蔡尚義.陳阿美.蔡斯桓 $400

陳潮鈞.陳金鏜 $200

黎模斌 $2,000

許雯琇 $500

胡雨桑 $200

吳信宏 $350

張淑萍 $1,000

曾嘉香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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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宜雯 $300

王巧婷 $200

林建邑 $100

龔國華 $200

林惠瑜 $100

林喜臨 $2,100

張育菁 $100

陳素惠 $100

林正淇 $200

楊麗融 $2,000

曾瑞清 $500

柯存賢 $5,000

李珀儀 $1,000

陳潮鈞.陳金鏜 $1,000

柯建盛 $312

聯好實業有限公司 $5,000

劉建隆 $120

蔡瑞成 $2,000

劉春吟 $500

陳俞安 200

陳素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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