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金額

楊銘錄 $2,000

董哲旭 $800

陳秀春 $2,161

善心人士 $600

桌上賓中式快餐 $3,000

鄭宇晴 $1,472

陳萍娟 $2,000

張焜曜 $1,000

張莞芸 $500

張爾芸 $500

林玫禪 $540

徐湘媛 $500

洪再信 $100

陳翁金蘭 $200

陳燦輝 $200

古初美 $200

陳稜韻 $200

陳瀅心 $200

陳建禎 $200

柯佳秀 $9,500

柯秀足 $9,500

柯秀麗 $9,500

楊銘錄 $5,000

柯佳秀 $1,042

小港醫院職能治療師 $468

藍張瓊芬 $1,200

杜秀玲 $1,200

王柔雯 $1,000

謝富松 $500

洪瑞玲 $500

陳彥寧 $300

陳莉淇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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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政隆 $200

黃新財 $200

秦安弘 $200

吳誌誠 $1,000

曾彥瑜 $1,000

國田營造有限公司 $1,000

張閎樣 $750

張瑋鼎 $750

黃瀞毅 $300

國田營造有限公司 $200

鄭彩蓮 $1,200

三能螺栓工業(股)公司 $100,000

陳慶輝 $5,000

張書翰 $10,000

羅守蓁 $10,000

石坤錩 $10,000

高腳屋 $108

姜培文 $3,600

江玉雲 $500

蔡一誠.蔡立庭 $500

莊錦秀 $500

黃水傳 $500

邱可鈊 $300

吳崧琦.陳君美 $200

陳聖意 $100

莊棋翔 $800

劉岳屏 $1,000

林慶源 $2,000

陳亭羽 $200

鄭皓汶 $150

江玉雲 $3,969

許耀峻 $330

盧振基 $15,000

善心人士 $500

第 2 頁，共 6 頁



林鈴秋 $2,000

張鴻斌 $3,000

蔡閎宇 $2,000

沈寧 $1,000

陳博政 $500

陳秋英 $300

陳建宇 $200

陳慶輝 $10,000

楊銘錄 $2,000

黃明山 $500

許耀峻 $300

沈芝羽 $200

江紫君 $2,000

金業興實業有限公司 $10,000

軒晟企業(股)公司 $1,000

林雅卿 $300

王葉阿芳 $300

黃育祥 $100

李蔡德 $3,000

劉建隆 $120

黃正源 $1,000

莊棋翔 $400

徐健勳.徐瑞宏.楊秀梅.徐瑞檡.楊曾受 $3,000

劉天生 $2,000

黃玉文 $600

張晉誠 $500

陳文祥 $300

李玫浲 $100

黃助役 $50

張淑蘭 $1,000

立群中醫診所 $867

高雄市私立野鳥幼兒園全體老師家長小朋友 $15,000

葉宗汶 $1,000

汪楠彬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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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家蓁 $1,000

魏秀芬.藍海峯.藍聖翔.藍聖惟 $200

鄭素珍 $10,000

方舜麗 $10,000

陳厚霖 $10,000

申利行 $10,000

馬世霖 $10,000

王子揚 $10,000

張瑞銘 $3,000

吳浩緯 $3,000

黃芸黎 $2,000

張簡榮杰 $2,000

范姜伯晃 $2,000

陳冠君 $2,000

陳秀琴 $2,000

周月英 $1,000

林柏伸 $1,000

林建佑 $1,000

林芃穎 $1,000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福利基金 $12,712

巴牟莉華 $1,200

徐鵬 $1,200

楊銘錄 $2,000

朱致齊 $1,000

蕭志文醫院 $30,000

林碧蘭 $1,200

林德鄉 $3,000

邱芸婷 $1,000

林采萱 $500

泉瑝企業有限公司 $10,000

林宣亞 $590

邱俊豪 $1,200

邱建興 $1,200

張庭芸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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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育偉 $100

鄭嘉雄 $3,000

林素合.陳宏彰 $2,000

林芯卉 $200

葉譯璟 $100

李季青 $2,000

徐瑞宏 $1,000

謝錫琴 $500

程淵崧 $500

呂思嫻 $3,000

林榮元 $2,000

林郁仰 $1,000

許維宸 $500

郭晉廷.郭奕廷 $500

蔡尚義.陳阿美.蔡斯桓 $400

陳潮鈞.陳金鏜.陳淵泉 $300

顏庚申.蔡佳榆.顏楷倫 $300

王玉燕 $3,000

王梅容 $2,000

戚蕙萍 $600

張閎樣 $750

張瑋鼎 $750

劉春吟 $500

陳彥寧 $300

王巧婷 $200

謝宗彧 $200

陳素琴 $100

許瑞雯 $100

林建邑 $100

龔國華 $200

林惠瑜 $100

張育菁 $100

陳素惠 $100

林正淇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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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俞均 $500

陳永男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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