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金額

揪愛買商行 $8,300

劉俊賢 $4,000

紅色藝術公關有限公司 $4,000

楊慧貞 $4,000

生記空調電機企業有限公司 $2,600

翁光志 $2,000

貝文 $2,000

柯玫妮 $2,000

吳家明 $1,008

江興彥 $1,000

邱其俊 $1,000

高敏哲 $1,000

謝寶鳳 $840

陳伯昆 $600

黃玉芳 $168

許杰發 $168

楊運蓮 $168

許耀峻 $168

洪金全 $168

劉正文 $168

黃廣鷗 $168

張○○ $6,000

王永昌 $2,000

鄒文琳 $2,732

林嘉璋 $2,000

楊銘錄 $2,000

董哲旭 $1,000

吳立芳 $1,000

林威辰 $500

許耀峻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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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光圻 $200

洪再信 $100

許耀峻 $400

許堅 $6,000

陳人豪 $2,000

陳冠宏 $2,000

元豐沙發工廠 $5,100

梅哲愛樂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2,000

邱光樟 $1,000

陳慶輝 $5,000

善心人士 $600

電子發票獎金 $20,800

王柔雯 $1,000

莊錦秀 $500

林雅卿 $300

秦安弘 $200

陳素琴 $100

屈齊志 $1,000

廖建曄 $200

陳平宗 $3,600

張祐紳 $1,000

張瑋鼎 $500

張閎樣 $500

胡進達 $420

吳崧琦.陳君美 $200

吳政隆 $200

黃新財 $200

陳姿萍 $200

弘彩商業廣告有限公司 $400

米樂淇烘培坊 $400

善心人士 $400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小港稽徵所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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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玫禪 $1,200

施品全 $200

高嘉璜 $200

許裕民 $200

許耀峻 $200

郭顏香姑 $200

劉俊賢 $200

陳亭羽 $200

楊慧貞 $4,000

南清聖帝殿明興宮仁愛慈善會 $3,000

寶丞工程行 $2,000

董哲旭 $2,000

廖乾賜 $2,000

蔡岳庭 $168

威測國際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400

方月紅 $6,000

張志鴻 $2,400

黃美連 $1,500

賴○○ $2,000

鄭素珍 $10,000

陳蔡秀麗 $10,000

李貞雄 $5,000

李吳鑾 $5,000

吳浩緯 $3,000

吳宗琇 $1,000

陳惠珠 $1,000

陳子卿 $36,000

桌上賓中式快餐 $3,000

盧振基 $15,000

楊銘錄 $5,000

首豐企業社 $1,000

張輝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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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萍 $100

郭芯語 $500

三地門原鄉餐廳 $2,275

軒晟企業(股)公司 $1,000

蔡一誠.蔡立庭 $500

江玉雲 $500

社團法人高雄市鳳林觀音慈愛會 $3,000

裘芝文 $500

張晉福 $200

協勝發鋼鐵廠(股)公司 $20,000

創意跳跳糖有限公司附設枝枝文創庇護商店 $3,388

黃翊綸 $200

盛餘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6,000

林碧蘭 $635

林秀櫻 $1,000

楊筠琪 $1,000

楊沛倫 $1,000

楊文同 $1,000

嚴美淑 $1,000

楊群睿 $1,000

李玫浲 $100

唐榮鐵工廠(股)公司 $10,000

楊銘錄 $2,000

莊惠惇 $1,500

翟緯杰 $500

鄭皓汶 $100

高雄市慈心慈善會 $20,000

台灣起動機電有限公司 $2,000

何惠蓮 $2,000

羅鳳珍 $1,680

林姵君 $336

盧芳玲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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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可欣 $2,000

日和鋼鐵企業(股)公司 $1,000

張凱雁 $1,000

楊人蒲 $300

紀怡禎 $300

辜聿甄 $500

辜詩云 $500

沈配綺.沈伯唐 400

王葉阿芳 $300

顧之涵 $300

陳建閩 $300

林羅翠玉 $215

曾明山 $200

汪美玉 $400

曾聖華 $200

陳月蕙 $100

劉春吟 $500

黃育祥 $100

徐崇禮 $300

劉亦庭 $200

蔡沅昌 $1,000

倪毓伶 $600

朱○○ $2,000

鄭佩青 $340

王家華 $3,600

藍愛卿 $5,000

丘傑義 $5,500

周志鴻 $1,000

郭秋英 $4,500

陳宇軒 $900

張榕淇 $2,000

李京臻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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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惠玲 $1,050

蔣凱評 $168

戴如珮 $4,000

榮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張德賢 $100,000

魏秀芬.藍海峯.藍聖翔.藍聖惟 $250

王瓊翎 $120

吳孟修 $4,000

陳怡秀.紀朝鴻.紀俞安 $500

陳張嘉芬.陳韋滄.陳韋君 $500

張黃玉娘.陳武男.陳素雲 $500

馮明雄 $20,000

屏東縣南州鄉愛心慈善會 $10,000

吳顏靜菊 $500

徐健勳.徐瑞宏.楊秀梅.徐瑞檡.楊曾受 $3,000

傅秋志 $500

江景泰 $1,000

江昊昀 $1,000

盧椒華 $2,000

陳宏彰.林素合 $2,000

林澄政 $1,000

彭貞香 $2,000

周志成 $275

陳沛琳 $1,000

楊銘錄 $2,000

莊淑玲 $2,000

黃萬泰 $1,000

財團法人二苓福音教會 $20,883

源點同心會 $5,100

戴孫瑋 $2,000

洪嘉徽 $200

張月雲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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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佳君 $336

吳玲君 $504

李英嘉 $168

李秀娥 $168

鄒汶錡 $168

洪秋金 $168

吳美華 $168

李佩娟 $168

謝依君 $168

陳炯明 $6,000

郭晉廷.郭奕廷 $500

陶慧嫻 $100

蔡鴻志 $100

蔡佩榕 $100

蔡睿澤 $100

中國鋼鐵(股)公司 $10,000

張○○ $6,000

善心人士 $100

善心人士 $1,500

慧儀(股)公司 $200

夏訓國 $100

蔡黃玉柳 $1,000

楊何羚 $100

善心人士 $200

張世政 $200

善心人士 $100

王 $500

善心人士 $100

善心人士 $100

鄭乃維 $100

廖佳香 $100

蘇聖涵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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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爾富 $13

OK $33

新安心幼兒園 $2,000

郭東義 $20,000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心手足慈善會 $3,000

張溢源 $1,000

蔡榮盛 $500

林伯謙 $6,200

陳國棟 $300

連阿香 $50

黃助役 $50

張木全 $12,000

鄭念綺 $6,000

李新盛 $3,600

許淑涵 $1,200

翁偉翔 $3,600

王慧雯 $6,000

陳維廉 $1,800

陳政平 $2,400

鄭秀容 $3,600

余淑君 $2,400

陳美君 $1,200

杜張景地 $1,200

張成利 $300

林博秋 $2,400

曾淑瑛 $2,400

李慧恩 $2,200

鄭雅玲 $1,200

蔡惠玲 $6,000

林喜臨 $300

陳昭榮 $300

黃雅梅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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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瑜 $100

龔國華 $200

林建邑 $100

蘇昱丞 $1,200

騰星軟體(股)公司 $16,800

林揚智 $6,500

林玫萱 $6,500

裘芝文 $2,000

弘彩商業廣告有限公司 $12,000

鄭淮中 $6,000

魏品承 $3,600

王家弘 $6,000

曾永福 $3,600

洪寶真 $1,200

蕭淑芬 $6,000

林國順 $2,400

蘇秀文 $3,600

饒雅萍 $3,600

黃珮俞 $2,400

藍兆勇 $2,400

呂明香 $6,000

陳永男 $5,500

蘇玫綾 $1,200

簡尚宸 $6,000

邱秀香 $12,000

王明清 $1,200

李甄華 $7,200

于瑞珍 $12,000

陳寬 $6,000

陳品妙 $7,400

胡瓊璋 $3,600

李美滿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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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月卿 $3,600

張鎮倫 $3,600

蔡亞臻 $1,200

蔡碧珠 $6,000

李俊德 $2,400

朱庭儀 $6,000

蔡淑純 $3,600

蔡麗娟 $6,000

吳菩青 $6,000

李顯儀 $2,400

徐瑄佑 $3,600

陳思評 $1,200

李季芳 $2,400

李明翰 $7,200

田剴崙 $6,000

楊修武 $3,600

許玫茵 $6,000

朱嘉玲 $18,000

李修志 $8,000

陳素惠 $400

林美慧 $1,000

陳洋宏 $10,000

潘淑美 $10,000

張育菁 $100

林正淇 $200

周俞均 $500

余俊德 $200

鄧台瓏 $5,100

黃慧玲 $9,600

黃居財 $200

陳素琴 $100

林依瓊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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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晉誠 $500

馮瑞妮 $5,000

王淑靜 $3,000

陳正雄 $200

呂柳微 $200

陳貞如 $200

李洹羽 $200

李威嶔 $200

郭美宏 $1,000

孫鳳嬌 $1,000

張閎樣 $500

張瑋鼎 $500

財團法人中國家庭計劃協會 $10,000

郭顏香姑 $24,000

蔡秋俊 $2,400

復華機械(股)公司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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