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樂仁啟智中心107年12月捐款徵信

姓名 金額

許月娟.龔婕瑢.龔家鈺 $500

董哲旭 $600

林威辰 $500

貝文 $10,000

吳麗芬 $1,200

蘇美慧 $600

楊程盛 $600

劉宵華 $600

廖珮玹 $1,800

黃柏仁 $600

陳重銓 $1,200

顏子為 $600

徐瑞鴻 $1,000

吳信宏 $600

黃基雄 $1,200

巫淑媖 $1,200

蔡青志 $1,200

梁宏慶 $1,800

董哲旭 $600

邱其俊 $2,000

何惠蓮 $1,200

吳秀群 $600

高都國際同濟會 $5,000

田雅婷 $1,000

蔡岳庭 $2,755

林慶源 $2,000

楊銘錄 $2,000

楊明仁 $1,000

金君祝 $2,000

邱余木蓮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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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 $600

洪再信 $100

味眾食品(股)公司 $5,000

陳冠宏 $3,000

許堅 $6,000

電子發票獎金 $200

曾榮 $3,000

蕭進正 $15,000

王瑞欽 $1,000

善心人士 $1,000

許焱緯 $1,000

洪瑞玲 $500

莊錦秀 $500

陳素琴 $200

吳政隆 $200

秦安弘 $200

彭鼎宇 $100

吳崧琦.陳君美 $200

林延鞠 $400

莉莉的店 $200

米樂淇烘培坊 $400

咪咪人文幼兒園 $200

救國團高雄市團委會 $200

善心人士 $400

善心人士 $600

林玫禪 $200

高嘉璜 $400

鄭 $400

楊蔡麗玉 $200

蔡青志 $200

陳亭羽 $200

翁光志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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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昀 $5,000

戴如珮 $2,000

洪慧媛 $2,000

洪儀潔 $1,000

施美如 $1,200

買國洲 $1,200

晏有成 $1,200

許耀峻 $1,200

陳玉卿 $600

璟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00

吳順興 $1,200

威測國際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400

莊文靜 $3,600

方月紅 $6,000

林月清 $1,500

黃美連 $1,200

盧育良 $15,000

鄭玟芳 $200

楊程盛 $2,805

楊銘錄 $2,000

陳盈君 $3,000

高英展 $600

玄明毘.徐翊塏.玄明紸.玄明檡.楊曾受 $3,000

張瑋鼎 $1,500

張閎樣 $500

張霈淳.余亭瑩 $1,000

來蕙瑩.王碩緯.王碩章 $600

蔡一誠.蔡立庭 $500

莊阿幸 $300

黃新財 $200

王巧婷 $200

玖宏工業有限公司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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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晉誠 $1,000

裘芝文 $4,500

謝麗雪 $500

胡進達 $420

陳正雄 $200

呂柳微 $200

李洹羽 $200

李威嶔 $200

陳貞如 $200

陳慶輝 $10,000

陳慶輝 $5,000

包手 $960

謝語婕 $600

禾久屋餐館 $15,000

葉○○ $7,000

林○○ $2,000

朱○○ $1,000

郭秋英 $6,000

陳宇軒 $3,600

唐嘉臨 $5,500

蔡○○ $7,000

易方馨 $3,000

張國恭 $4,500

劉桂慈 $1,200

廖樂家 $1,200

李顯儀 $2,400

屏東縣南州鄉愛心慈善會 $10,000

許金水 $1,200

鄭凱旗 $1,000

鄭皓汶 $100

善心人士 $2,000

施家歷代祖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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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慈芬 $200

黃咨雲 $100

善心人士 $500

林啟順 $300

善心人士 $200

王柔平評 $300

侯 $500

許惠真 $200

姜菊惠 $300

綠大實業(股)公司 $1,000

OK $80

軒晟企業(股)公司 $1,000

洪盟山 $500

蔡榮盛 $200

康凱雯 $300

陳沛琳 $1,000

蔡尚義.陳阿美.蔡斯桓.洪唯雅 $400

三真生命社 $300

顏庚申.蔡佳榆.顏楷倫 $300

王葉阿芳 $300

顧之涵 $300

金業興實業有限公司 $10,000

楊銘錄 $5,000

洪頌凱 $3,000

宋巧琳 $500

黃林玉秀 $50

楊英文 $10,000

沈芝羽 $1,000

張焜曜 $1,000

劉春吟 $500

陳俞安 $200

黃林玉秀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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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博政 $500

高雄市慈心慈善會 $20,000

周南森 $2,000

蕭進正 $1,800

曾振德 $300

曾振男 $300

蔡宜璋 $2,000

謝沛蓁 $1,200

林慶源 $2,000

社團法人高雄市合德慈善會 $10,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嘉義縣私立敏道家園 $2,000

買國洲 $1,000

蔡壁霞.莊涵茹 $1,000

許江海.許宥懋.許李寶鳳 $1,000

張樹屏 $600

陳致安 $2,000

塩埕區民眾服務社 $5,000

高雄市塩埕區婦女會 $5,000

保生功德會 $2,000

張木全 $3,000

吳見祐 $5,000

蘇仁花 $8,000

翁均睿 $1,200

高雄市金蘭國際同濟會 $60,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臺南市私立德蘭啟智中心 $2,000

高雄市東區扶輪社 $32,600

巴特里食品有限公司 $9,900

樂仁啟智中心家長會 $63,600

邱富興 $50,000

12/22義賣收入 $7,400

黃長西 $2,500

高寶春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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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逸珍 $1,000

張淑萍 $2,000

林澄政 $1,000

楊銘錄 $2,000

陳敦化 $5,000

馮明雄 $10,000

中國鋼鐵(股)公司 $10,000

郭晉廷.郭奕廷 $500

黃助役 $50

黃林玉秀 $50

盧椒華 $2,000

張木全 $12,000

林喜臨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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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余淑君 $2,400

陳美香 $1,200

杜張景地 $1,200

張成利 $2,400

林博秋 $2,400

曾淑瑛 $2,400

李慧恩 $2,400

鄭雅玲 $1,200

陳昭榮 $3,600

黃雅梅 $2,400

鄭秀容 $3,300

陳政平 $3,300

蔡惠玲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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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致儀 $100

林建邑 $100

龔國華 $200

林惠瑜 $100

弘彩商業廣告有限公司 $12,000

鄭淮中 $6,000

黃慧玲 $9,600

楊修武 $3,600

王家弘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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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秀香 $12,000

陳永男 $6,000

簡尚宸 $6,000

王明清 $1,200

于瑞珍 $12,000

陳寬 $6,000

胡瓊璋 $3,600

李美滿 $12,000

李甄華 $7,200

張鎮倫 $3,600

蔡亞臻 $1,200

朱庭儀 $8,400

林月卿 $3,600

吳菩青 $6,000

徐瑄佑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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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評 $1,200

李季芳 $2,400

許玫茵 $11,200

陳素惠 $1,200

魏伶伃 $1,200

李修志 $12,000

林美慧 $6,000

臺醫管理顧問(股)公司 $12,000

陳品妙 $5,600

李俊德 $2,400

蔡碧珠 $5,000

田剴崙 $3,300

張育菁 $100

周俞均 $500

林正淇 $300

林肯韞 $500

林祺軒 $500

晏有成 $400

許玉蓮 $1,000

徐湘媛.徐崇禮.施綉靜 $2,000

辜詩云 $500

辜聿甄 $500

張晉福 $200

李玫浲 $100

蔣鍊吉 $20,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伯利恆文教基金會 $3,000

許雯琇 $1,000

騰星軟體(股)公司 $19,000

蘇昱丞 $1,200

郭建良 $7,800

林揚智 $9,000

林玫萱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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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玫瑩 $3,000

泉瑝企業有限公司 $4,500

林秋如 $3,600

郭顏香姑 $6,000

蔡秋俊 $2,400

協勝發鋼鐵廠(股)公司 $50,000

李劍華 $3,000

田雅婷 $1,500

賴○○ $2,000

陳○○ $600

張哲軒 $200

倪毓伶 $1,000

林采萱 $1,000

蘇春雀 $10,000

陳可欣 $3,000

善心人士 $1,000

善心人士 $20,000

善心人士 $1,000

善心人士 $5,000

善心人士 $3,000

韓信輝 $2,000

鄭秋梅 $200

鄭伍淑 $200

郭東義 $20,000

王淑靜 $3,000

日和鋼鐵企業(股)公司 $1,000

林伯謙 $6,000

廖卉榛 $200

吳孟修 $2,000

李吳文杏 $10,000

林依瓊 $5,000

陳恩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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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鳳嬌 $1,000

張閎樣 $500

張瑋鼎 $500

黃育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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