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樂仁啟智中心109年9月捐款明細

本捐款名單以捐款日期先後順序進行排序

楊銘錄 $2,000

傅美鳳 $200

林慶源 $2,000

董哲旭 $1,000

林怡伶 $1,000

善心人士 $600

善心人士 $600

黃玉娟 $3,000

王柔雯 $1,000

軒晟企業(股)公司 $1,000

邱意銘 $500

莊錦秀 $500

吳崧琦.陳君美 $400

宋巧琳 $300

秦安弘 $200

雙霆企業有限公司 $200

吳孟修 $9,000

買國洲 $1,000

楊美華 $1,000

林威辰 $700

黃玉芳 $500

曾榮 $3,000

黃廣鷗 $200

楊銘錄 $5,000

王玉燕 $5,000

陳韋丞 $2,000

施克穎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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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春吟 $500

黃永傳 $500

吳素月 $5,000

許焱緯 $1,000

吳政隆 $300

陳貞如 $200

李洹羽 $200

李威嶔 $200

陳正雄 $200

呂柳微 $200

鳳聖宮 $8,000

蔡岳庭 $2,860

盧育良 $15,000

陳慶輝 $5,000

林珊瑩 $1,140

王巧婷 $200

馮薇庭 $10,000

劉美蘭 $20,000

邱莉雯 $10,000

陳雪音 $10,000

黃美容 $10,000

王艾 $10,000

方靖雯 $10,000

Focus  Lumber  Berhad $10,000

高雄市中山大學EMBA仕女協會 $20,000

江靜宜(匿名) $300

林宣妤 $20,000

許玲娟 $6,000

鄭美緣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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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琪恩 $10,000

林沛珍 $10,000

洪麗玉 $10,000

任道資訊有限公司 $10,000

陳真貞 $10,000

重慶錫周殯葬服務有限公司 $10,000

陳亭羽 $200

洪再信 $100

謝俊雄 $2,000

莊阿幸 $300

黃新財 $200

余文助 $5,000

何宗武 $3,600

黃邱忙 $2,000

南清聖帝殿明興宮仁愛慈善會 $3,000

財團法人高清愿紀念慈母文教公益基金會 $50,000

善心人士 $700

夏訓國 $100

林珈汶 $200

善心人士 $100

善心人士 $100

周敏永.程聖偉.程蘋.程琳.黃瑞昶 $1,500

夏訓國 $100

蔡中科 $300

吳雅雯 $1,000

夏訓國 $100

善心人士 $100

善心人士 $100

善心人士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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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 $100

蔡江南夫婦 $300

張振銘 $100

萊爾富 $12

OK $50

楊銘錄 $2,000

陶慧嫻 $100

蔡鴻志 $100

蔡佩榕 $100

蔡睿澤 $100

高熏蔚 $500

謝楊月心 $300

謝皆源 $300

梁黃梅花 $10,000

許耀峻 $768

黃琦淑 $300

江秀玲 $100

蔡宗澤 $500

黃逢榮 $150

張碧娥 $150

吳政隆 $200

謝富松 $100

林秉承 $1,000

吳建緯 $1,000

竺威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李曉屏 $2,000

施智文 $500

張晉誠 $1,000

潘麗美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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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邑 $100

龔國華 $200

林惠瑜 $100

鄭淮中 $4,500

張育菁 $100

林正淇 $300

林肯韞 $500

林祺軒 $500

財團法人感恩聖仁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120,000

包手 $1,326

黃瀞毅 $300

黃育祥 $100

劉天生 $2,000

蘇則維 $500

黃正男 $8,000

范銘顯 $8,000

磐飛科技(股)公司 $9,500

許耀峻 $2,000

鄭皓汶 $100

張宜雯 $1,800

衣舖子愛心組 $1,000

郭晉廷.郭奕廷 $500

高雄市文化獅子會 $60,000

何成材 $2,000

程淵崧 $2,000

顏庚申.蔡佳榆.顏橙燁.顏妘菲 $400

蔡斯桓.洪唯雅.蔡承羽 $300

李洹羽 $200

李威嶔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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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貞如 $200

呂柳微 $200

陳正雄 $200

蔡尚義.陳阿美 $200

三真生命社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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