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樂仁啟智中心 109年1月份捐款徵信

姓名 金額

孕丞健康餐飲 $20,000

蕭進正 $4,865

董哲旭 $500

蔡承諭 $652

買國洲 $200

翁光志 $500

林麗珣 $300

龔淑霞 $200

高英展 $600

陳秀芬 $1,200

許耀峻 $1,000

林威辰 $500

善心人士 $200

善心人士 $600

曾榮 $3,000

蕭志文醫院 $30,000

陳萍娟 $30,000

張簡俊佑 $2,100

曾世瑜 $1,919

林春蘭 $470

楊銘錄 $4,000

許耀峻 $1,000

李郭月娥 $600

邱其俊 $1,000

姜培文 $3,600

魏恒睿.林秀敏.魏嘉瑩.魏伯穎 $3,540

王柔雯 $1,000

莊錦秀 $500

陳靖涵 $300

黃新財 $200

秦安弘 $200

李玫浲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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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輝 $5,000

徐鵬 $1,200

巴牟莉華 $2,400

林明德.林紘溱 $1,000

徐崇禮.施綉靜.張慧玲.徐湘媛 $500

吳崧琦.陳君美 $400

王巧婷 $200

吳政隆 $200

陳韋丞 $1,000

魏秀芬.藍海峯.藍聖翔.藍聖惟 $200

廖志雄 $200

藍張瓊芬 $1,200

杜秀玲 $1,200

陳素貞 $1,000

潘麗美 $500

黃永傳 $500

陳正雄 $200

呂柳微 $200

李洹羽 $200

李威嶔 $200

陳貞如 $200

蔡貴霖 $100,000

王佑成 $500

盧育良 $15,000

楊銘錄 $5,000

洪再信 $100

吳健 $600

吳承瑋 $350

陳秋英 $300

醫師夫人聯誼會 $10,000

謝麗華 $10,000

印存珍 $5,000

吳雪芳 $5,000

曾秀鶯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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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蔡愫霞 $5,000

洪小淑 $5,000

黃芳蘭 $5,000

楊瓊媛 $5,000

劉美娥 $5,000

陳秀玉 $5,000

李吉進 $5,000

余清霞 $3,000

王芳齡 $3,000

陳鳳蘭 $3,000

黃淑英 $5,000

曾淑燕 $3,000

陳慧芳 $3,000

謝雅妃 $3,000

黃河東 $5,000

郭淑瓊 $5,000

吳素真 $5,000

鍾美珠 $5,000

段美妃 $3,000

葉文采 $3,000

李貴麗 $3,000

江惠瑗 $5,000

黃愛雯 $2,000

高雄市源遠醫事協會 $10,000

蕭志文醫院 $10,000

林俊傑 $1,000

中華民國基層醫師協會 $20,000

洪清中 $2,000

高雄市診所協會 $10,000

胡進達 $420

林梓榆 $1,000

謝田心 $8,270

李靖芳 $1,350

楊建雄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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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秋楠 $2,220

王志嘉 $760

吳冠儀 $1,600

俎樹仁 $900

許洪誠 $400

姜誌成 $550

林彥廷 $650

陳慧燕 $300

郭珮雯 $6,000

陳殊霖 $450

陳楷岳 $5,200

周安國 $200

林曜章 $100

金蘭國際同濟會 $100,000

許玉蓮 $1,000

江○○ $300

張○○ $500

郭東義 $20,000

善心人士 $100

善心人士 $100

故施勇達.故施葉清秀 $200

慧儀(股)公司 $200

郭麗鏵 $500

尤丁駐 $200

徐振凱 $100

善心人士 $100

陳志旭 $200

黃綠模 $500

王龍景得 $100

謝宗孝 $200

萊爾富 $17

陳雅湘 $200

劉秀卿 $3,000

許耀峻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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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手 $934

梁黃梅花 $10,000

彭貞香 $3,000

林澄政 $1,000

劉春吟 $500

林育慶 $300

黃育祥 $100

黃長西 $2,500

高寶春 $2,500

王梅容 $1,000

楊海娟 $100,000

金業興實業有限公司 $10,000

楊銘錄 $2,000

許耀峻 678

五鮮級平價鍋物小港店 256

李蔡德 $3,000

陳幸湄 $3,000

劉天生 $2,000

范秀玲 $3,000

邱俊豪 $1,000

邱建興 $1,000

李明閣 $500

張晉福 $200

連阿香 $50

伍紫萱 $100

鄭皓汶 $100

善心人士 $100

鄭嘉雄 $3,000

蘇俊安 $2,000

吳健 $600

沈寧 $1,000

中國鋼鐵(股)公司 $10,000

許耀峻 $10,000

善心人士 $1,000

第 5 頁，共 6 頁



劉正漢 $1,000

林建邑 $100

龔國華 $200

林惠瑜 $100

張育菁 $100

林正淇 $300

林肯韞 $500

林祺軒 $500

呂思嫻 $3,000

張凱雁 $1,000

王瑞欽 $1,000

戚蕙萍 $1,000

顏曉翎 $2,000

Q董愛旅遊趴趴走 $2,000

陳潮鈞.陳金鏜 $1,000

顏庚申.蔡佳榆.顏楷倫.顏芸菲 $400

蔡斯桓.洪唯雅.蔡承羽 $300

三真生命社 $200

蔡尚義.陳阿美 $200

陳淵泉 $200

林錦迷 $200

黃逢榮 $150

張碧娥 $150

陳宏彰.林素合 $2,000

陳素琴 $200

謝沛蓁 $1,200

林佑星 $500

郭晉廷.郭奕廷 $500

翁燕生.黃淑媛 $200

陳俞安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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