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正德文教傳播基金會

109年度捐贈收入公開

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正德佛堂 17,000,000        

捐贈收入 汪洪玉秋 1,200,000          

捐贈收入 善心人士 1,214,674          

捐贈收入 汪建明 1,090,000          

捐贈收入 楊富雄 1,043,600          

捐贈收入 余銀柱 1,000,000          

捐贈收入 陳金柱 400,800            

捐贈收入 陳孫娥 400,000            

捐贈收入 東林淨苑 200,000            

捐贈收入 黃婉筠 192,000            

捐贈收入 陳明輝 150,000            

捐贈收入 楊玉卿 144,600            

捐贈收入 楊文君 133,350            

捐贈收入 楊玉梅 122,600            

捐贈收入 張豐麟 120,000            

捐贈收入 劉盈采 103,700            

捐贈收入 吳宜臻 101,800            

捐贈收入 葉宗祺 101,200            

捐贈收入 林俊宏 101,200            

捐贈收入 黃紹禎 101,000            

捐贈收入 程介俊 101,000            

捐贈收入 潘麒壬 100,400            

捐贈收入 杜炫 100,200            

捐贈收入 林欣俞 100,000            

捐贈收入 葉簡玉麗 90,000              

捐贈收入 賴義明 80,000              

捐贈收入 劉靜妹 70,000              

捐贈收入 鄭茜文 60,000              

捐贈收入 張文岳 60,000              

捐贈收入 洪勝裕 60,000              

捐贈收入 陳貞宇 57,300              

捐贈收入 林玉偵 56,200              

捐贈收入 戴翠凌 53,800              

捐贈收入 覺有情 53,500              

捐贈收入 張王秀治 50,100              

捐贈收入 鍾秋梅 50,000              

捐贈收入 財團法人台北市林坤地仁濟文教基金會 50,000              

捐贈收入 鄭村港 49,400              

捐贈收入 林宗明 46,200              

捐贈收入 廖阿銀 46,100              

捐贈收入 林錦聰 42,000              

捐贈收入 郭原銓 41,900              

捐贈收入 周德煌 40,200              

捐贈收入 陳冠汝 36,000              

捐贈收入 辛蘇金魚 35,000              

捐贈收入 黃劉貴美 33,750              

捐贈收入 董以庸 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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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許嘉榮 32,900              

捐贈收入 吳靜娟 32,200              

捐贈收入 李錦玲 32,000              

捐贈收入 吳邱命妹 32,000              

捐贈收入 董庭瑜 31,200              

捐贈收入 黃江波 31,000              

捐贈收入 劉煥武 31,000              

捐贈收入 葉季青 30,800              

捐贈收入 李羿銨 30,300              

捐贈收入 丁清基 30,300              

捐贈收入 劉怡君 30,200              

捐贈收入 黃蘭香 30,000              

捐贈收入 郭黃來娣 30,000              

捐贈收入 江宗儒 30,000              

捐贈收入 唐明珠 30,000              

捐贈收入 田再庭 30,000              

捐贈收入 陳靜 26,015              

捐贈收入 謝華聰 25,300              

捐贈收入 戴佑文 25,200              

捐贈收入 黃文太 25,000              

捐贈收入 陳淳緯 24,000              

捐贈收入 李俊慶 23,800              

捐贈收入 黃靜宜 22,500              

捐贈收入 陳光祥 22,400              

捐贈收入 王招治 22,200              

捐贈收入 吳陳演雪 22,200              

捐贈收入 陳盈瑾 21,800              

捐贈收入 鄒素姬 20,450              

捐贈收入 吳佛武 20,300              

捐贈收入 黃萬玉 20,250              

捐贈收入 蘇雪華 20,200              

捐贈收入 劉錦 20,170              

捐贈收入 楊里祥 20,100              

捐贈收入 鄭緯立 20,000              

捐贈收入 郭林初 20,000              

捐贈收入 盧黃樹 20,000              

捐贈收入 福林堂 20,000              

捐贈收入 郭蔡緞 20,000              

捐贈收入 楊奕梧 20,000              

捐贈收入 胡淑珍 20,000              

捐贈收入 張弘孟 20,000              

捐贈收入 許仕檻 20,000              

捐贈收入 王芳英 20,000              

捐贈收入 吳阿泉 20,000              

捐贈收入 徐蘭香 20,000              

捐贈收入 許萬來 20,000              

捐贈收入 林欽慧 20,000              

捐贈收入 李昀哲 18,400              

捐贈收入 陳麗娟 1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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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蕭國誠 18,000              

捐贈收入 楊瑞齊 18,000              

捐贈收入 黃麗雲 18,000              

捐贈收入 洋洋 18,000              

捐贈收入 林典雄 18,000              

捐贈收入 吳以凡 17,500              

捐贈收入 翁嘉敏 17,100              

捐贈收入 黃傳興 17,000              

捐贈收入 盧玫妏 17,000              

捐贈收入 林瓊芬 17,000              

捐贈收入 吳坤鑫 17,000              

捐贈收入 黃靜慧 16,700              

捐贈收入 蔡長旺 16,000              

捐贈收入 李仁豪 16,000              

捐贈收入 陳詹火珠 15,900              

捐贈收入 許筠翎 15,750              

捐贈收入 蘇柏睿 15,500              

捐贈收入 潘昶宏 15,400              

捐贈收入 黃江彬 15,400              

捐贈收入 彭薪廷 15,050              

捐贈收入 葉光四 15,000              

捐贈收入 賴奕佳 15,000              

捐贈收入 黃司富 15,000              

捐贈收入 陳慧聿 15,000              

捐贈收入 詠安企業社 14,427              

捐贈收入 孫婉玲 14,400              

捐贈收入 陳榮輝 14,115              

捐贈收入 謝瓊玲 14,000              

捐贈收入 賴協駿 14,000              

捐贈收入 陳美珠 14,000              

捐贈收入 邱麗蓉 14,000              

捐贈收入 高忠鵬 14,000              

捐贈收入 李彥宗 14,000              

捐贈收入 葉靜瑜 13,800              

捐贈收入 許時乾 13,700              

捐贈收入 曾文賓 13,500              

捐贈收入 林姵彣 13,500              

捐贈收入 林莉莉 13,300              

捐贈收入 宋增雄 13,211              

捐贈收入 白有傳 13,100              

捐贈收入 柯勇賓 13,000              

捐贈收入 李豔幸 13,000              

捐贈收入 何浥菕 12,850              

捐贈收入 謝雙鴻 12,770              

捐贈收入 陳惠萍 12,600              

捐贈收入 丁寶玉 12,500              

捐贈收入 劉武正 12,400              

捐贈收入 蘇惠君 12,400              

捐贈收入 曹勝源 1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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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張鳳鳳 12,400              

捐贈收入 林小芬 12,200              

捐贈收入 吳玥彤 12,200              

捐贈收入 林昌茂 12,200              

捐贈收入 顏吉富 12,100              

捐贈收入 陳志宏 12,000              

捐贈收入 彭林蘭 12,000              

捐贈收入 楊玉環 12,000              

捐贈收入 簡桂枝 12,000              

捐贈收入 賴忠男 12,000              

捐贈收入 蘇水興 12,000              

捐贈收入 陳妍延 12,000              

捐贈收入 陳富榿 12,000              

捐贈收入 葉翊楷 12,000              

捐贈收入 陳金精 12,000              

捐贈收入 陳禹菲 12,000              

捐贈收入 楊立明 12,000              

捐贈收入 徐隆雄 12,000              

捐贈收入 凃媼琳 12,000              

捐贈收入 林黎華 12,000              

捐贈收入 江月霞 12,000              

捐贈收入 柯綉鳳 12,000              

捐贈收入 何鴻炎 12,000              

捐贈收入 許仲言 12,000              

捐贈收入 余素英 12,000              

捐贈收入 邱品萱 12,000              

捐贈收入 余麗媛 12,000              

捐贈收入 姜愛珠 12,000              

捐贈收入 吳佳芝 12,000              

捐贈收入 洪水田 12,000              

捐贈收入 李婉萓 12,000              

捐贈收入 張斐雯 12,000              

捐贈收入 周美華 12,000              

捐贈收入 林淇湖 12,000              

捐贈收入 林正德閤家 12,000              

捐贈收入 汪寶蓮 11,900              

捐贈收入 蔡麗紅 11,800              

捐贈收入 林鄭秀英 11,800              

捐贈收入 林麗琴 11,800              

捐贈收入 陳秀花 11,750              

捐贈收入 王偉誠 11,600              

捐贈收入 章淑英 11,600              

捐贈收入 蔡政雄 11,500              

捐贈收入 麥玉英 11,500              

捐贈收入 彭弘鈞 11,500              

捐贈收入 郭玲玉 11,500              

捐贈收入 王文毅 11,500              

捐贈收入 李國勳 11,450              

捐贈收入 廖秀玉 11,400              

4/207



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蔡豐丞 11,400              

捐贈收入 邱玉蓮 11,400              

捐贈收入 許健陞 11,400              

捐贈收入 王慶姝 11,400              

捐贈收入 余秀琴 11,400              

捐贈收入 李學杰 11,300              

捐贈收入 陳昶維 11,200              

捐贈收入 賴宗煙 11,200              

捐贈收入 黃珈溶 11,200              

捐贈收入 邱鈺茹 11,200              

捐贈收入 曹立 11,200              

捐贈收入 王品之 11,200              

捐贈收入 林家華 11,200              

捐贈收入 陳玟君 11,100              

捐贈收入 廖月仔 11,000              

捐贈收入 蘇施秀治 11,000              

捐贈收入 趙樹聖 11,000              

捐贈收入 陳信豪 11,000              

捐贈收入 彭渠 11,000              

捐贈收入 林家承 11,000              

捐贈收入 張永賢 11,000              

捐贈收入 洪梅玉 11,000              

捐贈收入 許順泰 10,900              

捐贈收入 陳錦鐘 10,800              

捐贈收入 林容美 10,800              

捐贈收入 林玉雲 10,700              

捐贈收入 黃凱群 10,600              

捐贈收入 許慧娟 10,600              

捐贈收入 楊岱樺 10,500              

捐贈收入 蘇詹茶 10,500              

捐贈收入 陳昱鈞 10,500              

捐贈收入 楊豐燧 10,500              

捐贈收入 詹豐旭 10,500              

捐贈收入 郭陳美紅 10,500              

捐贈收入 許禮繹 10,400              

捐贈收入 黃敬婷 10,300              

捐贈收入 許雯雯 10,300              

捐贈收入 何福賜 10,300              

捐贈收入 蔡淑美 10,200              

捐贈收入 周美茵 10,200              

捐贈收入 黃根在 10,100              

捐贈收入 陳錦談 10,100              

捐贈收入 黃楊幸玲 10,100              

捐贈收入 翁上翔 10,020              

捐贈收入 翁志豪 10,020              

捐贈收入 顏珮如 10,000              

捐贈收入 謝孫月娥 10,000              

捐贈收入 彭瑞珍 10,000              

捐贈收入 蔡呂素娥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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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彭米蘭 10,000              

捐贈收入 廖秀眉 10,000              

捐贈收入 蘇玉絨 10,000              

捐贈收入 游張篦 10,000              

捐贈收入 釋天耀比丘尼 10,000              

捐贈收入 郭尚文 10,000              

捐贈收入 陳林敏 10,000              

捐贈收入 楊觀協 10,000              

捐贈收入 楊長猷 10,000              

捐贈收入 郭佩倫 10,000              

捐贈收入 羅月暇 10,000              

捐贈收入 廖義清 10,000              

捐贈收入 楊淳貞 10,000              

捐贈收入 廖億安 10,000              

捐贈收入 曾建任 10,000              

捐贈收入 陳楊小桃 10,000              

捐贈收入 謝武雄 10,000              

捐贈收入 黃正一 10,000              

捐贈收入 彭士杰 10,000              

捐贈收入 黃福泰 10,000              

捐贈收入 郭國清 10,000              

捐贈收入 黃巫梅英 10,000              

捐贈收入 黃茂森 10,000              

捐贈收入 蕭梅 10,000              

捐贈收入 顏秀珍 10,000              

捐贈收入 黃品軒 10,000              

捐贈收入 顏維伸 10,000              

捐贈收入 劉玫君 10,000              

捐贈收入 郭博軒 10,000              

捐贈收入 黃品超 10,000              

捐贈收入 陳文敏 10,000              

捐贈收入 詹涴婷 10,000              

捐贈收入 劉瓊霞 10,000              

捐贈收入 賴瑞蓮 10,000              

捐贈收入 劉騰元 10,000              

捐贈收入 陳能玲 10,000              

捐贈收入 陳正娟 10,000              

捐贈收入 陳光麟 10,000              

捐贈收入 楊炳輝 10,000              

捐贈收入 何宗儒 10,000              

捐贈收入 孫寶潼 10,000              

捐贈收入 林木欽 陳罔市 林志忠 林岡蔚 林悠錦 10,000              

捐贈收入 林高紫雲 10,000              

捐贈收入 許蔡月 10,000              

捐贈收入 王登深 10,000              

捐贈收入 許挺正 10,000              

捐贈收入 毛成林 10,000              

捐贈收入 胡惠美 10,000              

捐贈收入 王麗娟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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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李蔡來好 10,000              

捐贈收入 林燕珠 10,000              

捐贈收入 張維臣 10,000              

捐贈收入 白松田 10,000              

捐贈收入 牟建仁 10,000              

捐贈收入 吳王甘 10,000              

捐贈收入 何美誼 10,000              

捐贈收入 石明宗 10,000              

捐贈收入 洪貴蘭 10,000              

捐贈收入 林江松 10,000              

捐贈收入 孫申娥 10,000              

捐贈收入 袁秀枝 10,000              

捐贈收入 徐士媛 10,000              

捐贈收入 高持平 10,000              

捐贈收入 徐潔波 10,000              

捐贈收入 張典鴻 10,000              

捐贈收入 池張邁 10,000              

捐贈收入 邱富聖 10,000              

捐贈收入 馬林秀霞 10,000              

捐贈收入 丁素香 10,000              

捐贈收入 王國華 10,000              

捐贈收入 大直市場明發蔬菜 10,000              

捐贈收入 張書成 10,000              

捐贈收入 李盆 10,000              

捐贈收入 張琴 10,000              

捐贈收入 姜宗佑 10,000              

捐贈收入 沈昭聘 10,000              

捐贈收入 朱名絹 10,000              

捐贈收入 莊哲銘 10,000              

捐贈收入 姜禮文 10,000              

捐贈收入 許郁氛 10,000              

捐贈收入 施明芳 10,000              

捐贈收入 周龍通 10,000              

捐贈收入 朱忠文 10,000              

捐贈收入 明震機電有限公司 10,000              

捐贈收入 李盛華 10,000              

捐贈收入 林大鵬 10,000              

捐贈收入 李陳來于 10,000              

捐贈收入 林炳祥 10,000              

捐贈收入 陳淑惠 9,600                

捐贈收入 吳威霖 9,600                

捐贈收入 鍾銀珠 9,500                

捐贈收入 陳奕婕 9,500                

捐贈收入 杜茂楨 9,500                

捐贈收入 陳金蓮 9,300                

捐贈收入 魏辰瑜 9,300                

捐贈收入 黃佳彬 9,200                

捐贈收入 陳信良 9,200                

捐贈收入 吳當慶 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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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汪承霖 9,200                

捐贈收入 謝昭財 9,000                

捐贈收入 楊朝欽 9,000                

捐贈收入 謝麗明 9,000                

捐贈收入 陳祝圓 9,000                

捐贈收入 謝岱伶 9,000                

捐贈收入 黃家偉 9,000                

捐贈收入 謝柯玉美 9,000                

捐贈收入 陳春綢 9,000                

捐贈收入 黃瑞滿 9,000                

捐贈收入 陳葱 9,000                

捐贈收入 蕭淑萍 9,000                

捐贈收入 蘇秀鶴 9,000                

捐贈收入 蘇賴香妹 9,000                

捐贈收入 房增祥 9,000                

捐贈收入 侯福安 9,000                

捐贈收入 林富美 9,000                

捐贈收入 李玉珠 9,000                

捐贈收入 戴偉倫 8,800                

捐贈收入 巫秀珠 8,800                

捐贈收入 洪鉦傑 8,700                

捐贈收入 蔡碧燕 8,650                

捐贈收入 周佩儀 8,600                

捐贈收入 李惠雯 8,600                

捐贈收入 盧美惠 8,500                

捐贈收入 林宏憲 8,500                

捐贈收入 陳俊銘 8,400                

捐贈收入 黃順義 8,400                

捐贈收入 黃宥祥 8,300                

捐贈收入 郭瓊枝 8,200                

捐贈收入 林金美 8,200                

捐贈收入 黃正福 8,000                

捐贈收入 黃彩芳 8,000                

捐贈收入 陳家盛 8,000                

捐贈收入 廖直樹 8,000                

捐贈收入 游睿翎 8,000                

捐贈收入 劉奕辰 8,000                

捐贈收入 賴仁貴 8,000                

捐贈收入 林惠如 8,000                

捐贈收入 盛張福弟 8,000                

捐贈收入 張銘修 8,000                

捐贈收入 許峻瑋 8,000                

捐贈收入 莊政華 8,000                

捐贈收入 許睿哲 8,000                

捐贈收入 官羅美華 8,000                

捐贈收入 楊沛秦 7,800                

捐贈收入 楊沛庭 7,800                

捐贈收入 曾玉鳳 7,800                

捐贈收入 莊瑜芳 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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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周定麟 7,700                

捐贈收入 鄒月蓉 7,500                

捐贈收入 陳如燕 7,500                

捐贈收入 李開平 7,500                

捐贈收入 楊璧榕 7,400                

捐贈收入 黃素蘭 7,400                

捐贈收入 黃瑞宮 7,400                

捐贈收入 蕭素琴 7,400                

捐贈收入 王文咨 7,400                

捐贈收入 舞動心霏舞蹈班 7,300                

捐贈收入 蔣淳淳 7,300                

捐贈收入 沈翠璧 7,300                

捐贈收入 董馨鎂 7,200                

捐贈收入 黃啟銘 7,200                

捐贈收入 游青龍 張阿玲 游明倫 游哲昌 游慧文 張蔡聬 7,200                

捐贈收入 黃鄭新妹 7,200                

捐贈收入 葉秀靜 7,200                

捐贈收入 潘玉梅 7,200                

捐贈收入 劉聰賢 7,200                

捐贈收入 潘信忠 7,200                

捐贈收入 達聯化工有限公司 7,200                

捐贈收入 林東南 7,200                

捐贈收入 李秀燕 7,150                

捐贈收入 連順坪 7,100                

捐贈收入 李美玉 7,100                

捐贈收入 林秀美 7,050                

捐贈收入 黃偉婷 7,000                

捐贈收入 陳高秋子 7,000                

捐贈收入 溫麗萍 7,000                

捐贈收入 賴秀珠 7,000                

捐贈收入 葉秀圓 7,000                

捐贈收入 趙蕙伶 7,000                

捐贈收入 陳耀強 7,000                

捐贈收入 鄭游茶妹 7,000                

捐贈收入 簡宸培 7,000                

捐贈收入 劉添貞 7,000                

捐贈收入 林蔡美玉 7,000                

捐贈收入 許少筠 許喆翔 陳柏諺 陳姵妤 許喆睿 許崇瑋  王水木 7,000                

捐贈收入 邱澤 7,000                

捐贈收入 李泉水 7,000                

捐贈收入 林國儀 余秀珍 7,000                

捐贈收入 滕熊守芝 6,900                

捐贈收入 王淑姿 6,900                

捐贈收入 吳秉勳 6,900                

捐贈收入 許真瑜 6,800                

捐贈收入 許月紅 6,800                

捐贈收入 顏瑞卿 6,700                

捐贈收入 薛進發 6,700                

捐贈收入 李山地 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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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陳安政 6,600                

捐贈收入 吳幸佩 6,600                

捐贈收入 江銘潭 6,600                

捐贈收入 李鎔佑 6,600                

捐贈收入 蘇明鑫 6,500                

捐贈收入 鄞玫瑄 6,500                

捐贈收入 蔡潮汐 6,500                

捐贈收入 林進福 6,500                

捐贈收入 曾翊涵 6,450                

捐贈收入 陳建安 6,400                

捐贈收入 莊婷莉 6,300                

捐贈收入 謝淑美 6,250                

捐贈收入 李茂渠 6,250                

捐贈收入 潘惠語 6,200                

捐贈收入 陳貞惠 6,200                

捐贈收入 郭敏芳 6,200                

捐贈收入 鄭威軍 6,200                

捐贈收入 許曉微 6,200                

捐贈收入 吳淑庭 6,200                

捐贈收入 洪明志 6,200                

捐贈收入 王家宏 6,200                

捐贈收入 許賴文桃 6,200                

捐贈收入 劉家豪 6,100                

捐贈收入 謝蕙如 6,100                

捐贈收入 黃仁盈 6,100                

捐贈收入 何美玲 6,100                

捐贈收入 林碧燕 6,100                

捐贈收入 林美梨 6,050                

捐贈收入 黃添丁 6,000                

捐贈收入 黃翔煜 6,000                

捐贈收入 謝佳晃 6,000                

捐贈收入 廖彥翔 6,000                

捐贈收入 嚴競存 6,000                

捐贈收入 劉振明 6,000                

捐贈收入 賴素媚 6,000                

捐贈收入 劉諺含 6,000                

捐贈收入 劉忠錡 6,000                

捐贈收入 黃偉特 6,000                

捐贈收入 顏方維 6,000                

捐贈收入 陳玉花 6,000                

捐贈收入 蕭振邦 6,000                

捐贈收入 陳冠霖 6,000                

捐贈收入 賴茂盛 6,000                

捐贈收入 陳宜稚 6,000                

捐贈收入 陳玫君 6,000                

捐贈收入 彭世杰 6,000                

捐贈收入 謝宥涵 6,000                

捐贈收入 蔡美香 6,000                

捐贈收入 楊謝快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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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黃冠閔 6,000                

捐贈收入 楊豐銓 6,000                

捐贈收入 蔡綵蓮 6,000                

捐贈收入 羅家宏 6,000                

捐贈收入 葉維凡 6,000                

捐贈收入 楊文甄 6,000                

捐贈收入 黃楚縈 6,000                

捐贈收入 鄭來富 6,000                

捐贈收入 鄭添丁 6,000                

捐贈收入 郭秋伶 6,000                

捐贈收入 張秀惠 6,000                

捐贈收入 姜淑連 6,000                

捐贈收入 李依靜 6,000                

捐贈收入 吳娘妹 6,000                

捐贈收入 世開工業社 6,000                

捐贈收入 王峻翰 6,000                

捐贈收入 梁寶玉 6,000                

捐贈收入 江宛芸 6,000                

捐贈收入 王靖芬 6,000                

捐贈收入 周進展 6,000                

捐贈收入 洪生林 6,000                

捐贈收入 季佳實業有限公司 6,000                

捐贈收入 杜月鴻 6,000                

捐贈收入 王明孺 6,000                

捐贈收入 張瑞珍 6,000                

捐贈收入 林佳潞 6,000                

捐贈收入 先進檢測科技有限公司 6,000                

捐贈收入 林阿桃 6,000                

捐贈收入 李香嵐 6,000                

捐贈收入 林品妤 6,000                

捐贈收入 江學信 6,000                

捐贈收入 林政宏 6,000                

捐贈收入 施怡君 6,000                

捐贈收入 林柏志 6,000                

捐贈收入 李羽婷 6,000                

捐贈收入 呂吉弘 6,000                

捐贈收入 洪瀅晴 6,000                

捐贈收入 白永傑 林陳絨花 黄淑美 6,000                

捐贈收入 馬瑞隆 6,000                

捐贈收入 康弘宗 6,000                

捐贈收入 林家呈 6,000                

捐贈收入 張芬崧 6,000                

捐贈收入 呂陳玉綿 6,000                

捐贈收入 曹秀蘭 6,000                

捐贈收入 王昱人 6,000                

捐贈收入 池佳翰 6,000                

捐贈收入 林新發 6,000                

捐贈收入 李志勳 6,000                

捐贈收入 許峰豪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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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吳佩玲 6,000                

捐贈收入 何李肯 6,000                

捐贈收入 吳欣曈 6,000                

捐贈收入 林錫春 6,000                

捐贈收入 王鈺媚 6,000                

捐贈收入 林美玉 6,000                

捐贈收入 林素勤 6,000                

捐贈收入 殷佩苓 5,950                

捐贈收入 陳碧珠 5,900                

捐贈收入 陳禹涵 5,800                

捐贈收入 陳星瑜 5,800                

捐贈收入 王清文 5,800                

捐贈收入 蘇琮凱 5,700                

捐贈收入 陳韻竹 5,700                

捐贈收入 李素娟 5,700                

捐贈收入 戴主奇 5,600                

捐贈收入 林玉枝 5,600                

捐贈收入 賴嘉惠 5,500                

捐贈收入 潘人榮 5,500                

捐贈收入 郭力嘉 5,500                

捐贈收入 湯雅晴 5,500                

捐贈收入 蘇郁雯 5,500                

捐贈收入 鄒慶堂 5,500                

捐贈收入 郭桂炫 5,500                

捐贈收入 邱芳芝 5,500                

捐贈收入 林四圍 5,500                

捐贈收入 胡慰明 5,500                

捐贈收入 曹銘欽 5,500                

捐贈收入 林秀華 5,500                

捐贈收入 林挑 5,500                

捐贈收入 陳昱傑 5,400                

捐贈收入 陳彥廷 5,400                

捐贈收入 劉錫璋 5,400                

捐贈收入 吳秀娟 5,300                

捐贈收入 邱祥妹 5,300                

捐贈收入 鄭阿香 5,250                

捐贈收入 黃冠傑 5,250                

捐贈收入 張銀妹 5,250                

捐贈收入 鄭昭義 5,200                

捐贈收入 楊舒雯 5,200                

捐贈收入 廖秀玲 5,200                

捐贈收入 黃錦鳳 5,200                

捐贈收入 賴邱美 5,200                

捐贈收入 蔡瑞騰 5,200                

捐贈收入 蔡嘉修 5,200                

捐贈收入 宋珮珍 5,200                

捐贈收入 林碧如 5,200                

捐贈收入 范海明 5,150                

捐贈收入 游志偉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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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潘靝輝 5,100                

捐贈收入 戴貞誼 5,100                

捐贈收入 蕭克仁 5,100                

捐贈收入 黃翠燕 5,100                

捐贈收入 王懿慧 5,100                

捐贈收入 陳秀香 5,050                

捐贈收入 張英傑 5,003                

捐贈收入 曾有諒 5,000                

捐贈收入 楊富貴 5,000                

捐贈收入 黃宗宗 5,000                

捐贈收入 衛凌中 5,000                

捐贈收入 彭淑榮 5,000                

捐贈收入 曾榮宗 5,000                

捐贈收入 路竹佛教堂蓮友觀心會 5,000                

捐贈收入 陳松羲 5,000                

捐贈收入 楊啟文 5,000                

捐贈收入 謝進興 5,000                

捐贈收入 楊黃金桃 5,000                

捐贈收入 蔡明倫 關閎中 5,000                

捐贈收入 楊玉卿 5,000                

捐贈收入 曾臆靜 5,000                

捐贈收入 蕭文芳 5,000                

捐贈收入 陳如儀 5,000                

捐贈收入 黃口文 5,000                

捐贈收入 陳若云 5,000                

捐贈收入 蔡玉美 5,000                

捐贈收入 郭芒 5,000                

捐贈收入 蔡忠偉 5,000                

捐贈收入 韓榮財 5,000                

捐贈收入 陳浩尹 5,000                

捐贈收入 彭郁雁 5,000                

捐贈收入 葉潤東 5,000                

捐贈收入 楊家昇 5,000                

捐贈收入 范綺綸 5,000                

捐贈收入 伍其財 伍余皇 伍孫秀蘭  林天護 林楊扡 5,000                

捐贈收入 林淑珠 5,000                

捐贈收入 李寶滿 5,000                

捐贈收入 林瑀心 5,000                

捐贈收入 胡慶桐 黃于珍 5,000                

捐贈收入 卓佳蓉 5,000                

捐贈收入 太極慈善會 5,000                

捐贈收入 何鄭申 5,000                

捐贈收入 張月枝 5,000                

捐贈收入 王策銀 5,000                

捐贈收入 李木雄 5,000                

捐贈收入 王貴菊 5,000                

捐贈收入 朱素瑩 5,000                

捐贈收入 王振茂 5,000                

捐贈收入 王林娥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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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許沈含笑 5,000                

捐贈收入 孫美珍 5,000                

捐贈收入 許登原 5,000                

捐贈收入 林芝瑩 5,000                

捐贈收入 施蘭鳳 5,000                

捐贈收入 馬俊枝 5,000                

捐贈收入 余秀芳 5,000                

捐贈收入 白雅琴 5,000                

捐贈收入 洪秉賦 5,000                

捐贈收入 張雅菁 5,000                

捐贈收入 李沂玲 5,000                

捐贈收入 卓瓊瑤 5,000                

捐贈收入 何一民 5,000                

捐贈收入 何俊龍 5,000                

捐贈收入 胡秀玲 5,000                

捐贈收入 方子奇 5,000                

捐贈收入 林秀卿 5,000                

捐贈收入 余秀蘭 5,000                

捐贈收入 李宥霆 5,000                

捐贈收入 邱美芩 5,000                

捐贈收入 陳志昌 4,900                

捐贈收入 彭鳳蘭 4,900                

捐贈收入 林山富 4,900                

捐贈收入 蘇泊攸 4,800                

捐贈收入 陳品如 4,800                

捐贈收入 黃僑偉 4,800                

捐贈收入 陳映君 4,800                

捐贈收入 鄭秀 4,800                

捐贈收入 陳林春美 4,800                

捐贈收入 葉帝余 4,800                

捐贈收入 蘇淙彧 4,800                

捐贈收入 陳人豪 4,800                

捐贈收入 羅國盛 4,800                

捐贈收入 陳昭燕 4,800                

捐贈收入 劉金花 4,800                

捐贈收入 蘇正杰 4,800                

捐贈收入 張佑任 4,800                

捐贈收入 洪楚勻 4,800                

捐贈收入 畢瑞秋 4,800                

捐贈收入 林炳煌 4,800                

捐贈收入 吳映溱 4,800                

捐贈收入 洪穆怡 4,800                

捐贈收入 吳羿賢 4,800                

捐贈收入 畢約拿 4,800                

捐贈收入 王重傑 4,800                

捐贈收入 畢騰文 4,800                

捐贈收入 洪明譽 4,800                

捐贈收入 翁淑華 4,800                

捐贈收入 楊程茗 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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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莊雪鳳 4,700                

捐贈收入 吳玉蘭 4,700                

捐贈收入 陳佳琪 4,670                

捐贈收入 柯雨瑞 4,620                

捐贈收入 楊秋俊 4,600                

捐贈收入 陳錦興 4,600                

捐贈收入 廖清標 4,600                

捐贈收入 劉彩凌 4,600                

捐贈收入 許美珠 4,600                

捐贈收入 李思賢 4,600                

捐贈收入 善如 4,500                

捐贈收入 陳泓益 4,500                

捐贈收入 黃美綢 4,500                

捐贈收入 陳昱志 4,500                

捐贈收入 白婉嬅 4,500                

捐贈收入 邱麗珍 4,500                

捐贈收入 王品涵 4,500                

捐贈收入 張美惠 4,500                

捐贈收入 陳瑞真 4,450                

捐贈收入 嚴翊菱 4,402                

捐贈收入 裴畊畬 4,400                

捐贈收入 蔡豐隆 4,400                

捐贈收入 林育廷 4,400                

捐贈收入 汪聖珉 4,400                

捐贈收入 張原逢 4,400                

捐贈收入 朱庭逸 4,340                

捐贈收入 顏佩琪 4,300                

捐贈收入 黃王蔭 4,300                

捐贈收入 林天榮 4,300                

捐贈收入 許嘉珍 4,300                

捐贈收入 許芯寧 4,300                

捐贈收入 陳忠義 4,266                

捐贈收入 羅淑琴 4,200                

捐贈收入 陳進忠 4,200                

捐贈收入 釋法雲 4,200                

捐贈收入 謝承霖 4,200                

捐贈收入 黃念法 4,200                

捐贈收入 劉卿芬 4,200                

捐贈收入 釋弘來 4,200                

捐贈收入 林青鋒 4,200                

捐贈收入 吳清琞 4,200                

捐贈收入 吳長育 4,200                

捐贈收入 張雅雲 4,200                

捐贈收入 吳育銓 4,200                

捐贈收入 柯清波 4,200                

捐贈收入 林立紘 4,200                

捐贈收入 高味 4,200                

捐贈收入 梁鵬宵 4,200                

捐贈收入 周怡君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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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李姵君 4,200                

捐贈收入 郭明宜 4,100                

捐贈收入 彭冬妹 4,100                

捐贈收入 陳慧玲 4,100                

捐贈收入 林財 4,100                

捐贈收入 曾馨瑩 4,000                

捐贈收入 蔡秀月 4,000                

捐贈收入 陳惠絹 4,000                

捐贈收入 黃啟育 4,000                

捐贈收入 黃昭雄 廖秀娟 黃龍祥 黃金昱 4,000                

捐贈收入 蘇葉閃 4,000                

捐贈收入 楊裕坤 4,000                

捐贈收入 盧連森 4,000                

捐贈收入 鄭仰佑 4,000                

捐贈收入 簡秋霞 4,000                

捐贈收入 曾女真 4,000                

捐贈收入 蔡丞厚 4,000                

捐贈收入 郭明珍 郭皆春 郭見 郭昭雄 4,000                

捐贈收入 郭俊巖 4,000                

捐贈收入 賴鳳梅 4,000                

捐贈收入 顧麗華 4,000                

捐贈收入 廖方金女 4,000                

捐贈收入 陳國淇 4,000                

捐贈收入 黃鈺珈 4,000                

捐贈收入 阮藍思 4,000                

捐贈收入 張龍樹 4,000                

捐贈收入 張玉枝 4,000                

捐贈收入 呂宜濡 4,000                

捐贈收入 李善福 4,000                

捐贈收入 李佳樺 4,000                

捐贈收入 許茂修 4,000                

捐贈收入 林里嶧 4,000                

捐贈收入 李淳淳 4,000                

捐贈收入 倪炳旺 4,000                

捐贈收入 林保信 4,000                

捐贈收入 林清標 4,000                

捐贈收入 王金英 4,000                

捐贈收入 吳珮珊 4,000                

捐贈收入 許芷榕 4,000                

捐贈收入 吳彥樟 4,000                

捐贈收入 許淯琪 4,000                

捐贈收入 崧誠不動產仲介有限公司 4,000                

捐贈收入 Lucky 4,000                

捐贈收入 陳忠治 3,999                

捐贈收入 楊智家 3,900                

捐贈收入 陳俊志 3,900                

捐贈收入 陳榆翔 3,900                

捐贈收入 吳美芳 3,900                

捐贈收入 王聯珠 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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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田洪龍鳳 3,900                

捐贈收入 陳伍鳳琴 3,800                

捐贈收入 葉欽 3,800                

捐贈收入 陳文章 3,800                

捐贈收入 曾慶安 3,800                

捐贈收入 陳香君 3,800                

捐贈收入 王游月娥 3,800                

捐贈收入 林佩蓉 3,800                

捐贈收入 李姿瑩 3,800                

捐贈收入 洪聖泰 3,765                

捐贈收入 黃麗家 3,700                

捐贈收入 鄭琨輯 3,700                

捐贈收入 黃秀卿 3,700                

捐贈收入 陳芳華 3,700                

捐贈收入 陳惠娥 3,700                

捐贈收入 陳金城 3,700                

捐贈收入 王峻騏 3,700                

捐贈收入 林致丞 3,700                

捐贈收入 杜宜靜 3,700                

捐贈收入 林玲嬌 3,700                

捐贈收入 何宜靜 3,700                

捐贈收入 黃暐晋 3,650                

捐贈收入 陳米娥 3,650                

捐贈收入 林淑華 3,650                

捐贈收入 黃瑞廷 3,640                

捐贈收入 蕭子鴻 3,600                

捐贈收入 廖聆翔 3,600                

捐贈收入 郭姵辰 3,600                

捐贈收入 趙致祥 3,600                

捐贈收入 黃智威 3,600                

捐贈收入 鄭涵蓉 3,600                

捐贈收入 簡正雄 3,600                

捐贈收入 蔡東湖 3,600                

捐贈收入 盧陽生 3,600                

捐贈收入 楊惠華 3,600                

捐贈收入 陳韋靜 3,600                

捐贈收入 盧郭玉枝 3,600                

捐贈收入 楊志偉 3,600                

捐贈收入 陳袖宜 3,600                

捐贈收入 謝彩秀 3,600                

捐贈收入 陳又青 3,600                

捐贈收入 葉信達 3,600                

捐贈收入 黃 女唐 惠 3,600                

捐贈收入 楊素艷 3,600                

捐贈收入 劉姿纓 3,600                

捐贈收入 陳俊菖 3,600                

捐贈收入 蔡施翠月 3,600                

捐贈收入 陳諺弘 3,600                

捐贈收入 陳天佑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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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黃玉霞 3,600                

捐贈收入 郭家宏 3,600                

捐贈收入 盧麗珠 3,600                

捐贈收入 陳冠豪 3,600                

捐贈收入 郭志忠 3,600                

捐贈收入 陳致翰 3,600                

捐贈收入 蘇寶分 3,600                

捐贈收入 鄭宇勝 3,600                

捐贈收入 陳甘妹 3,600                

捐贈收入 劉燿宇 3,600                

捐贈收入 葉英隨 3,600                

捐贈收入 劉歲芳 3,600                

捐贈收入 許朝榮 3,600                

捐贈收入 林志勳 3,600                

捐贈收入 李衍蒼 3,600                

捐贈收入 林士惟 3,600                

捐贈收入 王定凱 3,600                

捐贈收入 邱弘貴 3,600                

捐贈收入 曹嫚津 3,600                

捐贈收入 林鈺惠 3,600                

捐贈收入 朱思宇 朱思穎 3,600                

捐贈收入 江敏珠 3,600                

捐贈收入 林東元 3,600                

捐贈收入 李緞 3,600                

捐贈收入 許雅惠 3,600                

捐贈收入 張文麗 3,600                

捐贈收入 林思吟 3,600                

捐贈收入 林育華 3,600                

捐贈收入 徐美雪 3,600                

捐贈收入 王舜賢 3,600                

捐贈收入 翁譯珍 3,600                

捐贈收入 汪建鋐 3,600                

捐贈收入 張素琴 3,600                

捐贈收入 李海文 3,600                

捐贈收入 周辰熹 3,600                

捐贈收入 林佳瑩 3,550                

捐贈收入 林式琦 3,540                

捐贈收入 賴榮祥 3,500                

捐贈收入 蔡麒麟 3,500                

捐贈收入 鄭旭泰 3,500                

捐贈收入 蔡明哲* 3,500                

捐贈收入 曾勝豊 3,500                

捐贈收入 黄金蓮 3,500                

捐贈收入 陳銘鑑 3,500                

捐贈收入 曾柏弦 3,500                

捐贈收入 鍾雪英 3,500                

捐贈收入 劉振武 3,500                

捐贈收入 張君儀 3,500                

捐贈收入 李淑珍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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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莊瑋淳 3,500                

捐贈收入 邱建源 3,500                

捐贈收入 姚嘉良 3,500                

捐贈收入 吳淑芬 3,500                

捐贈收入 吳穎杰 3,500                

捐贈收入 胡宗川 3,500                

捐贈收入 李劉錦麗 3,500                

捐贈收入 高品樺 3,500                

捐贈收入 吳鈺橞 3,500                

捐贈收入 林金鋒 3,500                

捐贈收入 許秀芳 3,450                

捐贈收入 黃利雄 3,400                

捐贈收入 賴秀貞 3,400                

捐贈收入 黃見益 3,400                

捐贈收入 蕭月桂 3,400                

捐贈收入 裴翔齊 3,400                

捐贈收入 黃惠炘 3,400                

捐贈收入 彭億瑄 3,400                

捐贈收入 楊曜臺 3,400                

捐贈收入 鄒語騏 3,400                

捐贈收入 張均如 3,400                

捐贈收入 吳姿瑩 3,400                

捐贈收入 朱筱芬 3,400                

捐贈收入 邱麗玉 3,400                

捐贈收入 邱素美 3,400                

捐贈收入 林睿筑 3,400                

捐贈收入 林桂香 3,400                

捐贈收入 李志瀛 3,400                

捐贈收入 葉娓 3,300                

捐贈收入 詹育銘 3,300                

捐贈收入 蕭榮煌 3,300                

捐贈收入 黃錦淑 3,300                

捐贈收入 廖冠雄 3,300                

捐贈收入 楊美足 3,300                

捐贈收入 林俞均 3,300                

捐贈收入 王幼彥 3,300                

捐贈收入 高佩均 3,300                

捐贈收入 周惠文 3,300                

捐贈收入 白祐榕 3,300                

捐贈收入 李銘璋 3,300                

捐贈收入 王麗華 3,300                

捐贈收入 張紀萍 3,300                

捐贈收入 黃明男 3,200                

捐贈收入 謝睿宸 3,200                

捐贈收入 謝佳青 3,200                

捐贈收入 楊張鳳姬 3,200                

捐贈收入 陳江島 3,200                

捐贈收入 楊竣翔 3,200                

捐贈收入 謝玉鈴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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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陳儒 3,200                

捐贈收入 謝國鐘 3,200                

捐贈收入 郭英花 3,200                

捐贈收入 羅宥庭 3,200                

捐贈收入 彭阿春 3,200                

捐贈收入 黃正謙 3,200                

捐贈收入 廖本沛 3,200                

捐贈收入 賴黃美雲 3,200                

捐贈收入 劉秀珍 3,200                

捐贈收入 謝佳芬 3,200                

捐贈收入 劉美均 3,200                

捐贈收入 謝明衛 3,200                

捐贈收入 劉凌螢 3,200                

捐贈收入 謝睿芸 3,200                

捐贈收入 曾莉雁 3,200                

捐贈收入 黃鈺婷 3,200                

捐贈收入 陳姿樺 3,200                

捐贈收入 羅萬妹 3,200                

捐贈收入 陳鈞銘 3,200                

捐贈收入 曾增星 3,200                

捐贈收入 王許誠 3,200                

捐贈收入 李淑梅 3,200                

捐贈收入 洪宜甄 3,200                

捐贈收入 吳盈馷 3,200                

捐贈收入 吳軒繻 3,200                

捐贈收入 李思樺 3,200                

捐贈收入 李泳豫 3,200                

捐贈收入 何婧潔 3,200                

捐贈收入 巫素靜 3,200                

捐贈收入 曹浩偉 3,200                

捐贈收入 何忠誠 3,200                

捐贈收入 吳馨儷 3,200                

捐贈收入 李瑞貞 3,200                

捐贈收入 張宛騏 3,200                

捐贈收入 徐俊一 3,200                

捐贈收入 許俗果 3,200                

捐贈收入 王嘉伶 3,200                

捐贈收入 陳長瑞 3,100                

捐贈收入 陳清雯 3,100                

捐贈收入 黃素珍 3,100                

捐贈收入 劉美雲 3,100                

捐贈收入 陳明哲 3,100                

捐贈收入 林漢壎 3,100                

捐贈收入 吳榮修 3,100                

捐贈收入 柯明珍 3,100                

捐贈收入 何芷君 3,100                

捐贈收入 莊凡慶 3,100                

捐贈收入 賴順興 3,050                

捐贈收入 郭淑芬 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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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3,000                

捐贈收入 黃衛忠 3,000                

捐贈收入 陳宜成 3,000                

捐贈收入 劉張秀全家 3,000                

捐贈收入 黃茂村 3,000                

捐贈收入 陳芳瑜 3,000                

捐贈收入 黃淑霞 3,000                

捐贈收入 劉彩惠 3,000                

捐贈收入 顏張貴美 3,000                

捐贈收入 劉媚娟 3,000                

捐贈收入 陳貴香 3,000                

捐贈收入 曾新民 3,000                

捐贈收入 楊夢怡 3,000                

捐贈收入 楊敏君 3,000                

捐贈收入 龔劉秀梅 3,000                

捐贈收入 曾福彬 3,000                

捐贈收入 陳億茹 3,000                

捐贈收入 陳明月 簡子豪 黃于菁 簡瑗妤 3,000                

捐贈收入 鍾經綸 3,000                

捐贈收入 陳文雀 3,000                

捐贈收入 廖常志 3,000                

捐贈收入 蘇韋任 3,000                

捐贈收入 羅澄渲 3,000                

捐贈收入 楊衍柏 3,000                

捐贈收入 賴玉梅 3,000                

捐贈收入 陳瑞足 3,000                

捐贈收入 曾柏森 3,000                

捐贈收入 陳光秀 3,000                

捐贈收入 趙鎔資 3,000                

捐贈收入 顧婕 3,000                

捐贈收入 陳保同 3,000                

捐贈收入 蔡德河 3,000                

捐贈收入 陳正長 3,000                

捐贈收入 瑞程實業有限公司 3,000                

捐贈收入 廖本全 3,000                

捐贈收入 蔣節花 3,000                

捐贈收入 彭鍾信 3,000                

捐贈收入 葉陳秋凉 3,000                

捐贈收入 劉修銘 3,000                

捐贈收入 黃永和 3,000                

捐贈收入 廖國勝 3,000                

捐贈收入 黃合壽 3,000                

捐贈收入 黃嘉弘 3,000                

捐贈收入 黃宏洋 3,000                

捐贈收入 羅梅香 3,000                

捐贈收入 曾奕超 3,000                

捐贈收入 廖常恩 3,000                

捐贈收入 陳金鎮 3,000                

捐贈收入 蘇方雪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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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陳韋良 3,000                

捐贈收入 楊銘 3,000                

捐贈收入 黃建樹 3,000                

捐贈收入 蘇美麗 3,000                

捐贈收入 德記電鍍工業有限公司 3,000                

捐贈收入 黃麗鳳 3,000                

捐贈收入 森元美君 3,000                

捐贈收入 新竹分院 3,000                

捐贈收入 蔡文華 張雅雲 3,000                

捐贈收入 陳經進 3,000                

捐贈收入 蔡名坤 3,000                

捐贈收入 湯培新 3,000                

捐贈收入 吳清金 3,000                

捐贈收入 張美娥 3,000                

捐贈收入 李宜倫 3,000                

捐贈收入 食育有限公司 3,000                

捐贈收入 林燊 3,000                

捐贈收入 李盈陵 3,000                

捐贈收入 林江漢 3,000                

捐贈收入 李胡月英 3,000                

捐贈收入 許健緯 3,000                

捐贈收入 張詹滿妹 3,000                

捐贈收入 莊豪杰 3,000                

捐贈收入 林氏 3,000                

捐贈收入 許王秀珠 3,000                

捐贈收入 江麗蘭 3,000                

捐贈收入 江何娥 3,000                

捐贈收入 吳貴春 3,000                

捐贈收入 林敏男 3,000                

捐贈收入 李彰庭 3,000                

捐贈收入 張良敏 3,000                

捐贈收入 施秀錦 3,000                

捐贈收入 限收股行善團 3,000                

捐贈收入 佳明玻璃行 3,000                

捐贈收入 林家禾 3,000                

捐贈收入 徐懿吟 3,000                

捐贈收入 莊麗雲 3,000                

捐贈收入 施博升 3,000                

捐贈收入 吳桂蘭 3,000                

捐贈收入 涂克強 3,000                

捐贈收入 許甘儀 3,000                

捐贈收入 吳王招 3,000                

捐贈收入 邱文廷 3,000                

捐贈收入 翁振源 3,000                

捐贈收入 朱鴻銘 3,000                

捐贈收入 李桂枝 3,000                

捐贈收入 林艾佳 3,000                

捐贈收入 白照國 3,000                

捐贈收入 邱美華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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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林宗 3,000                

捐贈收入 李大興 3,000                

捐贈收入 李顏慶 3,000                

捐贈收入 許茗嘉 3,000                

捐贈收入 張林阿蕉 3,000                

捐贈收入 邱哲章 3,000                

捐贈收入 王吳良升 3,000                

捐贈收入 張洪秀盆 3,000                

捐贈收入 張治紳 3,000                

捐贈收入 莊阿品 3,000                

捐贈收入 張俊彥 3,000                

捐贈收入 宋新園 3,000                

捐贈收入 東億鋼珠五金行 3,000                

捐贈收入 吳良夫 3,000                

捐贈收入 周陳春碧 3,000                

捐贈收入 林曾秀英 3,000                

捐贈收入 蔡東烜 2,950                

捐贈收入 陳賢仁 2,900                

捐贈收入 陳文進 2,900                

捐贈收入 郭香妏 2,900                

捐贈收入 趙思羿 2,900                

捐贈收入 豐秀企業社 2,900                

捐贈收入 劉俊志 2,900                

捐贈收入 陳劉鳳 2,900                

捐贈收入 許侑芯 2,900                

捐贈收入 朱文彬 2,900                

捐贈收入 邱川文 2,900                

捐贈收入 王玉霞 2,900                

捐贈收入 高彭秀香 2,900                

捐贈收入 林美伶 2,900                

捐贈收入 吳浩宇 2,900                

捐贈收入 李陳乖 2,900                

捐贈收入 曾柏齡 2,890                

捐贈收入 曾國裕 2,860                

捐贈收入 曾軒祺 2,860                

捐贈收入 曾敏聰 2,860                

捐贈收入 方淑真 2,860                

捐贈收入 賴秀榮 2,800                

捐贈收入 郭貞蘭 2,800                

捐贈收入 鍾欣岑 2,800                

捐贈收入 陳冠儒 2,800                

捐贈收入 黃瑞銀 2,800                

捐贈收入 楊素娥 2,800                

捐贈收入 陳詩怡 2,800                

捐贈收入 薛秉霖 2,800                

捐贈收入 陳銘忠 2,800                

捐贈收入 鄭婷文 2,800                

捐贈收入 吳淑媛 2,800                

捐贈收入 柯秀珠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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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呂素英 2,800                

捐贈收入 張展槐 2,800                

捐贈收入 許賴文桃 許書榮 2,800                

捐贈收入 玲朝義 2,800                

捐贈收入 李宜蓁 2,800                

捐贈收入 王金助 2,750                

捐贈收入 吳明郎 2,750                

捐贈收入 陳念彤 2,700                

捐贈收入 閻琦 2,700                

捐贈收入 陳絢銘 2,700                

捐贈收入 曾榮陸 2,700                

捐贈收入 鍾文川 2,700                

捐贈收入 楊琇喬 2,700                

捐贈收入 楊淑華 2,700                

捐贈收入 鄭瑞炘 2,700                

捐贈收入 廖金梅 2,700                

捐贈收入 朱林菊娣 2,700                

捐贈收入 張逢運 2,700                

捐贈收入 張巫美蓮 2,700                

捐贈收入 李珮菁 2,700                

捐贈收入 吳明昌 2,700                

捐贈收入 林靖勛 2,700                

捐贈收入 張中念 2,700                

捐贈收入 林睿玲 2,700                

捐贈收入 李冉來 2,700                

捐贈收入 金凱瑞 2,700                

捐贈收入 吳旻曄 2,700                

捐贈收入 許杰雅 2,700                

捐贈收入 顏汲 2,600                

捐贈收入 黄茂村 2,600                

捐贈收入 黃亮瑜 2,600                

捐贈收入 黃士玲 2,600                

捐贈收入 鍾張麗素 2,600                

捐贈收入 郭珮甄 2,600                

捐贈收入 廖述宏 2,600                

捐贈收入 陳永康 2,600                

捐贈收入 羅玲瓏 2,600                

捐贈收入 楊家賢 2,600                

捐贈收入 賴怡潔 2,600                

捐贈收入 劉玉英 2,600                

捐贈收入 賴桂偵 2,600                

捐贈收入 盧雅玲 2,600                

捐贈收入 吳黃秀慧 2,600                

捐贈收入 李張家珍 2,600                

捐贈收入 吳龍廷 2,600                

捐贈收入 林旭妙 2,600                

捐贈收入 張瓊文 2,600                

捐贈收入 林書可 2,600                

捐贈收入 余婌寧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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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宋佩玲 2,600                

捐贈收入 吳耿榮 2,600                

捐贈收入 李宜資 2,600                

捐贈收入 林阿昭 2,600                

捐贈收入 李勝君 2,600                

捐贈收入 吳文碩 2,600                

捐贈收入 徐健瑋 2,600                

捐贈收入 何嘉黛 2,600                

捐贈收入 李建德 2,600                

捐贈收入 吳禾豔 2,600                

捐贈收入 林昱秀 2,600                

捐贈收入 黃樹文 2,500                

捐贈收入 顏貞美 2,500                

捐贈收入 陳淑華 2,500                

捐贈收入 歐紘名 2,500                

捐贈收入 羅秋紅 2,500                

捐贈收入 陳玉鈴 2,500                

捐贈收入 陳得勝 2,500                

捐贈收入 曾于娟 2,500                

捐贈收入 楊岱蓉 2,500                

捐贈收入 陳韻淑 2,500                

捐贈收入 陳姿伶 2,500                

捐贈收入 廖期和 2,500                

捐贈收入 陳冠達 2,500                

捐贈收入 盧宗閔 2,500                

捐贈收入 廖建民 2,500                

捐贈收入 蘇建良 2,500                

捐贈收入 陳雅惠 2,500                

捐贈收入 張語宸 2,500                

捐贈收入 林秋英 2,500                

捐贈收入 梁淑媛 2,500                

捐贈收入 林郭玉英 2,500                

捐贈收入 張楊美群 2,500                

捐贈收入 白珏君 2,500                

捐贈收入 林宗雄 2,500                

捐贈收入 李游美 2,500                

捐贈收入 王文能 2,500                

捐贈收入 邱真伶 2,500                

捐贈收入 胡艷霜 2,500                

捐贈收入 林美玲 2,500                

捐贈收入 張鈺雯 2,500                

捐贈收入 張勇嘉 2,500                

捐贈收入 王筱茹 2,500                

捐贈收入 洪金霞 2,500                

捐贈收入 梁欣煒 2,500                

捐贈收入 王添男 2,500                

捐贈收入 李賴金美 2,500                

捐贈收入 洪勝發 2,500                

捐贈收入 莊風如 閤家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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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張詞景 2,500                

捐贈收入 許蔡月   許進財 2,500                

捐贈收入 張詠淇 2,500                

捐贈收入 周志憲 2,500                

捐贈收入 妞妞 2,500                

捐贈收入 胡明芳 2,500                

捐贈收入 胡雪卿 2,500                

捐贈收入 劉韋毅 2,400                

捐贈收入 楊昀儒 2,400                

捐贈收入 陳建瑋 2,400                

捐贈收入 程文彬 2,400                

捐贈收入 劉佳宗 2,400                

捐贈收入 楊洪閃 2,400                

捐贈收入 趙清典 2,400                

捐贈收入 蔡長和 2,400                

捐贈收入 蔡文徹 2,400                

捐贈收入 郭家佑 2,400                

捐贈收入 饒軍 2,400                

捐贈收入 蔡政揚 2,400                

捐贈收入 黃健銘 2,400                

捐贈收入 劉佳樺 2,400                

捐贈收入 謝季安 2,400                

捐贈收入 曾兆達 2,400                

捐贈收入 陳月霞 2,400                

捐贈收入 蔡淑惠 2,400                

捐贈收入 鍾素玲 2,400                

捐贈收入 蔡郭素月 2,400                

捐贈收入 劉凡瑜 2,400                

捐贈收入 蔡萌育 2,400                

捐贈收入 彭聖修 2,400                

捐贈收入 郭容均 2,400                

捐贈收入 廖玫婷 2,400                

捐贈收入 郭三吉 2,400                

捐贈收入 黃薰德 2,400                

捐贈收入 蔡彰一〈EDWARD TSAI〉 2,400                

捐贈收入 陳佳汝 2,400                

捐贈收入 葉王傳 2,400                

捐贈收入 曾金河 2,400                

捐贈收入 蔡隨儀 2,400                

捐贈收入 詹士嬅 2,400                

捐贈收入 劉宜靜 2,400                

捐贈收入 郭俊宏 2,400                

捐贈收入 陳宣諭 2,400                

捐贈收入 郭碧珠 2,400                

捐贈收入 蔡麗娟 2,400                

捐贈收入 廖潮洲 2,400                

捐贈收入 郭泓毅 2,400                

捐贈收入 鍾智宇 2,400                

捐贈收入 裴昶齊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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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劉于誠 2,400                

捐贈收入 葉宥呈 2,400                

捐贈收入 陳冠連 2,400                

捐贈收入 陳阡榕 2,400                

捐贈收入 溫錦春 2,400                

捐贈收入 葉建良 2,400                

捐贈收入 陳彥瑋 2,400                

捐贈收入 鄭保杏 2,400                

捐贈收入 羅智群 2,400                

捐贈收入 黃吳月美 2,400                

捐贈收入 蔡秀娥 2,400                

捐贈收入 麥彩玲 2,400                

捐贈收入 楊武通 2,400                

捐贈收入 陳美琴 2,400                

捐贈收入 戴有慈 2,400                

捐贈收入 鄭盛菖 2,400                

捐贈收入 郭清華 2,400                

捐贈收入 楊棟樑 2,400                

捐贈收入 薛老闆 2,400                

捐贈收入 郭麗雀 2,400                

捐贈收入 楊承諭 2,400                

捐贈收入 鄭閎仁 2,400                

捐贈收入 陳阿滿 2,400                

捐贈收入 厲全峰 2,400                

捐贈收入 黃敏婷 2,400                

捐贈收入 陳靜富 2,400                

捐贈收入 謝欣岑 2,400                

捐贈收入 陳妤甄 2,400                

捐贈收入 謝芯憑 2,400                

捐贈收入 郭金全 2,400                

捐贈收入 謝素貞 2,400                

捐贈收入 廖翕泱 2,400                

捐贈收入 潘韻竹 2,400                

捐贈收入 楊守仁 2,400                

捐贈收入 謝劉秀珍 2,400                

捐贈收入 黃麗華 2,400                

捐贈收入 陳世南 2,400                

捐贈收入 劉城 2,400                

捐贈收入 郭旻其 2,400                

捐贈收入 廖栩晰 2,400                

捐贈收入 楊瑞寅 2,400                

捐贈收入 廖萬城 2,400                

捐贈收入 鍾智軒 2,400                

捐贈收入 蕭宓慈 2,400                

捐贈收入 郭俐伶 2,400                

捐贈收入 陳郁萱 2,400                

捐贈收入 簡麗梅 2,400                

捐贈收入 黃品杰 2,400                

捐贈收入 郭珈妤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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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葉菊美 2,400                

捐贈收入 游家宏 2,400                

捐贈收入 蕭淑娟 2,400                

捐贈收入 楊佩蓉 2,400                

捐贈收入 陳哲修 2,400                

捐贈收入 陳朝彬 2,400                

捐贈收入 裴敬庭 2,400                

捐贈收入 楊林鳳珠 2,400                

捐贈收入 陳建翔 2,400                

捐贈收入 羅苡珊 2,400                

捐贈收入 曾維祺 2,400                

捐贈收入 廖孟蓉 2,400                

捐贈收入 廖甄薏 2,400                

捐贈收入 廖怡雯 2,400                

捐贈收入 陳家慧 2,400                

捐贈收入 陳湘霖 2,400                

捐贈收入 陳叙蓉 2,400                

捐贈收入 郭秀珍 2,400                

捐贈收入 陳秀珊 2,400                

捐贈收入 劉文化 2,400                

捐贈收入 陳浩明 2,400                

捐贈收入 蔡谷美英 2,400                

捐贈收入 陳榮琳 2,400                

捐贈收入 蔡宗穎 2,400                

捐贈收入 戴妃璉 2,400                

捐贈收入 賴佳秀 2,400                

捐贈收入 陳秀月 2,400                

捐贈收入 陳新輝 2,400                

捐贈收入 黃東進 2,400                

捐贈收入 劉育呈 2,400                

捐贈收入 黃泫喻 2,400                

捐贈收入 鄭湘穎 2,400                

捐贈收入 廖曼吟 2,400                

捐贈收入 吳秋鑾 2,400                

捐贈收入 林桂蓮 2,400                

捐贈收入 張淑美 2,400                

捐贈收入 侯茂生 2,400                

捐贈收入 吳錦芍 2,400                

捐贈收入 侯茱芬 2,400                

捐贈收入 張金河 2,400                

捐贈收入 王蔡烟炭 2,400                

捐贈收入 林英銘 2,400                

捐贈收入 王錦章 2,400                

捐贈收入 林祐誼 2,400                

捐贈收入 姚詠琢 2,400                

捐贈收入 曲雋薇 2,400                

捐贈收入 姚詠琪 2,400                

捐贈收入 林明蓉 2,400                

捐贈收入 姚詠琳 2,400                

28/207



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張茂松 2,400                

捐贈收入 朱乾濠 2,400                

捐贈收入 張智惠 2,400                

捐贈收入 何詠薰 2,400                

捐贈收入 林准興 2,400                

捐贈收入 施夢蕃 2,400                

捐贈收入 梁貝玉 2,400                

捐贈收入 呂仲訓 2,400                

捐贈收入 李秀芸 2,400                

捐贈收入 柯廷諭 2,400                

捐贈收入 吳昭儒 2,400                

捐贈收入 李冠勳 2,400                

捐贈收入 林佳立 2,400                

捐贈收入 李俊賢 2,400                

捐贈收入 侯吳金英 2,400                

捐贈收入 柯明珠 2,400                

捐贈收入 王彩嫺 2,400                

捐贈收入 柯建成 2,400                

捐贈收入 林錦源 2,400                

捐贈收入 林家羽 2,400                

捐贈收入 林麗馨 2,400                

捐贈收入 林冠輝 2,400                

捐贈收入 林晏如 2,400                

捐贈收入 王家穎 2,400                

捐贈收入 于碧玉 2,400                

捐贈收入 吳素禎 2,400                

捐贈收入 邱和榮 2,400                

捐贈收入 洪金蘭 2,400                

捐贈收入 何嘉昌 2,400                

捐贈收入 洪國倫 2,400                

捐贈收入 梁君宇 2,400                

捐贈收入 洪崇桓 2,400                

捐贈收入 邱郁芬 2,400                

捐贈收入 洪崇誠 2,400                

捐贈收入 朱發清 2,400                

捐贈收入 洪敏勇 2,400                

捐贈收入 伍坤儀 2,400                

捐贈收入 王耀正 2,400                

捐贈收入 林志勇 2,400                

捐贈收入 林楊秀美 2,400                

捐贈收入 許仙里 2,400                

捐贈收入 林瑞美 2,400                

捐贈收入 邱智恆 2,400                

捐贈收入 宋佳音 2,400                

捐贈收入 林耕瑤 2,400                

捐贈收入 林瑞傑 2,400                

捐贈收入 林宜嘉 2,400                

捐贈收入 林芳如 2,400                

捐贈收入 朱冠翰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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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林聖智 2,400                

捐贈收入 方沐樂 2,400                

捐贈收入 宋俞璋 2,400                

捐贈收入 張明正 2,400                

捐贈收入 宋建璋 2,400                

捐贈收入 李月香 2,400                

捐贈收入 王亭雅 2,400                

捐贈收入 王稟寓 2,400                

捐贈收入 胡陳錦秀 2,400                

捐贈收入 林洺洋 2,400                

捐贈收入 王陳麗雲 2,400                

捐贈收入 張國瑞 2,400                

捐贈收入 林芷伶 2,400                

捐贈收入 張淑娥 2,400                

捐贈收入 宋癸華 2,400                

捐贈收入 張景隆 2,400                

捐贈收入 王勝凱 2,400                

捐贈收入 張登翔 2,400                

捐贈收入 范綱耀 2,400                

捐贈收入 林建福 2,400                

捐贈收入 林峻弘 2,400                

捐贈收入 林王少雅 2,400                

捐贈收入 吳易儒 2,400                

捐贈收入 李守睿 2,400                

捐贈收入 吳林玉柳 2,400                

捐贈收入 李善玉 2,400                

捐贈收入 林芝妤 2,400                

捐贈收入 曹志龍 2,400                

捐贈收入 徐奕業 2,400                

捐贈收入 林同和 2,400                

捐贈收入 李晨曦 2,400                

捐贈收入 梁杞坤 2,400                

捐贈收入 方沐恩 2,400                

捐贈收入 梁東敏 2,400                

捐贈收入 翁子晉 2,400                

捐贈收入 梁家平 2,400                

捐贈收入 周婉婷 2,400                

捐贈收入 梁陳秀枝 2,400                

捐贈收入 翁敏義 2,400                

捐贈收入 李沛蓉 2,400                

捐贈收入 翁暐珉 2,400                

捐贈收入 林呂秀琴 2,400                

捐贈收入 吳進順 2,400                

捐贈收入 李隆乾 2,400                

捐贈收入 高士權 2,400                

捐贈收入 王許諺 2,400                

捐贈收入 周榮波 2,400                

捐贈收入 李秀美 2,400                

捐贈收入 吳振銘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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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吳柏昇 2,400                

捐贈收入 高業翔 2,400                

捐贈收入 李佾澄 2,400                

捐贈收入 江銘潭 賴素媚 江宗益 江一忠  林慧君 江泰億 江昀軒 江宥勳 2,400                

捐贈收入 林育進 2,400                

捐贈收入 周駿彬 2,400                

捐贈收入 邱碧珠 2,400                

捐贈收入 周駿瑋 2,400                

捐贈收入 李和晉 2,400                

捐贈收入 周駿霖 2,400                

捐贈收入 林孟穎 2,400                

捐贈收入 吳雯書 2,400                

捐贈收入 余玉珍 2,400                

捐贈收入 張吳祝妹 2,400                

捐贈收入 林延新 2,400                

捐贈收入 張宏銘 2,400                

捐贈收入 許雲翔 2,400                

捐贈收入 林晉頡 2,400                

捐贈收入 林延源 2,400                

捐贈收入 張秀賢 2,400                

捐贈收入 侯芙芊 2,400                

捐贈收入 尚興皮飾批發公司 2,400                

捐贈收入 胡黃敏 2,400                

捐贈收入 洪銘聰 2,400                

捐贈收入 宋金龍 2,400                

捐贈收入 唐婉香 2,400                

捐贈收入 許陳逸榛 2,375                

捐贈收入 黃淑敏 2,370                

捐贈收入 陳貞臻 2,350                

捐贈收入 曾琇琪 2,300                

捐贈收入 陳玉清 2,300                

捐贈收入 黃琇莉 2,300                

捐贈收入 游吉光 2,300                

捐贈收入 鄭添發 2,300                

捐贈收入 賴泓達 2,300                

捐贈收入 陳淑真 2,300                

捐贈收入 蔡陳玉雲 2,300                

捐贈收入 劉秋梅 2,300                

捐贈收入 陳賢煜 2,300                

捐贈收入 陳德久 2,300                

捐贈收入 葉麗雲 2,300                

捐贈收入 魏延寶 2,300                

捐贈收入 洪瓏升 2,300                

捐贈收入 徐鐿玲 2,300                

捐贈收入 胡善熙 2,300                

捐贈收入 周鈺 2,300                

捐贈收入 吳佳鴻 2,300                

捐贈收入 李長展 2,300                

捐贈收入 王惠祝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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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余發貴 2,300                

捐贈收入 王仁宏 2,300                

捐贈收入 許淑女 2,300                

捐贈收入 林本泉 2,300                

捐贈收入 林冠每 2,300                

捐贈收入 許素苹 2,250                

捐贈收入 許紫綾 2,250                

捐贈收入 黃幸誼 2,200                

捐贈收入 傅琦雯 2,200                

捐贈收入 黃林罔 2,200                

捐贈收入 陳宗鎮 2,200                

捐贈收入 謝云涵 2,200                

捐贈收入 郭添發 2,200                

捐贈收入 陳燕陵 2,200                

捐贈收入 蔡建和 2,200                

捐贈收入 鍾勝驊 2,200                

捐贈收入 楊張素霞 2,200                

捐贈收入 蔡正偉 2,200                

捐贈收入 傅聖崴 2,200                

捐贈收入 楊彩雲 2,200                

捐贈收入 賴保男 2,200                

捐贈收入 蘇阿旺 2,200                

捐贈收入 歐秋容 2,200                

捐贈收入 黃月紅 2,200                

捐贈收入 陳惠揚 2,200                

捐贈收入 蔡優儀 2,200                

捐贈收入 陳秋香 2,200                

捐贈收入 鄭安佐 2,200                

捐贈收入 傅資雁 2,200                

捐贈收入 釋達揚 2,200                

捐贈收入 葉鎧毅 2,200                

捐贈收入 陳奕澐 2,200                

捐贈收入 陳悅春 2,200                

捐贈收入 郭秋煌 2,200                

捐贈收入 趙萬華 2,200                

捐贈收入 蔡榮洲 2,200                

捐贈收入 黃王雪 2,200                

捐贈收入 黃月光 2,200                

捐贈收入 蔡秀珠 2,200                

捐贈收入 陳蔡金姐 2,200                

捐贈收入 滕飛鷫 2,200                

捐贈收入 廖致淵 2,200                

捐贈收入 賴蔡寶玉 2,200                

捐贈收入 曾育修 2,200                

捐贈收入 賴燈榮 2,200                

捐贈收入 廖哲民 2,200                

捐贈收入 趙松喬 2,200                

捐贈收入 劉福和 2,200                

捐贈收入 陳麗玲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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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郭漢祈 2,200                

捐贈收入 陳藝文 2,200                

捐贈收入 傅琦崴 2,200                

捐贈收入 郭秀枝 2,200                

捐贈收入 黃秀珠 2,200                

捐贈收入 蔡晨紘 2,200                

捐贈收入 王麗美 2,200                

捐贈收入 周所生 2,200                

捐贈收入 周承科 2,200                

捐贈收入 林英哲 2,200                

捐贈收入 吳馨鈴 2,200                

捐贈收入 林春瑟 2,200                

捐贈收入 吳明德 2,200                

捐贈收入 張季湘 2,200                

捐贈收入 林佑聲 2,200                

捐贈收入 張明玉 2,200                

捐贈收入 邱鈺淇 2,200                

捐贈收入 尤聰賢 2,200                

捐贈收入 王鵬森 2,200                

捐贈收入 松永浩志 2,200                

捐贈收入 邱東啓 2,200                

捐贈收入 張竺平 2,200                

捐贈收入 洪瑞穗 2,200                

捐贈收入 翁周鉛 2,200                

捐贈收入 梁瑞蓉 2,200                

捐贈收入 林素香 2,200                

捐贈收入 尚順生 2,200                

捐贈收入 莊芷羚 2,200                

捐贈收入 高淑惠 2,200                

捐贈收入 夏彩微 2,200                

捐贈收入 丘宗鑫 2,200                

捐贈收入 周佩勳 2,200                

捐贈收入 林佳樺 2,200                

捐贈收入 李冠緣 2,200                

捐贈收入 王秋月 2,200                

捐贈收入 徐秀燕 2,200                

捐贈收入 許淑惠 2,200                

捐贈收入 馬珮宸 2,200                

捐贈收入 吳季勳 2,200                

捐贈收入 何鄭華美 2,200                

捐贈收入 李麗珠 2,200                

捐贈收入 史秀鈺 2,200                

捐贈收入 張彩鳳 2,200                

捐贈收入 宋鎮鴻 2,200                

捐贈收入 石寶華 2,200                

捐贈收入 盧廷宗 2,150                

捐贈收入 練光漢 2,150                

捐贈收入 陳榮規 2,150                

捐贈收入 鄭麗華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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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李坤昱 2,150                

捐贈收入 吳文淵 2,150                

捐贈收入 黃煜智 2,145                

捐贈收入 廖哲志 2,100                

捐贈收入 黃兆雄 2,100                

捐贈收入 陳益煌 2,100                

捐贈收入 陳利書 2,100                

捐贈收入 陳韻清 2,100                

捐贈收入 鄭賴鳳蓮 2,100                

捐贈收入 謝美碧 2,100                

捐贈收入 鍾曜丞 2,100                

捐贈收入 黃菊英 2,100                

捐贈收入 陳葉翠富 2,100                

捐贈收入 鄭麗月 2,100                

捐贈收入 陳睿彬 2,100                

捐贈收入 陳吳阿系 2,100                

捐贈收入 曾黎明 2,100                

捐贈收入 鄭玉英 2,100                

捐贈收入 謝金福 2,100                

捐贈收入 陳彥銘 2,100                

捐贈收入 盧方平 2,100                

捐贈收入 曾阿甘 2,100                

捐贈收入 李渼葳 2,100                

捐贈收入 翁茂發 2,100                

捐贈收入 林暎琇 2,100                

捐贈收入 王來好 2,100                

捐贈收入 施秋燕 2,100                

捐贈收入 李長燦 2,100                

捐贈收入 林秀瑛 2,100                

捐贈收入 張傑閔 2,100                

捐贈收入 邱鈺茱 2,100                

捐贈收入 林坤賢 2,100                

捐贈收入 張金麗 2,100                

捐贈收入 吳麗君 2,100                

捐贈收入 周寶珍 2,100                

捐贈收入 周盟堯 2,100                

捐贈收入 張秀琴 2,100                

捐贈收入 周庭和 2,100                

捐贈收入 洪清嘉 2,100                

捐贈收入 郭明珍 2,050                

捐贈收入 林盞 2,050                

捐贈收入 柳辰澐 2,050                

捐贈收入 陳佳渝 2,000                

捐贈收入 歐科廷 2,000                

捐贈收入 顏美雲 2,000                

捐贈收入 陳品喻 2,000                

捐贈收入 謝金珠 2,000                

捐贈收入 鄭雅文 2,000                

捐贈收入 曾陳品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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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童貴盛 2,000                

捐贈收入 陳裔驊 2,000                

捐贈收入 郭崇靖 2,000                

捐贈收入 劉彥廷 2,000                

捐贈收入 謝秀霞 2,000                

捐贈收入 薛林月里 2,000                

捐贈收入 蘇阿好 洪兆存 2,000                

捐贈收入 謝新欽 2,000                

捐贈收入 陳張秀春 2,000                

捐贈收入 賴穩丞 2,000                

捐贈收入 鄭美美 2,000                

捐贈收入 陳政湧 2,000                

捐贈收入 陳偉哲 2,000                

捐贈收入 彭鏡忞 2,000                

捐贈收入 曾莉婷 2,000                

捐贈收入 廖昱涵 2,000                

捐贈收入 劉素蓉 2,000                

捐贈收入 黃秋田 2,000                

捐贈收入 蔡長友 2,000                

捐贈收入 曾瀚葳 2,000                

捐贈收入 鍾天裕 2,000                

捐贈收入 蘇月春 陳迎蓁 2,000                

捐贈收入 楊旻達 2,000                

捐贈收入 劉香美 2,000                

捐贈收入 盧紅伶 2,000                

捐贈收入 蔣陵寧 2,000                

捐贈收入 曾登傑 2,000                

捐贈收入 鄭文吉 2,000                

捐贈收入 劉白文 2,000                

捐贈收入 麥國榮 陳秋金 麥玉葦 麥瀞方 2,000                

捐贈收入 詹漢魁 2,000                

捐贈收入 廖冠筆 2,000                

捐贈收入 曾嘉譽 2,000                

捐贈收入 廖蘭香 2,000                

捐贈收入 郭聿睿 2,000                

捐贈收入 陳沂澤 2,000                

捐贈收入 曾子純 2,000                

捐贈收入 陳怡杋 2,000                

捐贈收入 蔡張庭涵 2,000                

捐贈收入 魏鳳嬌 2,000                

捐贈收入 謝承翰 2,000                

捐贈收入 黃洪櫻花 2,000                

捐贈收入 彭筱瑗 2,000                

捐贈收入 蔡銘仁 2,000                

捐贈收入 鴻耀廣告社 2,000                

捐贈收入 陳森村 2,000                

捐贈收入 簡平洋 2,000                

捐贈收入 蔡德祥 蔡陳素琴 2,000                

捐贈收入 楊凱勳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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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陳金鳳 2,000                

捐贈收入 蘇綵靖 2,000                

捐贈收入 陳金線 2,000                

捐贈收入 蘇麓騰 蘇彥修 2,000                

捐贈收入 黃虹橋 2,000                

捐贈收入 陳碧湘 2,000                

捐贈收入 郭真慧 2,000                

捐贈收入 謝易哲 2,000                

捐贈收入 彭愛尹 2,000                

捐贈收入 釋常定師 2,000                

捐贈收入 黃祝 2,000                

捐贈收入 劉大人 2,000                

捐贈收入 賴鈺菁 2,000                

捐贈收入 黃士銓 2,000                

捐贈收入 蔣菁華 2,000                

捐贈收入 藍春源 2,000                

捐贈收入 楊昌盛 楊和興 莊風如 楊豐志 楊宜欣 2,000                

捐贈收入 黄景譽 2,000                

捐贈收入 蘇郡葶 2,000                

捐贈收入 郭瑞宗 2,000                

捐贈收入 鄭詠仁 2,000                

捐贈收入 黃鈳証 2,000                

捐贈收入 蔡許雲櫻 2,000                

捐贈收入 陳喜文 陳弘祐 邱美莉 陳慶喜  陳俐潔 陳費中 2,000                

捐贈收入 陳明達 2,000                

捐贈收入 簡佳敏 2,000                

捐贈收入 黃玉華 2,000                

捐贈收入 簡建成 2,000                

捐贈收入 戴芳芸 2,000                

捐贈收入 黃林春 2,000                

捐贈收入 陳東明 2,000                

捐贈收入 陳惠玲 2,000                

捐贈收入 劉家瑞 2,000                

捐贈收入 楊雅婷 2,000                

捐贈收入 戴擁圳 2,000                

捐贈收入 簡裕民 2,000                

捐贈收入 楊玉蘭 2,000                

捐贈收入 素食自助餐 2,000                

捐贈收入 邢恆瑞 2,000                

捐贈收入 凌碧蘭 2,000                

捐贈收入 張庭偉 2,000                

捐贈收入 云堂工程有限公司 2,000                

捐贈收入 張純音 2,000                

捐贈收入 許素幸 2,000                

捐贈收入 柯趙淑麗 2,000                

捐贈收入 許嫚軒 2,000                

捐贈收入 柯慕昭 2,000                

捐贈收入 莊松澤 2,000                

捐贈收入 王信崇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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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李佩雯 2,000                

捐贈收入 林酉衡 2,000                

捐贈收入 李清玉 2,000                

捐贈收入 白長青 2,000                

捐贈收入 張季涵 2,000                

捐贈收入 洪子庭 2,000                

捐贈收入 林宛瑩 2,000                

捐贈收入 洪介山 2,000                

捐贈收入 侯美朱 2,000                

捐贈收入 林俊廷 2,000                

捐贈收入 甘素櫻 2,000                

捐贈收入 張博勝 2,000                

捐贈收入 商達利企業有限公司 2,000                

捐贈收入 張富美 2,000                

捐贈收入 林久淵 2,000                

捐贈收入 火裕民 2,000                

捐贈收入 文東齊 2,000                

捐贈收入 王寶星 2,000                

捐贈收入 許文吉 2,000                

捐贈收入 呂柏邑 2,000                

捐贈收入 邱聖銘 2,000                

捐贈收入 吳欣華 2,000                

捐贈收入 范盛閔 2,000                

捐贈收入 徐慧莉 2,000                

捐贈收入 張向明 2,000                

捐贈收入 吳育庭 2,000                

捐贈收入 王大維 2,000                

捐贈收入 汪世務 2,000                

捐贈收入 周阿蘭 2,000                

捐贈收入 李恩儀 2,000                

捐贈收入 李民雄 2,000                

捐贈收入 張雅麗 2,000                

捐贈收入 林翠吟 2,000                

捐贈收入 芮淑貞 2,000                

捐贈收入 白林順理 2,000                

捐贈收入 林清田 2,000                

捐贈收入 林明勳 2,000                

捐贈收入 張瑞蘭 2,000                

捐贈收入 林朝啟 2,000                

捐贈收入 林巧盈 2,000                

捐贈收入 吳麗雪 2,000                

捐贈收入 洪美鳳 2,000                

捐贈收入 張漢民 2,000                

捐贈收入 林俞呈 2,000                

捐贈收入 洪國洲 2,000                

捐贈收入 周鍾秋香 2,000                

捐贈收入 巫崇豪 2,000                

捐贈收入 林新振 2,000                

捐贈收入 張德榮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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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李素月 2,000                

捐贈收入 張瑩璇 2,000                

捐贈收入 張金枝 2,000                

捐贈收入 張選翰 2,000                

捐贈收入 涂國語 涂鄭玉娥 2,000                

捐贈收入 張錫宜 2,000                

捐贈收入 王玫瑰 2,000                

捐贈收入 王佑賢 2,000                

捐贈收入 張金錄 2,000                

捐贈收入 張麗英 2,000                

捐贈收入 協安大藥局 2,000                

捐贈收入 李俊德 2,000                

捐贈收入 王月娟 2,000                

捐贈收入 周陳兩 2,000                

捐贈收入 周佛賢 2,000                

捐贈收入 王翊倫 2,000                

捐贈收入 范劉蘭妹 2,000                

捐贈收入 林炩玉 2,000                

捐贈收入 林聰智 林采穎 2,000                

捐贈收入 王玉蕊 2,000                

捐贈收入 李建發 李王艷玲 李妮臻 李幸容  李沐頷 李宗修 李宜臻 2,000                

捐贈收入 梁火盛 2,000                

捐贈收入 張向寬 2,000                

捐贈收入 高林媛 2,000                

捐贈收入 林双福 2,000                

捐贈收入 張依雅 2,000                

捐贈收入 林素意 2,000                

捐贈收入 白宗源 2,000                

捐贈收入 施純國 2,000                

捐贈收入 呂榮庭 2,000                

捐贈收入 林幸葦 2,000                

捐贈收入 梁邱壬妹 2,000                

捐贈收入 吳麗英 2,000                

捐贈收入 李侯春柳 2,000                

捐贈收入 張英秋 2,000                

捐贈收入 王珮馨 2,000                

捐贈收入 孫任霈 2,000                

捐贈收入 何季玲 2,000                

捐贈收入 吳育賢 2,000                

捐贈收入 梁順 2,000                

捐贈收入 孫晉治 2,000                

捐贈收入 林聖軒 2,000                

捐贈收入 林文硯 2,000                

捐贈收入 李沛溱 2,000                

捐贈收入 呂紹傑 湯秋美 呂易承 呂宜憲 2,000                

捐贈收入 陳蔡文英 1,950                

捐贈收入 黃麗津 1,950                

捐贈收入 徐才竣 1,950                

捐贈收入 吳震鴻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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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陳峻禾 1,900                

捐贈收入 陳鳳英 1,900                

捐贈收入 鄭婷云 1,900                

捐贈收入 黃華珍 1,900                

捐贈收入 賴美如 1,900                

捐贈收入 黃國輝 1,900                

捐贈收入 陳林西 1,900                

捐贈收入 陳淑銘 1,900                

捐贈收入 陳品宏 1,900                

捐贈收入 鄭敬憲 1,900                

捐贈收入 黃碧珠 1,900                

捐贈收入 黃銅雀 1,900                

捐贈收入 黃麗雪 1,900                

捐贈收入 顧景棋 1,900                

捐贈收入 陳榛榛 1,900                

捐贈收入 黃白蘭 1,900                

捐贈收入 鄭博嚴 1,900                

捐贈收入 陳莉鯉 1,900                

捐贈收入 楊新助 1,900                

捐贈收入 鄭孟昀 1,900                

捐贈收入 郭佳慧 1,900                

捐贈收入 鄭泥雪 1,900                

捐贈收入 何佩娟 1,900                

捐贈收入 洪宜榛 1,900                

捐贈收入 張文龍 1,900                

捐贈收入 林黃守美 1,900                

捐贈收入 林正德 1,900                

捐贈收入 李建華 1,900                

捐贈收入 李麗卿 1,900                

捐贈收入 林關孔雀 1,900                

捐贈收入 張韻淳 1,900                

捐贈收入 林陳箴 1,900                

捐贈收入 許媁婷 1,900                

捐贈收入 周惠滿 1,900                

捐贈收入 柯侑辰 1,900                

捐贈收入 王陳銳 1,900                

捐贈收入 夏金珍 1,900                

捐贈收入 蔡美華 1,850                

捐贈收入 方寶美 1,850                

捐贈收入 孫霞軍 1,850                

捐贈收入 蘇正彬 1,800                

捐贈收入 黃金蘭 1,800                

捐贈收入 陳建宏 1,800                

捐贈收入 曾偉綱 1,800                

捐贈收入 陳文蓉 1,800                

捐贈收入 蘇欣如 1,800                

捐贈收入 盧靜誼 1,800                

捐贈收入 陳俊宇 1,800                

捐贈收入 賴月梅 1,800                

39/207



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陳志鴻 1,800                

捐贈收入 謝早金 1,800                

捐贈收入 鄔永菜 1,800                

捐贈收入 曾盈瑄 1,800                

捐贈收入 蔡靜宜 1,800                

捐贈收入 黃騰寬 1,800                

捐贈收入 鍾若瑜 1,800                

捐贈收入 黃鶯欽 1,800                

捐贈收入 鍾述銓 1,800                

捐贈收入 黎祐秀 1,800                

捐贈收入 鍾敏芳 1,800                

捐贈收入 陳國雄 1,800                

捐贈收入 蘇麗華 1,800                

捐贈收入 蔡謝麗華 1,800                

捐贈收入 陳金興 1,800                

捐贈收入 蔡文華 1,800                

捐贈收入 顏邑倩 1,800                

捐贈收入 郭昶宏 1,800                

捐贈收入 陳美華 1,800                

捐贈收入 蘇梨珠 1,800                

捐贈收入 謝淑敏 1,800                

捐贈收入 廖亮蓁 1,800                

捐贈收入 陳永和 1,800                

捐贈收入 曾昱翔 1,800                

捐贈收入 黃文龍 1,800                

捐贈收入 楊智惠 1,800                

捐贈收入 王滋儀 1,800                

捐贈收入 林曾雀清 1,800                

捐贈收入 林秀寬 1,800                

捐贈收入 李淑鵬 1,800                

捐贈收入 江俊達 1,800                

捐贈收入 方慧如 1,800                

捐贈收入 吳文治 1,800                

捐贈收入 邵振洋 1,800                

捐贈收入 王治承 1,800                

捐贈收入 吳坤城 1,800                

捐贈收入 林宏益 1,800                

捐贈收入 李侑縈 1,800                

捐贈收入 林壽綿 1,800                

捐贈收入 林美雲 1,800                

捐贈收入 林月蓮 1,800                

捐贈收入 侯仁智 1,800                

捐贈收入 林美芬 1,800                

捐贈收入 洪靜琪 1,800                

捐贈收入 林麗華 1,800                

捐贈收入 高碧珠 1,800                

捐贈收入 邱琡理 1,800                

捐贈收入 侯世猛 1,800                

捐贈收入 符衍緒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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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周銘釗 1,800                

捐贈收入 任應龍 1,800                

捐贈收入 王國安 1,800                

捐贈收入 林宏嘉 1,800                

捐贈收入 孫連鴻 1,800                

捐贈收入 林文達 1,800                

捐贈收入 涂凱瑋 1,800                

捐贈收入 江俊德 1,800                

捐贈收入 許瓊月 1,800                

捐贈收入 江俊毅 1,800                

捐贈收入 林錦 1,800                

捐贈收入 許碧玉 1,800                

捐贈收入 張瑞芬 1,800                

捐贈收入 李嘉益 1,800                

捐贈收入 何禮茂 1,800                

捐贈收入 李毅君 1,800                

捐贈收入 邱志威 1,800                

捐贈收入 宋柏揚 1,800                

捐贈收入 許軒翊 1,800                

捐贈收入 許玉釵 1,800                

捐贈收入 張筱瑩 1,800                

捐贈收入 林明慧 1,800                

捐贈收入 楊大牧 1,750                

捐贈收入 無名氏 1,750                

捐贈收入 施秀錦 1,750                

捐贈收入 高雪嬌 1,750                

捐贈收入 劉文雄 1,700                

捐贈收入 蔡思琦 1,700                

捐贈收入 劉蕎茵 1,700                

捐贈收入 黃榆翔 1,700                

捐贈收入 陳素娥 1,700                

捐贈收入 陳香吟 1,700                

捐贈收入 陳美蘭 1,700                

捐贈收入 楊定清 1,700                

捐贈收入 曾小英 1,700                

捐贈收入 陳黃玉霞 1,700                

捐贈收入 蔣忠祐 1,700                

捐贈收入 盧柏蓁 1,700                

捐贈收入 黃正鴻 1,700                

捐贈收入 陳怡文 1,700                

捐贈收入 謝敏 1,700                

捐贈收入 陳萬吉 1,700                

捐贈收入 陳阿璧 1,700                

捐贈收入 楊瑩華 1,700                

捐贈收入 劉幀仰 1,700                

捐贈收入 楊蕭靜珍 1,700                

捐贈收入 潘英慧 1,700                

捐贈收入 楊麗鳳 1,700                

捐贈收入 蔡佳穎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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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詹亞樹 1,700                

捐贈收入 蔡教授 1,700                

捐贈收入 詹詠涵 1,700                

捐贈收入 鄭兆昕 1,700                

捐贈收入 鄒維東 1,700                

捐贈收入 湯子緹 1,700                

捐贈收入 陳瀅琇 1,700                

捐贈收入 賴朝進 1,700                

捐贈收入 趙碧玲 1,700                

捐贈收入 謝金德 1,700                

捐贈收入 藍紹慈 1,700                

捐贈收入 黃秀蘭 1,700                

捐贈收入 顏竹 1,700                

捐贈收入 趙潤轍 1,700                

捐贈收入 吳宗霖 1,700                

捐贈收入 汪姿慧 1,700                

捐贈收入 金瑃美 1,700                

捐贈收入 汪慶華 1,700                

捐贈收入 林貞芬 1,700                

捐贈收入 江宜家 1,700                

捐贈收入 吳阿麥 1,700                

捐贈收入 官秋全 1,700                

捐贈收入 洪麗渼 1,700                

捐贈收入 林正義 1,700                

捐贈收入 李宜臻 1,700                

捐贈收入 何秀英 1,700                

捐贈收入 林桂伶 1,700                

捐贈收入 何瑞遠 1,700                

捐贈收入 王莫阿美 1,700                

捐贈收入 何錦泉 1,700                

捐贈收入 王惠 1,700                

捐贈收入 何禮文 1,700                

捐贈收入 汪承鴻 1,700                

捐贈收入 王珞 1,700                

捐贈收入 王德傳 1,700                

捐贈收入 宋培良 1,700                

捐贈收入 張柏韋 1,700                

捐贈收入 余易燐 1,700                

捐贈收入 李奇泉 1,700                

捐贈收入 余鶯菊 1,700                

捐贈收入 丁旺進 1,700                

捐贈收入 林祐仕 1,700                

捐贈收入 青木勳  北關東綜合警備保障株式會社 1,700                

捐贈收入 陳淑娟 1,650                

捐贈收入 許啟尉 1,625                

捐贈收入 陳萱芮 1,600                

捐贈收入 陳照堂 1,600                

捐贈收入 黃瑞東 1,600                

捐贈收入 黃素津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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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賴朝楨 1,600                

捐贈收入 陳彭玉蘭 1,600                

捐贈收入 鄧淨文 1,600                

捐贈收入 劉芝君 1,600                

捐贈收入 廖秀英 1,600                

捐贈收入 彭郁玲 1,600                

捐贈收入 廖豐稠 1,600                

捐贈收入 陳家侖 1,600                

捐贈收入 陳怡蓁 1,600                

捐贈收入 陳寶嬿 1,600                

捐贈收入 劉碧雲 1,600                

捐贈收入 傅子威 1,600                

捐贈收入 溫宗達 1,600                

捐贈收入 鄭一松 1,600                

捐贈收入 陳閩豐 1,600                

捐贈收入 陳建佑 1,600                

捐贈收入 楊承泰 1,600                

捐贈收入 賴文法 1,600                

捐贈收入 陳琬晴 1,600                

捐贈收入 賴明郎 1,600                

捐贈收入 陳玉英 1,600                

捐贈收入 廖耀璧 1,600                

捐贈收入 陳慧琪 1,600                

捐贈收入 郭昭麟 1,600                

捐贈收入 鄒桐烟 1,600                

捐贈收入 陳秀雲 1,600                

捐贈收入 蔡惠美 1,600                

捐贈收入 鍾黃櫻香 1,600                

捐贈收入 蔡綢 1,600                

捐贈收入 簡麗櫻 1,600                

捐贈收入 鄒琇娟 1,600                

捐贈收入 蔣馨慧 1,600                

捐贈收入 陳世顯 1,600                

捐贈收入 陳羿伶 1,600                

捐贈收入 王婕安 1,600                

捐贈收入 張翁玲 1,600                

捐贈收入 吳合春 1,600                

捐贈收入 林郭秀琴 1,600                

捐贈收入 張簡睿豪 1,600                

捐贈收入 卓瑜建 1,600                

捐贈收入 翁何秀杏 1,600                

捐贈收入 林琦村 1,600                

捐贈收入 李固導 1,600                

捐贈收入 林進芳 1,600                

捐贈收入 卓冠程 1,600                

捐贈收入 林宜慧 1,600                

捐贈收入 朱月娥 1,600                

捐贈收入 林聖蓉 1,600                

捐贈收入 涂志宗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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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林于暄 1,600                

捐贈收入 林玉美 1,600                

捐贈收入 林文宏 1,600                

捐贈收入 張家豪 1,600                

捐贈收入 吳貞蓉 1,600                

捐贈收入 林辰翰 1,600                

捐贈收入 周妙真 1,600                

捐贈收入 張淑惠 1,600                

捐贈收入 王姵晴 1,600                

捐贈收入 李芳金 1,600                

捐贈收入 王廷得 1,600                

捐贈收入 林添義 1,600                

捐贈收入 許美鳳 1,600                

捐贈收入 林建文 1,600                

捐贈收入 林彥嘉 1,600                

捐贈收入 林麗玲 1,600                

捐贈收入 郭日清 1,550                

捐贈收入 黃莉敏 1,550                

捐贈收入 郭翠吩 1,550                

捐贈收入 林淑莉 1,550                

捐贈收入 洪于嵐 1,550                

捐贈收入 陳昭惠 1,500                

捐贈收入 劉鳳爵 1,500                

捐贈收入 廖于晴 1,500                

捐贈收入 蔡玉英 1,500                

捐贈收入 陳秀蓮 1,500                

捐贈收入 蔡秀味 1,500                

捐贈收入 戴筠丞 1,500                

捐贈收入 郭素珍 1,500                

捐贈收入 陳宏州 1,500                

捐贈收入 郭麗玲 1,500                

捐贈收入 賴怡君 1,500                

捐贈收入 黃振妹 1,500                

捐贈收入 羅文棟 1,500                

捐贈收入 陳豐源 1,500                

捐贈收入 戴岑翰 1,500                

捐贈收入 廖駿騰 1,500                

捐贈收入 廖江絨純 1,500                

捐贈收入 曾建豪 1,500                

捐贈收入 簡佑縉 1,500                

捐贈收入 黃美莉 1,500                

捐贈收入 藍家承 1,500                

捐贈收入 黃飛竤 1,500                

捐贈收入 陳力航 1,500                

捐贈收入 曾夏珠 1,500                

捐贈收入 傅榆庭 1,500                

捐贈收入 楊憲宗 1,500                

捐贈收入 陳春期 1,500                

捐贈收入 陶睿智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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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黃芳羽 1,500                

捐贈收入 郭麗君 1,500                

捐贈收入 賴麗娟 1,500                

捐贈收入 楊阿雲 1,500                

捐贈收入 戴梓卿 1,500                

捐贈收入 郭李阿幸 1,500                

捐贈收入 戴榮吉 1,500                

捐贈收入 陳俊昇 1,500                

捐贈收入 謝素銨 1,500                

捐贈收入 劉紀煜 1,500                

捐贈收入 陳宥丞 1,500                

捐贈收入 劉衿萍 1,500                

捐贈收入 鄭曼玲 1,500                

捐贈收入 黃薏璇 1,500                

捐贈收入 鄭博成 1,500                

捐贈收入 簡村宇 1,500                

捐贈收入 葉素彤 1,500                

捐贈收入 劉嘉詩 1,500                

捐贈收入 陳進宏 1,500                

捐贈收入 陳稚涵 1,500                

捐贈收入 劉任峻 1,500                

捐贈收入 顏宏典 1,500                

捐贈收入 賴宇恩 1,500                

捐贈收入 董恆傑 1,500                

捐贈收入 劉承南 1,500                

捐贈收入 羅宜湘 1,500                

捐贈收入 劉明儒 1,500                

捐贈收入 黃姵榕 1,500                

捐贈收入 劉明叡 1,500                

捐贈收入 黃秋鑾 1,500                

捐贈收入 林明良 1,500                

捐贈收入 周進善 1,500                

捐贈收入 崔鶴闞 1,500                

捐贈收入 林本原 1,500                

捐贈收入 王桃 1,500                

捐贈收入 林燦煌 1,500                

捐贈收入 許語恩 1,500                

捐贈收入 林鴻全 1,500                

捐贈收入 Raymond Hsieh 謝瑞圳 1,500                

捐贈收入 許麗娟 1,500                

捐贈收入 周稚珊 1,500                

捐贈收入 李儷君 1,500                

捐贈收入 仲駿熙 1,500                

捐贈收入 邱川明 1,500                

捐贈收入 許喬茵 1,500                

捐贈收入 邱李玉秀 1,500                

捐贈收入 崔繼先 1,500                

捐贈收入 邱育芬 1,500                

捐贈收入 張尹聰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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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邱富美 1,500                

捐贈收入 林峻安 1,500                

捐贈收入 吳美娥 1,500                

捐贈收入 林奕霏 1,500                

捐贈收入 何老得 1,500                

捐贈收入 周玉花 1,500                

捐贈收入 邱龍波 1,500                

捐贈收入 李弈葶 1,500                

捐贈收入 林春香 1,500                

捐贈收入 許宜靜 1,500                

捐贈收入 吳文芳 1,500                

捐贈收入 沈月娘 1,500                

捐贈收入 吳雪娥 1,500                

捐贈收入 周秀英 1,500                

捐贈收入 高玉龍 1,500                

捐贈收入 林碧鳳 1,500                

捐贈收入 高宥棋 1,500                

捐贈收入 林韋佑 1,500                

捐贈收入 吳廖鏡妹 1,500                

捐贈收入 崔馨方 1,500                

捐贈收入 洪秀雲 1,500                

捐贈收入 王明珍 1,500                

捐贈收入 洪來春 1,500                

捐贈收入 林家莉 1,500                

捐贈收入 吳慧珠 1,500                

捐贈收入 林宸誼 1,500                

捐贈收入 吳餘良 1,500                

捐贈收入 張祐維 1,500                

捐贈收入 江佳樺 1,500                

捐贈收入 周勤妹 1,500                

捐贈收入 吳錦雲 1,500                

捐贈收入 張陳玉秀 1,500                

捐贈收入 洪溫來 1,500                

捐贈收入 李明哲 1,500                

捐贈收入 王彩雲 1,500                

捐贈收入 張鍛善 1,500                

捐贈收入 王威然 1,500                

捐贈收入 白陳滿 1,500                

捐贈收入 凌于珺 1,500                

捐贈收入 理想家冷飲 1,500                

捐贈收入 王沛綾 1,500                

捐贈收入 許呅 1,500                

捐贈收入 孫德安 1,500                

捐贈收入 許建明 1,500                

捐贈收入 徐于婷 1,500                

捐贈收入 許哲峰 1,500                

捐贈收入 徐英凱 1,500                

捐贈收入 許崇瑋 1,500                

捐贈收入 林秀珠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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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許琡珠 1,500                

捐贈收入 李翠花 1,500                

捐贈收入 許溥修 1,500                

捐贈收入 王麗惠 1,500                

捐贈收入 林煜禎 1,500                

捐贈收入 林郁菁 1,500                

捐贈收入 柯孝宗 1,500                

捐贈收入 蔡宏慧 1,450                

捐贈收入 潘曉君 1,450                

捐贈收入 蘇金蟬 1,450                

捐贈收入 劉俊男 1,450                

捐贈收入 蔡郭月春 1,450                

捐贈收入 黃玉秋 1,425                

捐贈收入 吳湘蓮 1,425                

捐贈收入 盧秋菊 1,400                

捐贈收入 黃育靜 1,400                

捐贈收入 馮宥杰 1,400                

捐贈收入 陳碧玲 1,400                

捐贈收入 陳威宇 1,400                

捐贈收入 葉陳秋凉 1,400                

捐贈收入 蕭楷縈 1,400                

捐贈收入 葉麗琴 1,400                

捐贈收入 謝琮澤 1,400                

捐贈收入 詹寶連 1,400                

捐贈收入 陳志成 1,400                

捐贈收入 廖一襄 1,400                

捐贈收入 鄭汀琦 1,400                

捐贈收入 陳麗珠 1,400                

捐贈收入 蕭芳杰 1,400                

捐贈收入 陳艷娜 1,400                

捐贈收入 進昇科技有公司 1,400                

捐贈收入 趙忠恆 1,400                

捐贈收入 謝佩珊 1,400                

捐贈收入 陳桂卿 1,400                

捐贈收入 韓美淑 1,400                

捐贈收入 鄞玫瑜 1,400                

捐贈收入 顏葉秋美 1,400                

捐贈收入 鄞瑋廷 1,400                

捐贈收入 陳怡穎 1,400                

捐贈收入 劉妍君 1,400                

捐贈收入 鄭月梅 1,400                

捐贈收入 陳育翎 1,400                

捐贈收入 郭勇演 1,400                

捐贈收入 陳秀民 1,400                

捐贈收入 蕭明堂 1,400                

捐贈收入 黃揚庭 1,400                

捐贈收入 蕭堃原 1,400                

捐贈收入 黃麗珠 1,400                

捐贈收入 蕭葉雅甄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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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曾心穗 1,400                

捐贈收入 馮安德 1,400                

捐贈收入 楊素貞 1,400                

捐贈收入 陳昱辰 1,400                

捐贈收入 蔡秀員 1,400                

捐贈收入 郭東珠 1,400                

捐贈收入 謝彥誼 1,400                

捐贈收入 蔡明正 1,400                

捐贈收入 謝菊英 1,400                

捐贈收入 黃祈誠 1,400                

捐贈收入 黃聖淳 1,400                

捐贈收入 黃稅 1,400                

捐贈收入 簡調國 1,400                

捐贈收入 蘇建安 1,400                

捐贈收入 魏銘玲 1,400                

捐贈收入 黃建誠 1,400                

捐贈收入 楊景河 1,400                

捐贈收入 郭國泰 1,400                

捐贈收入 蔣明璋 1,400                

捐贈收入 蔡慧湄 1,400                

捐贈收入 陳志堂 1,400                

捐贈收入 洪玉音 1,400                

捐贈收入 高筠絜 1,400                

捐贈收入 王怜懿 1,400                

捐贈收入 周靜芳 1,400                

捐贈收入 李彥儒 1,400                

捐贈收入 何采芳 1,400                

捐贈收入 夏櫻芳 1,400                

捐贈收入 林秀鳳 1,400                

捐贈收入 高志聖 1,400                

捐贈收入 林秀霞 1,400                

捐贈收入 張雅琪 1,400                

捐贈收入 何清富 1,400                

捐贈收入 周勝輝 1,400                

捐贈收入 李惠齡 1,400                

捐贈收入 林炎彬 1,400                

捐贈收入 王慶全 1,400                

捐贈收入 林建宇 1,400                

捐贈收入 孔乃德 1,400                

捐贈收入 吳元瀚 1,400                

捐贈收入 孔柏森 1,400                

捐贈收入 杜秀香 1,400                

捐贈收入 高宜平 1,400                

捐贈收入 王寀蓁 1,400                

捐贈收入 古家銨 1,400                

捐贈收入 林秋蘭 1,400                

捐贈收入 李威璁 1,400                

捐贈收入 林美惠 1,400                

捐贈收入 許金葉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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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林美靜 1,400                

捐贈收入 侯慈萍 1,400                

捐贈收入 吳名哲 1,400                

捐贈收入 柯美靜 1,400                

捐贈收入 林述梅 1,400                

捐贈收入 洪晉毅 1,400                

捐贈收入 吳秀珠 1,400                

捐贈收入 夏劉美惠 1,400                

捐贈收入 朱翊萁 1,400                

捐贈收入 王沛鑫 1,400                

捐贈收入 吳季靜 1,400                

捐贈收入 王麗珠 1,400                

捐贈收入 吳定修 1,400                

捐贈收入 翁啟芳 1,400                

捐贈收入 王雪瑱 1,400                

捐贈收入 王怡韻 1,400                

捐贈收入 林聰鏞 1,400                

捐贈收入 高志銘 1,400                

捐贈收入 林麗花 1,400                

捐贈收入 高啓哲 1,400                

捐贈收入 沈芃君 1,400                

捐贈收入 孔馨慧 1,400                

捐贈收入 林灑心 1,400                

捐贈收入 張素霞 1,400                

捐贈收入 吳春蘭 1,400                

捐贈收入 白峻瑋 1,400                

捐贈收入 邱宇樂 1,400                

捐贈收入 白凱偉 1,400                

捐贈收入 邱沅翔 1,400                

捐贈收入 莊純瑤 1,400                

捐贈收入 王品浩 1,400                

捐贈收入 許淑貞 1,400                

捐贈收入 吳振善 1,400                

捐贈收入 王紫潁 1,400                

捐贈收入 洪晉緯 1,400                

捐贈收入 蔡嘉芳 1,350                

捐贈收入 李典運 1,350                

捐贈收入 江火獅 1,350                

捐贈收入 余文秀 1,320                

捐贈收入 曾徐煥梅 1,301                

捐贈收入 藍慧菁 1,300                

捐贈收入 盧吳園妹 1,300                

捐贈收入 鄧森奇 1,300                

捐贈收入 黃祐謙 1,300                

捐贈收入 賴美珠 1,300                

捐贈收入 黃笑 1,300                

捐贈收入 陳淑貞 1,300                

捐贈收入 陳雅媚 1,300                

捐贈收入 鄭志清 鄭敏弘 鄭淑文 陳雪梅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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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楊淑玲 1,300                

捐贈收入 陳彥興 1,300                

捐贈收入 陳延龍 1,300                

捐贈收入 陳秋菊 1,300                

捐贈收入 黃高金鳳 1,300                

捐贈收入 陳苑菱 1,300                

捐贈收入 楊慧珠 1,300                

捐贈收入 陳宛萱 1,300                

捐贈收入 陳家齊 1,300                

捐贈收入 鄭吏辰 1,300                

捐贈收入 陳林信子 1,300                

捐贈收入 曾慶義 1,300                

捐贈收入 陳維中 1,300                

捐贈收入 盧逸達 1,300                

捐贈收入 虞楊錐 1,300                

捐贈收入 湯翁墨 1,300                

捐贈收入 陳德常 1,300                

捐贈收入 謝清美 1,300                

捐贈收入 詹子亨 1,300                

捐贈收入 簡德惠 1,300                

捐贈收入 陳瑩芝 1,300                

捐贈收入 顏國晉 1,300                

捐贈收入 陳鄭鳳 1,300                

捐贈收入 蔡秀美 1,300                

捐贈收入 陳樺蓉 1,300                

捐贈收入 蔡進聰 1,300                

捐贈收入 楊月花 1,300                

捐贈收入 陳素月 1,300                

捐贈收入 廖兩和 1,300                

捐贈收入 鄧定湘 1,300                

捐贈收入 陳邱秀英 1,300                

捐贈收入 鄭全舜 1,300                

捐贈收入 陳采真 1,300                

捐贈收入 鄭百仲 1,300                

捐贈收入 陳韻如 1,300                

捐贈收入 曾雅惠 1,300                

捐贈收入 陳麗華 1,300                

捐贈收入 鄭憲宏 1,300                

捐贈收入 廖緹翎 1,300                

捐贈收入 盧宏陞 1,300                

捐贈收入 趙其倫 1,300                

捐贈收入 游玉鳳 1,300                

捐贈收入 趙芬 1,300                

捐贈收入 陳芊卉 1,300                

捐贈收入 劉沅侑 1,300                

捐贈收入 賴柏丞 1,300                

捐贈收入 劉怡汝 1,300                

捐贈收入 戴子涵 1,300                

捐贈收入 劉金池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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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黃同利 1,300                

捐贈收入 劉俊麟 1,300                

捐贈收入 黃吳英妹 1,300                

捐贈收入 劉香蘭 1,300                

捐贈收入 藍政民 1,300                

捐贈收入 劉祐榆 1,300                

捐贈收入 藍緯民 1,300                

捐贈收入 劉順德 1,300                

捐贈收入 黃靖雯 1,300                

捐贈收入 陳信來 1,300                

捐贈收入 劉襄誼 1,300                

捐贈收入 郭詩妤 1,300                

捐贈收入 吳鴻鈞 1,300                

捐贈收入 許皓鈞 1,300                

捐贈收入 李鄭秀蓮 1,300                

捐贈收入 何玉停 1,300                

捐贈收入 邱曉東 1,300                

捐贈收入 林玉娟 1,300                

捐贈收入 方瀚廷 1,300                

捐贈收入 林次郎 1,300                

捐贈收入 李恭昀 1,300                

捐贈收入 何宗翰 1,300                

捐贈收入 邱秋蘭 1,300                

捐贈收入 方宥臻 1,300                

捐贈收入 王瑜靖 1,300                

捐贈收入 林何翠碧 1,300                

捐贈收入 林文炎 1,300                

捐贈收入 林廷駿 1,300                

捐贈收入 張步臺 1,300                

捐贈收入 林志成 1,300                

捐贈收入 江鎧祥 1,300                

捐贈收入 王郁雯 1,300                

捐贈收入 許沈含笑 1,300                

捐贈收入 林秀梅 1,300                

捐贈收入 邱秀枝 1,300                

捐贈收入 周展宏 1,300                

捐贈收入 邱惠娟 1,300                

捐贈收入 林育菁 1,300                

捐贈收入 侯錦雪 1,300                

捐贈收入 李簡阿緞 1,300                

捐贈收入 王筱雯 1,300                

捐贈收入 何綉葉 1,300                

捐贈收入 呂清霞 1,300                

捐贈收入 李文仁 1,300                

捐贈收入 李文豐 1,300                

捐贈收入 李火炎 1,300                

捐贈收入 林明徽 1,300                

捐贈收入 張玉梅 1,300                

捐贈收入 林帥宏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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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李佩津 1,300                

捐贈收入 李節詩 1,300                

捐贈收入 周宏奇 1,300                

捐贈收入 李怡蓁 1,300                

捐贈收入 梁富誠 1,300                

捐贈收入 吳本煊 1,300                

捐贈收入 石湘雯 1,300                

捐贈收入 林美杏 1,300                

捐贈收入 許元齡 1,300                

捐贈收入 江宜祐 1,300                

捐贈收入 李彩華 1,300                

捐贈收入 林致宇 1,300                

捐贈收入 王惠美 1,300                

捐贈收入 林峰諒 1,300                

捐贈收入 邱奕菘 1,300                

捐贈收入 林晉弘 1,300                

捐贈收入 邱浚瑞 1,300                

捐贈收入 林泰誠 1,300                

捐贈收入 邱琴淑 1,300                

捐贈收入 林啟生 1,300                

捐贈收入 吳真樺 1,300                

捐贈收入 林淑貞 1,300                

捐贈收入 吳淑華 1,300                

捐贈收入 林清吉 1,300                

捐贈收入 王宏洋 1,300                

捐贈收入 林清泉 1,300                

捐贈收入 吳慶訓 1,300                

捐贈收入 汪津樑 1,300                

捐贈收入 胡健群 1,300                

捐贈收入 林陳春 1,300                

捐贈收入 江思仁 1,300                

捐贈收入 林惠玲 1,300                

捐贈收入 李文志 1,300                

捐贈收入 林欽棬 1,300                

捐贈收入 官秀鋒 1,300                

捐贈收入 林雄財 1,300                

捐贈收入 馬肇蘭 1,300                

捐贈收入 林雄鎮 1,300                

捐贈收入 高詩淵 1,300                

捐贈收入 林聖祐 1,300                

捐贈收入 張米年 1,300                

捐贈收入 汪漢 1,300                

捐贈收入 李秀玉 1,300                

捐贈收入 林葉阿娥 1,300                

捐贈收入 李佩玲 1,300                

捐贈收入 吳林淑煖 1,300                

捐贈收入 朱奕禎 1,300                

捐贈收入 林漢坤 1,300                

捐贈收入 李宜蓉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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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吳芯潁 1,300                

捐贈收入 張菀容 1,300                

捐贈收入 吳芳宜 1,300                

捐贈收入 江睿祥 1,300                

捐贈收入 林銀河 1,300                

捐贈收入 石金 1,300                

捐贈收入 林銀錦 1,300                

捐贈收入 李家湘 1,300                

捐贈收入 林鄭素雲 1,300                

捐贈收入 李恭菻 1,300                

捐贈收入 林燕 1,300                

捐贈收入 李珮寧 1,300                

捐贈收入 王壹俊 1,300                

捐贈收入 周昕霈 1,300                

捐贈收入 王惠一 1,300                

捐贈收入 許博宇 1,300                

捐贈收入 王惠如 1,300                

捐贈收入 邱玉燕 1,300                

捐贈收入 洪銘鴻 1,300                

捐贈收入 陳李玉双 1,290                

捐贈收入 陳柔安 1,250                

捐贈收入 陳冠佑 1,250                

捐贈收入 陳美然 1,250                

捐贈收入 趙振翔 1,250                

捐贈收入 黃來春 1,250                

捐贈收入 李素真 1,250                

捐贈收入 李鳳英 1,250                

捐贈收入 林尚緯 1,250                

捐贈收入 蔡秀珍 1,240                

捐贈收入 黃敏宏 1,225                

捐贈收入 李惠莉 1,225                

捐贈收入 陳宜敏 1,200                

捐贈收入 鄭喬元 1,200                

捐贈收入 蔡劉金玉 1,200                

捐贈收入 楊乃燕 1,200                

捐贈收入 賴近全 1,200                

捐贈收入 陳尚欽 1,200                

捐贈收入 藍嘉鋐 1,200                

捐贈收入 陳雅樂 1,200                

捐贈收入 陳宗轅 1,200                

捐贈收入 楊涵茹 1,200                

捐贈收入 盧豐助 1,200                

捐贈收入 楊淑幼 1,200                

捐贈收入 黃子容 1,200                

捐贈收入 楊力瑋 1,200                

捐贈收入 鍾偉仁 1,200                

捐贈收入 楊淑貞 1,200                

捐贈收入 羅桂蘭 1,200                

捐贈收入 黃胤霖 1,200                

53/207



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黃嘉新 1,200                

捐贈收入 陳黃蘭香 1,200                

捐贈收入 鄭思芸 1,200                

捐贈收入 楊珵亦 1,200                

捐贈收入 黎世滄 1,200                

捐贈收入 楊琇卉 1,200                

捐贈收入 游曜鴻 1,200                

捐贈收入 陳塏承 1,200                

捐贈收入 賴榮溪 1,200                

捐贈收入 楊凱翔 1,200                

捐贈收入 謝玉花 1,200                

捐贈收入 楊凱維 1,200                

捐贈收入 謝進澤 1,200                

捐贈收入 陳嵱橙 1,200                

捐贈收入 簡和一 1,200                

捐贈收入 楊勝裕 1,200                

捐贈收入 魏丞佐 1,200                

捐贈收入 陳新允 1,200                

捐贈收入 陳英惠 1,200                

捐贈收入 楊又瑄 1,200                

捐贈收入 蔡曜隆 1,200                

捐贈收入 陳李玉枝 1,200                

捐贈收入 陳尚文 1,200                

捐贈收入 楊惠萍 1,200                

捐贈收入 連翁恆 1,200                

捐贈收入 黃睿音 1,200                

捐贈收入 鄭淑美 1,200                

捐贈收入 陳力禾 1,200                

捐贈收入 鄭新穎 1,200                

捐贈收入 陳歆澄 1,200                

捐贈收入 盧建仁 1,200                

捐贈收入 陳煌庭 1,200                

捐贈收入 陳政志 1,200                

捐贈收入 楊朝琪 1,200                

捐贈收入 賴宇翔 1,200                

捐贈收入 陳夏媚 1,200                

捐贈收入 賴彩鳳 1,200                

捐贈收入 陳瑞亨 1,200                

捐贈收入 鮑家聲 1,200                

捐贈收入 陳力行 1,200                

捐贈收入 戴瀅潔 1,200                

捐贈收入 陳瑞香 1,200                

捐贈收入 陳昱蓉 1,200                

捐贈收入 楊越 1,200                

捐贈收入 黃祺媜 1,200                

捐贈收入 楊雅后 1,200                

捐贈收入 謝驛信 1,200                

捐贈收入 楊千夏 1,200                

捐贈收入 韓文蓮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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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楊雅絜 1,200                

捐贈收入 黃詩雅 1,200                

捐贈收入 陳李美麗 1,200                

捐贈收入 顏茂庭 1,200                

捐贈收入 陳孫壹 1,200                

捐贈收入 羅文豪 1,200                

捐贈收入 楊照世 1,200                

捐贈收入 羅賢豪 1,200                

捐贈收入 楊照濱 1,200                

捐贈收入 曾英碩 1,200                

捐贈收入 陳義清 1,200                

捐贈收入 蔡靜汝 1,200                

捐贈收入 陳聖宇 1,200                

捐贈收入 蔡麗燕 1,200                

捐贈收入 黃健倫 1,200                

捐贈收入 蔣學閔 1,200                

捐贈收入 楊振東 1,200                

捐贈收入 鄭汀錞 1,200                

捐贈收入 楊碧瑢 1,200                

捐贈收入 鄭安邦 1,200                

捐贈收入 楊肇昀 1,200                

捐贈收入 鄭林富美 1,200                

捐贈收入 楊誌文 1,200                

捐贈收入 鄭峰麟 1,200                

捐贈收入 陳杏旻 1,200                

捐贈收入 曾鈺尹 1,200                

捐贈收入 楊韶芬 1,200                

捐贈收入 陳光波 1,200                

捐贈收入 楊德勝 1,200                

捐贈收入 鄭德和 1,200                

捐贈收入 黃書揚 1,200                

捐贈收入 盧立信 1,200                

捐贈收入 楊大緯 1,200                

捐贈收入 盧莠葳 1,200                

捐贈收入 黃國倫 1,200                

捐贈收入 陳思妤 1,200                

捐贈收入 楊樹炎 1,200                

捐贈收入 蕭陳牡丹 1,200                

捐贈收入 黃國原 1,200                

捐贈收入 小丸子 1,200                

捐贈收入 楊錦綢 1,200                

捐贈收入 陳宇心 1,200                

捐贈收入 陳秀碧 1,200                

捐贈收入 程瑜緁 1,200                

捐贈收入 陳怡霖 1,200                

捐贈收入 華宥鈞 1,200                

捐贈收入 陳張來居 1,200                

捐贈收入 賴禮智 1,200                

捐贈收入 陳詮永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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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陳昱劭 1,200                

捐贈收入 陳于真 1,200                

捐贈收入 戴淑琴 1,200                

捐贈收入 楊瓊媛 1,200                

捐贈收入 黃仁寬 1,200                

捐贈收入 黃國彰 1,200                

捐贈收入 謝辰諺 1,200                

捐贈收入 楊寶桂 1,200                

捐贈收入 陳柏均 1,200                

捐贈收入 楊馨瑤 1,200                

捐贈收入 陳添子 1,200                

捐贈收入 楊馨儀 1,200                

捐贈收入 謝淑華 1,200                

捐贈收入 楊鑑修 1,200                

捐贈收入 謝誼融 1,200                

捐贈收入 陳靖文 1,200                

捐贈收入 鍾妘晞 1,200                

捐贈收入 溫子瑩 1,200                

捐贈收入 鍾紫僑 1,200                

捐贈收入 陳杞峰 1,200                

捐贈收入 黃秀婷 1,200                

捐贈收入 溫春梅 1,200                

捐贈收入 簡郁臻 1,200                

捐贈收入 溫貴媚 1,200                

捐贈收入 陳湄子 1,200                

捐贈收入 陳千庭 1,200                

捐贈收入 黃鈺筌 1,200                

捐贈收入 陳榮昌 1,200                

捐贈收入 顏黃錦柳 1,200                

捐贈收入 陳榮修 1,200                

捐贈收入 魏紹安 1,200                

捐贈收入 葉女富 1,200                

捐贈收入 羅俊 1,200                

捐贈收入 葉文瑞 1,200                

捐贈收入 陳彤瑤 1,200                

捐贈收入 葉王玉配 1,200                

捐贈收入 蘇少華 1,200                

捐贈收入 陳士元 1,200                

捐贈收入 楊宗樺 1,200                

捐贈收入 葉世源 1,200                

捐贈收入 曾韋傑 1,200                

捐贈收入 葉永銀 1,200                

捐贈收入 曾真彥 1,200                

捐贈收入 葉玉蘭 1,200                

捐贈收入 陳姿利 1,200                

捐贈收入 陳昕妤 1,200                

捐贈收入 曾婉韶 1,200                

捐贈收入 葉吉川 1,200                

捐贈收入 蔡讚廷 1,200                

56/207



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陳五梅 1,200                

捐贈收入 曾敏華 1,200                

捐贈收入 陳漢宗 1,200                

捐贈收入 鄧巧梅 1,200                

捐贈收入 葉佳興 1,200                

捐贈收入 鄭文文 1,200                

捐贈收入 陳漬錡 1,200                

捐贈收入 鄭亦烜 1,200                

捐贈收入 陳友正 1,200                

捐贈收入 陳威志 1,200                

捐贈收入 葉松條 1,200                

捐贈收入 鄭聿涵 1,200                

捐贈收入 陳碧洋 1,200                

捐贈收入 黃雅蘭 1,200                

捐贈收入 葉姵妤 1,200                

捐贈收入 鄭俊傑 1,200                

捐贈收入 葉威宏 1,200                

捐贈收入 鄭秋薇 1,200                

捐贈收入 黃禔緗 1,200                

捐贈收入 鄭張彩瓊 1,200                

捐贈收入 郭玉琴 1,200                

捐贈收入 曾鈴惠 1,200                

捐贈收入 楊子葳 1,200                

捐贈收入 陳修 1,200                

捐贈收入 葉柏宏 1,200                

捐贈收入 鄭揮騰 1,200                

捐贈收入 葉玲君 1,200                

捐贈收入 鄭貴珠 1,200                

捐贈收入 葉珈言 1,200                

捐贈收入 鄭鈺臻 1,200                

捐贈收入 葉盈秀 1,200                

捐贈收入 曾燕淑 1,200                

捐贈收入 葉美蕙 1,200                

捐贈收入 曾燦芬 1,200                

捐贈收入 葉美齡 1,200                

捐贈收入 陳彥睿 1,200                

捐贈收入 陳碧豐 1,200                

捐贈收入 黃瀅庭 1,200                

捐贈收入 葉茂成 1,200                

捐贈收入 温侑諶 1,200                

捐贈收入 葉重盛 1,200                

捐贈收入 游沈金蓮 1,200                

捐贈收入 葉香 1,200                

捐贈收入 蕭盈淇 1,200                

捐贈收入 葉香君 1,200                

捐贈收入 游創旭 1,200                

捐贈收入 葉香辰 1,200                

捐贈收入 蕭華盛 1,200                

捐贈收入 郭文章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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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蕭駿豐 1,200                

捐贈收入 葉峻維 1,200                

捐贈收入 賴玉珍 1,200                

捐贈收入 葉祐廷 1,200                

捐贈收入 湯冠蘅 1,200                

捐贈收入 葉純旭 1,200                

捐贈收入 陳素鱄 1,200                

捐贈收入 黃堂禕 1,200                

捐贈收入 賴信德 1,200                

捐贈收入 葉素真 1,200                

捐贈收入 賴郁雯 1,200                

捐贈收入 葉素蓉 1,200                

捐贈收入 黃軍富 1,200                

捐贈收入 葉張美玉 1,200                

捐贈收入 賴葉淑女 1,200                

捐贈收入 陳豪佺 1,200                

捐贈收入 賴練娘 1,200                

捐贈收入 黃種銘 1,200                

捐贈收入 黃丁奮 1,200                

捐贈收入 陳銀妹 1,200                

捐贈收入 陳森妹 1,200                

捐贈收入 葉陳隨 1,200                

捐贈收入 戴吳玲嫺 1,200                

捐贈收入 陳文松 1,200                

捐贈收入 戴珮瑄 1,200                

捐贈收入 陳銘賢 1,200                

捐贈收入 黃瑞香 1,200                

捐贈收入 葉經 1,200                

捐贈收入 薛宇君 1,200                

捐贈收入 葉廖珠 1,200                

捐贈收入 黃天生 1,200                

捐贈收入 葉福進 1,200                

捐贈收入 謝君敏 1,200                

捐贈收入 陳銘鍟 1,200                

捐贈收入 謝佳宏 1,200                

捐贈收入 陳林桂月 1,200                

捐贈收入 謝尚豫 1,200                

捐贈收入 葉靜琳 1,200                

捐贈收入 黃卉岑 1,200                

捐贈收入 黃茂庭 1,200                

捐贈收入 郭洪秀珠 1,200                

捐贈收入 連秋桂 1,200                

捐贈收入 黃玉梅 1,200                

捐贈收入 陳鳳卿 1,200                

捐贈收入 黃玉蘭 1,200                

捐贈收入 黃種錐 1,200                

捐贈收入 楊基定 1,200                

捐贈收入 陳儀宣 1,200                

捐贈收入 連阿招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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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葛嫻霞 1,200                

捐贈收入 謝龍宸 1,200                

捐贈收入 陳武生 1,200                

捐贈收入 鍾文壬 1,200                

捐贈收入 董朱鳳 1,200                

捐贈收入 陳妤君 1,200                

捐贈收入 黃婧絜 1,200                

捐贈收入 陳美惠 1,200                

捐贈收入 陳武忠 1,200                

捐贈收入 鍾聖清 1,200                

捐贈收入 董庭蓁 1,200                

捐贈收入 韓豈彥 1,200                

捐贈收入 董專平 1,200                

捐贈收入 簡妍蓁 1,200                

捐贈收入 董淑貞 1,200                

捐贈收入 簡俊傑 1,200                

捐贈收入 陳泓宇 1,200                

捐贈收入 陳乃銘 1,200                

捐贈收入 陳莊美珠 1,200                

捐贈收入 藍子翔 1,200                

捐贈收入 塗子豪 1,200                

捐贈收入 陳秀桃 1,200                

捐贈收入 楊正基 1,200                

捐贈收入 黃宗禹 1,200                

捐贈收入 詹正吉 1,200                

捐贈收入 顏佩姿 1,200                

捐贈收入 詹正豪 1,200                

捐贈收入 顏素梧 1,200                

捐贈收入 詹仲昇 1,200                

捐贈收入 黃易楷 1,200                

捐贈收入 陳德祥 1,200                

捐贈收入 魏沈月琴 1,200                

捐贈收入 黃寂玲 1,200                

捐贈收入 羅允辰 1,200                

捐贈收入 詹明韸 1,200                

捐贈收入 羅佳蓉 1,200                

捐贈收入 詹炎熺 1,200                

捐贈收入 黃泓嘉 1,200                

捐贈收入 詹國基 1,200                

捐贈收入 羅淑惠 1,200                

捐贈收入 陳泓秀 1,200                

捐贈收入 羅語柔 1,200                

捐贈收入 詹傑森 1,200                

捐贈收入 陳若瑄 1,200                

捐贈收入 詹凱翔 1,200                

捐贈收入 黃俊益 1,200                

捐贈收入 詹勝智 1,200                

捐贈收入 蘇怡靜 1,200                

捐贈收入 詹竣堯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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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蔡嘉娟 1,200                

捐贈收入 黃張奇 1,200                

捐贈收入 蔡端端 1,200                

捐贈收入 陳慧芳 1,200                

捐贈收入 郭馥瑢 1,200                

捐贈收入 郭芳華 1,200                

捐贈收入 曾海洋 1,200                

捐贈收入 詹麗真 1,200                

捐贈收入 蔡錦瑜 1,200                

捐贈收入 黃原楨 1,200                

捐贈收入 陳倩如 1,200                

捐贈收入 賈家豪 1,200                

捐贈收入 蔡鴻櫻 1,200                

捐贈收入 黃張富 1,200                

捐贈收入 陳姿秀 1,200                

捐贈收入 達彰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1,200                

捐贈收入 曾敏竹 1,200                

捐贈收入 陳慶龍 1,200                

捐贈收入 蔡耀緯 1,200                

捐贈收入 楊永裕 1,200                

捐贈收入 蔣其君 1,200                

捐贈收入 鄒宗欣 1,200                

捐贈收入 蔣禹靖 1,200                

捐贈收入 鄒金龍 1,200                

捐贈收入 曾涼福 1,200                

捐贈收入 陳峻億 1,200                

捐贈收入 衛千海 1,200                

捐贈收入 陳玟聿 1,200                

捐贈收入 陳宗震 1,200                

捐贈收入 鄧郁華 1,200                

捐贈收入 楊念慈 1,200                

捐贈收入 黃進益 1,200                

捐贈收入 鄒棨安 1,200                

捐贈收入 黃聰展 1,200                

捐贈收入 鄒筑安 1,200                

捐贈收入 陳威宏 1,200                

捐贈收入 黃敏造 1,200                

捐贈收入 黃進軒 1,200                

捐贈收入 郭芳榆 1,200                

捐贈收入 鄭宇廷 1,200                

捐贈收入 陳蔡淑英 1,200                

捐贈收入 陳宣翰 1,200                

捐贈收入 陳玟涵 1,200                

捐贈收入 陳景昭 1,200                

捐贈收入 陳玠宇 1,200                

捐贈收入 陳景詣 1,200                

捐贈收入 黃翠蘭 1,200                

捐贈收入 鄭秀玲 1,200                

捐贈收入 陳庭吟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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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鄭明濬 1,200                

捐贈收入 廖士權 1,200                

捐贈收入 鄭邱不 1,200                

捐贈收入 廖川皓 1,200                

捐贈收入 曾雲德 1,200                

捐贈收入 廖心筠 1,200                

捐贈收入 曾傳軒 1,200                

捐贈收入 陳鄭鈴珠 1,200                

捐贈收入 鄭美麗 1,200                

捐贈收入 楊玉妮 1,200                

捐贈收入 曾煒植 1,200                

捐贈收入 廖幼妹 1,200                

捐贈收入 黃雲卿 1,200                

捐贈收入 廖本化 1,200                

捐贈收入 鄭淳文 1,200                

捐贈收入 郭峻瑋 1,200                

捐贈收入 鄭清勳 1,200                

捐贈收入 楊玉美 1,200                

捐贈收入 鄭凱駿 1,200                

捐贈收入 黃晨綾 1,200                

捐贈收入 陳宥穎 1,200                

捐贈收入 廖志剛 1,200                

捐贈收入 黃鴻仁 1,200                

捐贈收入 陳橋 1,200                

捐贈收入 鄭朝智 1,200                

捐贈收入 陳文照 1,200                

捐贈收入 鄭琪璇 1,200                

捐贈收入 陳積雄 1,200                

捐贈收入 曾德烜 1,200                

捐贈收入 黃淑芬 1,200                

捐贈收入 鄭瑞華 1,200                

捐贈收入 陳來 1,200                

捐贈收入 鄭翠娥 1,200                

捐贈收入 廖孟真 1,200                

捐贈收入 楊東義 1,200                

捐贈收入 廖孟新 1,200                

捐贈收入 曾靜慈 1,200                

捐贈收入 陳興 1,200                

捐贈收入 黎羽恆 1,200                

捐贈收入 郭峻瑜 1,200                

捐贈收入 陳圭寓 1,200                

捐贈收入 陳錦雲 1,200                

捐贈收入 陳智民 1,200                

捐贈收入 陳錦瑾 1,200                

捐贈收入 盧怡丞 1,200                

捐贈收入 陳傅升 1,200                

捐贈收入 盧昱亨 1,200                

捐贈收入 陳采彤 1,200                

捐贈收入 曾麗倚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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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陳勝川 1,200                

捐贈收入 郭姿吟 1,200                

捐贈收入 廖俊賢 1,200                

捐贈收入 温珮如 1,200                

捐贈收入 廖信閔 1,200                

捐贈收入 楊芷頤 1,200                

捐贈收入 陳采羚 1,200                

捐贈收入 蕭宇庭 1,200                

捐贈收入 郭峻銘 1,200                

捐贈收入 塗金春 1,200                

捐贈收入 陳靜雯 1,200                

捐贈收入 陳思靜 1,200                

捐贈收入 陳薇安 1,200                

捐贈收入 游淑瓊 1,200                

捐贈收入 陳薇庭 1,200                

捐贈收入 郭淑華 1,200                

捐贈收入 廖洪愛 1,200                

捐贈收入 蕭曾美蓮 1,200                

捐贈收入 廖美音 1,200                

捐贈收入 蕭義霖 1,200                

捐贈收入 陳鴻志 1,200                

捐贈收入 蕭盧秀春 1,200                

捐贈收入 陳鴻銘 1,200                

捐贈收入 蕭瓊華 1,200                

捐贈收入 黃淑姿 1,200                

捐贈收入 黃嫈棋 1,200                

捐贈收入 陳沛儀 1,200                

捐贈收入 賴名儒 1,200                

捐贈收入 廖哲毅 1,200                

捐贈收入 陳素琴 1,200                

捐贈收入 廖宸緯 1,200                

捐贈收入 塗茂盛 1,200                

捐贈收入 陳顏月嬌 1,200                

捐贈收入 郭淑錦 1,200                

捐贈收入 廖益辰 1,200                

捐贈收入 黃楊惠貞 1,200                

捐贈收入 廖紜慧 1,200                

捐贈收入 賴俊諳 1,200                

捐贈收入 廖素玉 1,200                

捐贈收入 賴映如 1,200                

捐贈收入 陳藝幻 1,200                

捐贈收入 賴美慧 1,200                

捐贈收入 廖培名 1,200                

捐贈收入 賴素珠 1,200                

捐贈收入 陳月英 1,200                

捐贈收入 賴清淋 1,200                

捐贈收入 陳博翔 1,200                

捐贈收入 賴萌宏 1,200                

捐贈收入 廖敏杏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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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陳芊宇 1,200                

捐贈收入 陳金崇 1,200                

捐贈收入 黃美螢 1,200                

捐贈收入 廖淑慎 1,200                

捐贈收入 馮國瑋 1,200                

捐贈收入 陳月彩 1,200                

捐贈收入 郭昭儀 1,200                

捐贈收入 廖羚媄 1,200                

捐贈收入 黃煥綸 1,200                

捐贈收入 陳月清 1,200                

捐贈收入 鮑郁婷 1,200                

捐贈收入 廖莊麗珠 1,200                

捐贈收入 戴士傑 1,200                

捐贈收入 廖陸振健 1,200                

捐贈收入 戴玉婷 1,200                

捐贈收入 陳金嬌 1,200                

捐贈收入 陳聿岫 1,200                

捐贈收入 陳金德 1,200                

捐贈收入 連春秀 1,200                

捐贈收入 廖源益 1,200                

捐贈收入 戴若嬅 1,200                

捐贈收入 廖瑞鈴 1,200                

捐贈收入 黃郁仁 1,200                

捐贈收入 陳梅英 1,200                

捐贈收入 戴黃好 1,200                

捐贈收入 陳和成 1,200                

捐贈收入 戴賢慧 1,200                

捐贈收入 陳麗霞 1,200                

捐贈收入 薛一帆 1,200                

捐贈收入 廖銀欽 1,200                

捐贈收入 薛佑勳 1,200                

捐贈收入 陳寶華 1,200                

捐贈收入 薛柏騰 1,200                

捐贈收入 陳寶蓮 1,200                

捐贈收入 黃天智 1,200                

捐贈收入 陳婷暄 1,200                

捐贈收入 謝吉成 1,200                

捐贈收入 廖學炯 1,200                

捐贈收入 黃文秀 1,200                

捐贈收入 黃淑琴 1,200                

捐贈收入 謝佩芳 1,200                

捐贈收入 黃淑華 1,200                

捐贈收入 黃文豊 1,200                

捐贈收入 陳振邦 1,200                

捐贈收入 連勝堂 1,200                

捐贈收入 陳振楠 1,200                

捐贈收入 謝承伸 1,200                

捐贈收入 熊芃媛 1,200                

捐贈收入 謝明福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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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陳月華 1,200                

捐贈收入 陳柏甫 1,200                

捐贈收入 綠茶源 1,200                

捐贈收入 陳啟來 1,200                

捐贈收入 陳櫻 1,200                

捐贈收入 謝青穎 1,200                

捐贈收入 陳顥元 1,200                

捐贈收入 黃玉卿 1,200                

捐贈收入 陳鶴駖 1,200                

捐贈收入 黃玉貴 1,200                

捐贈收入 黃鳳金 1,200                

捐贈收入 謝茹娟 1,200                

捐贈收入 陶其坤 1,200                

捐贈收入 陳均銘 1,200                

捐贈收入 褚志崧 1,200                

捐贈收入 楊春美 1,200                

捐贈收入 褚志彪 1,200                

捐贈收入 黃麗潔 1,200                

捐贈收入 褚志斌 1,200                

捐贈收入 陳禹橙 1,200                

捐贈收入 趙天慧 1,200                

捐贈收入 楊春桃 1,200                

捐贈收入 趙秀寶 1,200                

捐贈收入 謝蕎蔓 1,200                

捐贈收入 楊光華 1,200                

捐贈收入 黃百祥 1,200                

捐贈收入 黃鳳冠 1,200                

捐贈收入 黃劭 1,200                

捐贈收入 黃清峰 1,200                

捐贈收入 鍾艾家 1,200                

捐贈收入 趙林秀美 1,200                

捐贈收入 鍾坤龍 1,200                

捐贈收入 趙枝明 1,200                

捐贈收入 黃妙珍 1,200                

捐贈收入 陳妮 1,200                

捐贈收入 黃孝文 1,200                

捐贈收入 趙金全 1,200                

捐贈收入 黃李彩昭 1,200                

捐贈收入 趙俊豪 1,200                

捐贈收入 黃群翔 1,200                

捐贈收入 連英添 1,200                

捐贈收入 黃秀娟 1,200                

捐贈收入 趙美津 1,200                

捐贈收入 黃麗樺 1,200                

捐贈收入 陳火煌 1,200                

捐贈收入 黃秀梅 1,200                

捐贈收入 趙振傑 1,200                

捐贈收入 簡佑磬 1,200                

捐贈收入 楊泰星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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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簡秀珍 1,200                

捐贈收入 趙高阿梅 1,200                

捐贈收入 簡阿坤 1,200                

捐贈收入 趙啟雲 1,200                

捐贈收入 黃詩閔 1,200                

捐贈收入 趙敏榮 1,200                

捐贈收入 黃佳萱 1,200                

捐贈收入 郭泰良 1,200                

捐贈收入 黃其葳 1,200                

捐贈收入 趙詠琴 1,200                

捐贈收入 藍于婷 1,200                

捐贈收入 黄王淑娥 1,200                

捐贈收入 藍秀鳳 1,200                

捐贈收入 黃儀君 1,200                

捐贈收入 藍秋琴 1,200                

捐贈收入 陳桂蘭 1,200                

捐贈收入 藍啟銘 1,200                

捐贈收入 陳金蘭 1,200                

捐贈收入 楊美智 1,200                

捐贈收入 黃翊雅 1,200                

捐贈收入 黃官石 1,200                

捐贈收入 趙親 1,200                

捐贈收入 陳美齡 1,200                

捐贈收入 陳阿笑 1,200                

捐贈收入 顏宜薰 1,200                

捐贈收入 黄麗蓉 1,200                

捐贈收入 黃明翔 1,200                

捐贈收入 陳梅香 1,200                

捐贈收入 陳倪秀珠 1,200                

捐贈收入 黃劉綠豆 1,200                

捐贈收入 黃耀平 1,200                

捐贈收入 劉人龍 1,200                

捐贈收入 顏麗英 1,200                

捐贈收入 黃美珠 1,200                

捐贈收入 魏伯謙 1,200                

捐贈收入 傅子彥 1,200                

捐贈收入 陳致妤 1,200                

捐贈收入 劉千瑀 1,200                

捐贈收入 黃饒定 1,200                

捐贈收入 傅政傑 1,200                

捐贈收入 羅文杰 1,200                

捐贈收入 劉子儀 1,200                

捐贈收入 羅冬富 1,200                

捐贈收入 傅郁珊 1,200                

捐贈收入 羅怡蓁 1,200                

捐贈收入 劉文秀 1,200                

捐贈收入 黃武良 1,200                

捐贈收入 劉文卿 1,200                

捐贈收入 陳宜旻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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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劉文富 1,200                

捐贈收入 羅敏輝 1,200                

捐贈收入 黃陳玉蘭 1,200                

捐贈收入 羅博耀 1,200                

捐贈收入 劉世煥 1,200                

捐贈收入 黃阿暖 1,200                

捐贈收入 傅祥瑀 1,200                

捐贈收入 羅韶華 1,200                

捐贈收入 劉玉真 1,200                

捐贈收入 羅寶菊 1,200                

捐贈收入 劉玉華 1,200                

捐贈收入 蘇丁選 1,200                

捐贈收入 陳仕全 1,200                

捐贈收入 蘇文昌 1,200                

捐贈收入 劉仲 1,200                

捐贈收入 黃信翰 1,200                

捐贈收入 黃陳却 1,200                

捐贈收入 黃南彰 1,200                

捐贈收入 劉名峰 1,200                

捐贈收入 陳菁月 1,200                

捐贈收入 劉如鎔 1,200                

捐贈收入 陳玉滿 1,200                

捐贈收入 劉宇軒 1,200                

捐贈收入 陳姳臻 1,200                

捐贈收入 劉宇翔 1,200                

捐贈收入 曾重福 1,200                

捐贈收入 劉安愉 1,200                

捐贈收入 陳祐謙 1,200                

捐贈收入 劉朱碧華 1,200                

捐贈收入 蔡豪意 1,200                

捐贈收入 黃寬鴻 1,200                

捐贈收入 蔡儀蓁 1,200                

捐贈收入 楊守國 楊顏團 1,200                

捐贈收入 黃桂芳 1,200                

捐贈收入 黃陳美容 1,200                

捐贈收入 陳淑音 1,200                

捐贈收入 黃陳貴妹 1,200                

捐贈收入 蔡壁繡 1,200                

捐贈收入 劉佩珊 1,200                

捐贈收入 曾素真 1,200                

捐贈收入 劉佩盈 1,200                

捐贈收入 蔡靜依 1,200                

捐贈收入 陳亭伊 1,200                

捐贈收入 蔡龍輝 1,200                

捐贈收入 陳亭妤 1,200                

捐贈收入 曾國堂 1,200                

捐贈收入 劉卓返 1,200                

捐贈收入 蔡鴻纓 1,200                

捐贈收入 劉宗霖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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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蔡禮全 1,200                

捐贈收入 劉宜軒 1,200                

捐贈收入 曾培原 1,200                

捐贈收入 傅肇箕 1,200                

捐贈收入 曾尉紝 1,200                

捐贈收入 劉忠諺 1,200                

捐贈收入 蔡麗雪 1,200                

捐贈收入 傅鳴珮 1,200                

捐贈收入 蔡耀行 1,200                

捐贈收入 楊安玉 1,200                

捐贈收入 蔡懿錚 1,200                

捐贈收入 傅慧盈 1,200                

捐贈收入 蔣佩容 1,200                

捐贈收入 黃雪芳 1,200                

捐贈收入 陳孟絹 1,200                

捐贈收入 劉明美 1,200                

捐贈收入 蔣金霖 1,200                

捐贈收入 劉明益 1,200                

捐贈收入 曾敏姿 1,200                

捐贈收入 黃雪美 1,200                

捐贈收入 陳生貴 1,200                

捐贈收入 黃雪雲 1,200                

捐贈收入 蔣福源 1,200                

捐贈收入 劉欣怡 1,200                

捐贈收入 黃詠珍 1,200                

捐贈收入 傅慶佩 1,200                

捐贈收入 曾淵祥 1,200                

捐贈收入 陳俁蒴 1,200                

捐贈收入 鄧佳雯 1,200                

捐贈收入 劉秉榮 1,200                

捐贈收入 鄧秋鳳 1,200                

捐贈收入 連奕愷 1,200                

捐贈收入 黃詠晴 1,200                

捐贈收入 楊却世 1,200                

捐贈收入 鄧皓文 1,200                

捐贈收入 劉金秀 1,200                

捐贈收入 鄭云熙 1,200                

捐贈收入 陳俊元 1,200                

捐贈收入 陳芃彣 1,200                

捐贈收入 劉金蘭 1,200                

捐贈收入 黃家羚 1,200                

捐贈收入 劉亭篁 1,200                

捐贈收入 鄭玉兒 1,200                

捐贈收入 喬子龍 1,200                

捐贈收入 鄭石閂 1,200                

捐贈收入 黃慶宗 1,200                

捐贈收入 曾翊嘉 1,200                

捐贈收入 劉俊良 1,200                

捐贈收入 黃殊修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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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陳倩玫 1,200                

捐贈收入 鄭夙惠 1,200                

捐贈收入 劉冠妘 1,200                

捐贈收入 鄭宇昕 1,200                

捐贈收入 劉品岑 1,200                

捐贈收入 鄭宇喬 1,200                

捐贈收入 劉品彤 1,200                

捐贈收入 鄭安君 1,200                

捐贈收入 劉品志 1,200                

捐贈收入 曾陳玉 1,200                

捐贈收入 陳仕逸 1,200                

捐贈收入 鄭羽彤 1,200                

捐贈收入 陳令恭 1,200                

捐贈收入 鄭均緯 1,200                

捐贈收入 陳俊良 1,200                

捐贈收入 鄭志豪 1,200                

捐贈收入 劉宥均 1,200                

捐贈收入 曾陳雪花 1,200                

捐贈收入 黃勝桓 1,200                

捐贈收入 鄭佾忠 1,200                

捐贈收入 劉彥志 1,200                

捐贈收入 曾琡容 1,200                

捐贈收入 劉星瑀 1,200                

捐贈收入 鄭杰詠 1,200                

捐贈收入 劉春筍 1,200                

捐贈收入 陳宥炫 1,200                

捐贈收入 劉昭文 1,200                

捐贈收入 曾進興 1,200                

捐贈收入 劉柏廷 1,200                

捐贈收入 陳景騰 1,200                

捐贈收入 彭玉秀 1,200                

捐贈收入 鄭建銘 1,200                

捐贈收入 彭宇昂 1,200                

捐贈收入 鄭昭忠 1,200                

捐贈收入 黃勝傑 1,200                

捐贈收入 鄭柏章 1,200                

捐贈收入 彭成義 1,200                

捐贈收入 陳宥桂 1,200                

捐贈收入 劉美娥 1,200                

捐贈收入 鄭原昌闔家 1,200                

捐贈收入 劉美莉 1,200                

捐贈收入 鄭素卿 1,200                

捐贈收入 劉美雅 1,200                

捐贈收入 鄭荔芳 1,200                

捐贈收入 陳俊凱 1,200                

捐贈收入 鄭惟書 1,200                

捐贈收入 劉美燕 1,200                

捐贈收入 曾瑞金 1,200                

捐贈收入 劉貞鴻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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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鄭淑容 1,200                

捐贈收入 劉韋廷 1,200                

捐贈收入 曾義興 1,200                

捐贈收入 劉韋志 1,200                

捐贈收入 鄭清涼 1,200                

捐贈收入 彭自強 1,200                

捐贈收入 鄭琇尹 1,200                

捐贈收入 劉香汐 1,200                

捐贈收入 鄭陳美茹 1,200                

捐贈收入 彭秀霞 1,200                

捐贈收入 鄭博仁 1,200                

捐贈收入 楊志雄 1,200                

捐贈收入 鄭博瀚 1,200                

捐贈收入 彭東梅 1,200                

捐贈收入 鄭喬仁 1,200                

捐贈收入 陳令揚 1,200                

捐贈收入 鄭喬尹 1,200                

捐贈收入 陳巧雯 1,200                

捐贈收入 陳素珠 1,200                

捐贈收入 劉家佑 1,200                

捐贈收入 鄭景文 1,200                

捐贈收入 劉家妤 1,200                

捐贈收入 曾滌非 1,200                

捐贈收入 彭亮穎 1,200                

捐贈收入 陳建智 1,200                

捐贈收入 彭冠鈞 1,200                

捐贈收入 郭張朱仔 1,200                

捐贈收入 劉庭廷 1,200                

捐贈收入 曾德春 1,200                

捐贈收入 彭品涵 1,200                

捐贈收入 陳光裕 1,200                

捐贈收入 彭美玲 1,200                

捐贈收入 楊明麗 1,200                

捐贈收入 劉珮琦 1,200                

捐贈收入 鄭盟朧 1,200                

捐贈收入 楊沅融 1,200                

捐贈收入 鄭鉦耀 1,200                

捐贈收入 劉素月 1,200                

捐贈收入 鄭銘池 1,200                

捐贈收入 彭美靜 1,200                

捐贈收入 曾蓬英 1,200                

捐贈收入 黃博淮 1,200                

捐贈收入 連敏哲 1,200                

捐贈收入 劉記昕 1,200                

捐贈收入 鄭麗香 1,200                

捐贈收入 劉國裕 1,200                

捐贈收入 鄭耀東 1,200                

捐贈收入 黃博新 1,200                

捐贈收入 黎光耀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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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劉張香貴 1,200                

捐贈收入 黎庭妤 1,200                

捐贈收入 劉彩美 1,200                

捐贈收入 黎萬友 1,200                

捐贈收入 陳俐君 1,200                

捐贈收入 盧永鴻 1,200                

捐贈收入 彭凌億 1,200                

捐贈收入 盧同益 1,200                

捐贈收入 劉得盛 1,200                

捐贈收入 陳乙慶 1,200                

捐贈收入 劉得樂 1,200                

捐贈收入 曾瓊儀 1,200                

捐贈收入 劉淑如 1,200                

捐贈收入 曾瓊慧 1,200                

捐贈收入 劉淑君 1,200                

捐贈收入 盧昱名 1,200                

捐贈收入 劉淑美 1,200                

捐贈收入 黃勤 1,200                

捐贈收入 劉淑苓 1,200                

捐贈收入 盧秋斕 1,200                

捐贈收入 彭桂蘭 1,200                

捐贈收入 曾蘇純美 1,200                

捐贈收入 劉紹呈 1,200                

捐贈收入 陳彥蓁 1,200                

捐贈收入 彭泰治 1,200                

捐贈收入 楊秉宏 1,200                

捐贈收入 黃富比 1,200                

捐贈收入 温昀橙 1,200                

捐贈收入 劉換通 1,200                

捐贈收入 温商庭 1,200                

捐贈收入 劉朝嘉 1,200                

捐贈收入 楊芮荷 1,200                

捐贈收入 劉進昌 1,200                

捐贈收入 陳律臻 1,200                

捐贈收入 劉進益 1,200                

捐贈收入 蕭永杰 1,200                

捐贈收入 陳孟昊 1,200                

捐贈收入 游阿春 1,200                

捐贈收入 劉圓嬌 1,200                

捐贈收入 黃薰儀 1,200                

捐贈收入 劉新章 1,200                

捐贈收入 蕭春國 1,200                

捐贈收入 彭真悌 1,200                

捐贈收入 蕭郁樹 1,200                

捐贈收入 陳俐彤 1,200                

捐贈收入 蕭純芳 1,200                

捐贈收入 劉煥幗 1,200                

捐贈收入 蕭啟東 1,200                

捐贈收入 黃富美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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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黃羅 1,200                

捐贈收入 劉寧燦 1,200                

捐贈收入 游雅雯 1,200                

捐贈收入 劉榮豐 1,200                

捐贈收入 蕭翎方 1,200                

捐贈收入 劉滿英 1,200                

捐贈收入 蕭幃譯 1,200                

捐贈收入 劉睿哲 1,200                

捐贈收入 蕭朝清 1,200                

捐贈收入 黃富榮 1,200                

捐贈收入 黃識樺 1,200                

捐贈收入 劉碧蓮 1,200                

捐贈收入 黃麗花 1,200                

捐贈收入 劉碧馩 1,200                

捐贈收入 蕭劉梅英 1,200                

捐贈收入 陳正宏 1,200                

捐贈收入 蕭錦霞 1,200                

捐贈收入 黃慶德 1,200                

捐贈收入 蕭鴻文 1,200                

捐贈收入 劉億鴻 1,200                

捐贈收入 蕭麗華 1,200                

捐贈收入 劉鄭柳桂 1,200                

捐贈收入 游瓊雯 1,200                

捐贈收入 黃蓮慧 1,200                

捐贈收入 湛桂香 1,200                

捐贈收入 彭貴龍 1,200                

捐贈收入 湯于萱 1,200                

捐贈收入 劉賴睬惠 1,200                

捐贈收入 陳素梅 1,200                

捐贈收入 陳信州 1,200                

捐贈收入 賴伯軒 1,200                

捐贈收入 劉錦穎 1,200                

捐贈收入 湯秀琴 1,200                

捐贈收入 劉錫欽 1,200                

捐贈收入 賴秀賢 1,200                

捐贈收入 彭敬恩 1,200                

捐贈收入 賴其昌 1,200                

捐贈收入 黃景逸 1,200                

捐贈收入 湯景旭 1,200                

捐贈收入 陳孟筠 1,200                

捐贈收入 賴怡亘 1,200                

捐贈收入 楊秀卿 1,200                

捐贈收入 湯瑩季 1,200                

捐贈收入 連家妮 1,200                

捐贈收入 陳秀昭 1,200                

捐贈收入 劉鎧瑄 1,200                

捐贈收入 陳春英 1,200                

捐贈收入 彭詢然 1,200                

捐贈收入 黃楷閔 1,200                

7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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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劉麗娟 1,200                

捐贈收入 程旭雲 1,200                

捐贈收入 劉麗珠 1,200                

捐贈收入 楊阿爐 1,200                

捐贈收入 彭維樂 1,200                

捐贈收入 楊俊男 1,200                

捐贈收入 劉櫻華 1,200                

捐贈收入 程麗萍 1,200                

捐贈收入 劉懿甄 1,200                

捐贈收入 郭昭清 1,200                

捐贈收入 劉鑫定 1,200                

捐贈收入 舒毓婷 1,200                

捐贈收入 彭維賾 1,200                

捐贈收入 賴淑梅 1,200                

捐贈收入 彭語婕 1,200                

捐贈收入 賴惠珠 1,200                

捐贈收入 歐力榤 1,200                

捐贈收入 黃毓芩 1,200                

捐贈收入 歐羽宸 1,200                

捐贈收入 賴萌欽 1,200                

捐贈收入 歐佳期 1,200                

捐贈收入 陳高夫 1,200                

捐贈收入 歐金水 1,200                

捐贈收入 進順整復中心 1,200                

捐贈收入 歐春麗 1,200                

捐贈收入 項陳美玉 1,200                

捐贈收入 陳冠成 1,200                

捐贈收入 黃嘉德 1,200                

捐贈收入 郭神保 1,200                

捐贈收入 賴銘章 1,200                

捐贈收入 歐貞君 1,200                

捐贈收入 賴慧如 1,200                

捐贈收入 彭賢瑞 1,200                

捐贈收入 馮麗香 1,200                

捐贈收入 歐錦麗 1,200                

捐贈收入 賴聰榮 1,200                

捐贈收入 歐麗芬 1,200                

捐贈收入 黃乙軒 1,200                

捐贈收入 歐麗綪 1,200                

捐贈收入 錢品睿 1,200                

捐贈收入 陳冠伶 1,200                

捐贈收入 駱春香 1,200                

捐贈收入 黃榮林 1,200                

捐贈收入 鮑郁雯 1,200                

捐贈收入 彭藍玉 1,200                

捐贈收入 龍煥男 1,200                

捐贈收入 彭藍緯 1,200                

捐贈收入 戴大敦 1,200                

捐贈收入 潘秀娥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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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黃于玲 1,200                

捐贈收入 潘兩盛 1,200                

捐贈收入 戴玉惠 1,200                

捐贈收入 潘兩傳 1,200                

捐贈收入 戴成德 1,200                

捐贈收入 潘明瑜 1,200                

捐贈收入 陳淵源 1,200                

捐贈收入 潘俞成 1,200                

捐贈收入 戴均歷 1,200                

捐贈收入 彭懷萱 1,200                

捐贈收入 戴秀貴 1,200                

捐贈收入 彭瓊慧 1,200                

捐贈收入 戴建宇 1,200                

捐贈收入 潘秋梅 1,200                

捐贈收入 黃子瑄 1,200                

捐贈收入 陳秀玉 1,200                

捐贈收入 黃小芬 1,200                

捐贈收入 潘茂田 1,200                

捐贈收入 戴淑珠 1,200                

捐贈收入 潘清秀 1,200                

捐贈收入 戴貴美 1,200                

捐贈收入 陳冠旻 1,200                

捐贈收入 黃瑞貞 1,200                

捐贈收入 潘鄧秀金 1,200                

捐贈收入 黃不碟 1,200                

捐贈收入 潘憲岑 1,200                

捐贈收入 黃之妤 1,200                

捐贈收入 黃蔡智足 1,200                

捐贈收入 戴麗玉 1,200                

捐贈收入 郭素杏 1,200                

捐贈收入 薛丁天 1,200                

捐贈收入 陳冠瑜 1,200                

捐贈收入 黃郁齊 1,200                

捐贈收入 陳玉吻 1,200                

捐贈收入 薛延棚 1,200                

捐贈收入 黃朝偉 1,200                

捐贈收入 黃友亭 1,200                

捐贈收入 蔡子鈞 1,200                

捐贈收入 薛紫盈 1,200                

捐贈收入 蔡子敬 1,200                

捐贈收入 薛聖田 1,200                

捐贈收入 蔡文玲 1,200                

捐贈收入 謝正嘉 1,200                

捐贈收入 蔡文強 1,200                

捐贈收入 黃天福 1,200                

捐贈收入 蔡文媛 1,200                

捐贈收入 陳佐榮 1,200                

捐贈收入 曾友邦 1,200                

捐贈收入 謝秀萍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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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曾天佑 1,200                

捐贈收入 謝育霖 1,200                

捐贈收入 曾尤亮 1,200                

捐贈收入 謝亞娥 1,200                

捐贈收入 蔡月琴 1,200                

捐贈收入 黃麗惠 1,200                

捐贈收入 蔡木火 1,200                

捐贈收入 黃文玲 1,200                

捐贈收入 蔡王蘭 1,200                

捐贈收入 謝佳珍 1,200                

捐贈收入 陳梅貴 1,200                

捐贈收入 謝坤龍 1,200                

捐贈收入 蔡永堃 1,200                

捐贈收入 謝宗融 1,200                

捐贈收入 蔡玉花 1,200                

捐贈收入 陳柏文 1,200                

捐贈收入 曾文虎 1,200                

捐贈收入 陳柏含 1,200                

捐贈收入 黃朝源 1,200                

捐贈收入 謝旻樫 1,200                

捐贈收入 蔡玉連 1,200                

捐贈收入 謝明璋 1,200                

捐贈收入 蔡立淇 1,200                

捐贈收入 謝明麗 1,200                

捐贈收入 陳玉枝 1,200                

捐贈收入 陳柏芫 1,200                

捐贈收入 蔡吉炎 1,200                

捐贈收入 陳界村 1,200                

捐贈收入 曾以瑩 1,200                

捐贈收入 謝金連 1,200                

捐贈收入 蔡安蕎 1,200                

捐贈收入 陳國和 1,200                

捐贈收入 陳玉欣 1,200                

捐贈收入 黃永順 1,200                

捐贈收入 蔡妍蓁 1,200                

捐贈收入 陳清良 李麗珠 陳弘祐 陳仕哲 陳妍婷 陳暉文 1,200                

捐贈收入 黃褘慧 1,200                

捐贈收入 謝為諄 1,200                

捐贈收入 蔡志鴻 1,200                

捐贈收入 陳均豪 1,200                

捐贈收入 蔡李春玉 1,200                

捐贈收入 謝素娥 1,200                

捐贈收入 蔡杏花 1,200                

捐贈收入 謝素蓮 1,200                

捐贈收入 蔡沂辰 1,200                

捐贈收入 陳禹棠 1,200                

捐贈收入 鐘龍顯 1,200                

捐贈收入 黃綉玲 1,200                

捐贈收入 黃科凱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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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黃石鐵 1,200                

捐贈收入 黃美玉 1,200                

捐贈收入 謝淑鑾 1,200                

捐贈收入 黃朝祺 1,200                

捐贈收入 謝勝義 1,200                

捐贈收入 謝喬涵 1,200                

捐贈收入 郭麗香 1,200                

捐贈收入 謝舒帆 1,200                

捐贈收入 陳惠婕 1,200                

捐贈收入 黃任豐 1,200                

捐贈收入 陳淑芬 1,200                

捐贈收入 黃兆華 1,200                

捐贈收入 陳冠縈 1,200                

捐贈收入 謝歆平 1,200                

捐贈收入 黃朝樹 1,200                

捐贈收入 黃吉清 1,200                

捐贈收入 曾朱秀琴 1,200                

捐贈收入 謝慧容 1,200                

捐贈收入 蔡佩吟 1,200                

捐贈收入 謝學貴 1,200                

捐贈收入 蔡佩妤 1,200                

捐贈收入 楊春綢 1,200                

捐贈收入 蔡佩芬 1,200                

捐贈收入 陳秋瓊 1,200                

捐贈收入 蔡佳玲 1,200                

捐贈收入 陳美血 1,200                

捐贈收入 黃欽河 1,200                

捐贈收入 鍾一瑞 1,200                

捐贈收入 蔡卓忻 1,200                

捐贈收入 黃卲輔 1,200                

捐贈收入 蔡卓昀 1,200                

捐贈收入 鍾兆明 1,200                

捐贈收入 蔡坤佣 1,200                

捐贈收入 鍾吳英妹 1,200                

捐贈收入 蔡孟潔 1,200                

捐贈收入 鍾沛恩 1,200                

捐贈收入 蔡宗序 1,200                

捐贈收入 黃含笑 1,200                

捐贈收入 蔡宗勳 1,200                

捐贈收入 陳渝文 1,200                

捐贈收入 曾吳黃焿 1,200                

捐贈收入 黃妙英 1,200                

捐贈收入 蔡宗興 1,200                

捐贈收入 鍾偉廷 1,200                

捐贈收入 蔡宗霖 1,200                

捐贈收入 陳美雀 1,200                

捐贈收入 蔡定軒 1,200                

捐贈收入 黃李美香 1,200                

捐贈收入 蔡宛玲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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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黃沁瀠 1,200                

捐贈收入 蔡宛儒 1,200                

捐贈收入 鍾詠晴 1,200                

捐贈收入 蔡宜恩 1,200                

捐贈收入 黃秀音 1,200                

捐贈收入 黃湯宇 1,200                

捐贈收入 陳美智 1,200                

捐贈收入 蔡怡珍 1,200                

捐贈收入 鍾麗娟 1,200                

捐贈收入 蔡承夆 1,200                

捐贈收入 韓李聘 1,200                

捐贈收入 蔡承晁 1,200                

捐贈收入 韓茜 1,200                

捐贈收入 蔡承晏 1,200                

捐贈收入 陳莉萍 1,200                

捐贈收入 蔡承璋 1,200                

捐贈收入 簡大貽 1,200                

捐贈收入 蔡旻融 1,200                

捐贈收入 黃麗霞 1,200                

捐贈收入 陳惠莉 1,200                

捐贈收入 陳國泰 1,200                

捐贈收入 蔡明東 1,200                

捐贈收入 黃詩婷 1,200                

捐贈收入 曾坤五 1,200                

捐贈收入 黃寶琴 1,200                

捐贈收入 曾奇鴻 1,200                

捐贈收入 簡明文 1,200                

捐贈收入 蔡明興 1,200                

捐贈收入 簡阿耀 1,200                

捐贈收入 蔡易璋 1,200                

捐贈收入 郭義春 1,200                

捐贈收入 曾宗德 1,200                

捐贈收入 簡美珠 1,200                

捐贈收入 簡黃有妹 1,200                

捐贈收入 黃佳祥 1,200                

捐贈收入 簡鈺諺 1,200                

捐贈收入 簡菽頤 1,200                

捐贈收入 陳游秀琴 1,200                

捐贈收入 簡燕 1,200                

捐贈收入 曾怡慈 1,200                

捐贈收入 簡嘉宏 1,200                

捐贈收入 蔡松翰 1,200                

捐贈收入 黃繼正 1,200                

捐贈收入 蔡秉融 1,200                

捐贈收入 簡謝阿笋 1,200                

捐贈收入 蔡秉瀹 1,200                

捐贈收入 簡麗雪 1,200                

捐贈收入 蔡花齡 1,200                

捐贈收入 藍于娟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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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蔡芳雯 1,200                

捐贈收入 藍于惠 1,200                

捐贈收入 蔡金蓮 1,200                

捐贈收入 藍小華 1,200                

捐贈收入 曾怡璇 1,200                

捐贈收入 藍松宏 1,200                

捐贈收入 曾怡靜 1,200                

捐贈收入 黃姁溱 1,200                

捐贈收入 曾泓霖 1,200                

捐贈收入 藍美華 1,200                

捐贈收入 蔡雨佃 1,200                

捐贈收入 藍祖游 1,200                

捐贈收入 蔡保樟 1,200                

捐贈收入 郭珊 1,200                

捐贈收入 陳品仁 1,200                

捐贈收入 陳丁福 1,200                

捐贈收入 蔡建苙 1,200                

捐贈收入 陳美靜 1,200                

捐贈收入 蔡思宇 1,200                

捐贈收入 顏立帆 1,200                

捐贈收入 黃琦分 1,200                

捐贈收入 陳國榮 1,200                

捐贈收入 蔡政晏 1,200                

捐贈收入 黃幸珊 1,200                

捐贈收入 陳玉娟 1,200                

捐贈收入 黃鉑祐 1,200                

捐贈收入 曾俊興 1,200                

捐贈收入 黃怡菁 1,200                

捐贈收入 蘇慧純 1,200                

捐贈收入 黃承誌 1,200                

捐贈收入 陳韋宏 1,200                

捐贈收入 黃靖閎 1,200                

捐贈收入 黃燏璽 1,200                

捐贈收入 顏祝 1,200                

捐贈收入 陳志勝 1,200                

捐贈收入 顏國明 1,200                

捐贈收入 黃秋美 1,200                

捐贈收入 黃明祺 1,200                

捐贈收入 黃秋香 1,200                

捐贈收入 黃明儀 1,200                

捐贈收入 釋會量 1,200                

捐贈收入 顏嘉慧 1,200                

捐贈收入 釋澈定 1,200                

捐贈收入 顏緯宜 1,200                

捐贈收入 鐘聆綺 1,200                

捐贈收入 魏可昀 1,200                

捐贈收入 陳貞娟 1,200                

捐贈收入 魏丞佑 1,200                

捐贈收入 黃城樞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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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魏宏宗 1,200                

捐贈收入 蘇金同 1,200                

捐贈收入 陳羿蓁 1,200                

捐贈收入 黃奎尹 1,200                

捐贈收入 魏泰增 1,200                

捐贈收入 蘇阿彩 1,200                

捐贈收入 魏瑋廷 1,200                

捐贈收入 陳婕庭 1,200                

捐贈收入 陳宏源 1,200                

捐贈收入 蘇恆慧 1,200                

捐贈收入 羅文全 1,200                

捐贈收入 蘇春富 1,200                

捐贈收入 楊哲瑀 1,200                

捐贈收入 連豐隆 1,200                

捐贈收入 黃林素仙 1,200                

捐贈收入 蘇柑菊 1,200                

捐贈收入 羅呈豪 1,200                

捐贈收入 黃建智 1,200                

捐贈收入 黃鼎惠 1,200                

捐贈收入 蘇虹宇 1,200                

捐贈收入 羅芳喜 1,200                

捐贈收入 陳翊豪 1,200                

捐贈收入 羅宥朋 1,200                

捐贈收入 蘇耘儀 1,200                

捐贈收入 黃河 1,200                

捐贈收入 蘇密 1,200                

捐贈收入 羅苡云 1,200                

捐贈收入 黃思敏 1,200                

捐贈收入 黃玫玟 1,200                

捐贈收入 黃映璇 1,200                

捐贈收入 陳婉娜 1,200                

捐贈收入 黃春長 1,200                

捐贈收入 黃芷菲 1,200                

捐贈收入 蘇雅欽 1,200                

捐贈收入 黃金裁 1,200                

捐贈收入 蘇聖祐 1,200                

捐贈收入 羅惠玲 1,200                

捐贈收入 黃昱蓉 1,200                

捐贈收入 羅舒婷 1,200                

捐贈收入 蘇碧雲 1,200                

捐贈收入 羅詩雯 1,200                

捐贈收入 黃顯惠 1,200                

捐贈收入 羅趙恒枝 1,200                

捐贈收入 黃紫雲 1,200                

捐贈收入 黃阿滿 1,200                

捐贈收入 蔡景峰 1,200                

捐贈收入 羅麗蘭 1,200                

捐贈收入 陳奕豪 1,200                

捐贈收入 關智謙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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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蔡進旺 1,200                

捐贈收入 黃俊郎 1,200                

捐贈收入 蔡進德 1,200                

捐贈收入 蘇久香 1,200                

捐贈收入 楊宗淵 1,200                

捐贈收入 蘇尹柔 1,200                

捐贈收入 蔡鈞逸 1,200                

捐贈收入 蘇文真 1,200                

捐贈收入 蔡雅捷 1,200                

捐贈收入 黃俊傑 1,200                

捐贈收入 蔡雯玲 1,200                

捐贈收入 蘇市 1,200                

捐贈收入 蔡黃碧瑤 1,200                

捐贈收入 陳虹諭 1,200                

捐贈收入 蔡楊玉珍 1,200                

捐贈收入 黃馨蘭 1,200                

捐贈收入 蔡楊烈 1,200                

捐贈收入 蘇明富 1,200                

捐贈收入 蔡源倫 1,200                

捐贈收入 曾柏嘉 1,200                

捐贈收入 蔡宸豐 1,200                

捐贈收入 蘇玟予 1,200                

捐贈收入 蔡振隆 1,200                

捐贈收入 陳清標 1,200                

捐贈收入 蔡珠中 1,200                

捐贈收入 黃姜色 1,200                

捐贈收入 蔡培恩 1,200                

捐贈收入 陳盛 1,200                

捐贈收入 陳品言 1,200                

捐贈收入 蘇建銘 1,200                

捐贈收入 蔡敏子 1,200                

捐贈收入 黃姿筑 1,200                

捐贈收入 黃皓 1,200                

捐贈收入 蘇昱友 1,200                

捐贈收入 曾建堯 1,200                

捐贈收入 蘇柏豪 1,200                

捐贈收入 蔡淑芳 1,200                

捐贈收入 蘇柔如 1,200                

捐贈收入 黃興發 1,200                

捐贈收入 蘇羿如 1,200                

捐贈收入 曾春桂 1,200                

捐贈收入 黃建絨 1,200                

捐贈收入 蔡淑雄 1,200                

捐贈收入 蘇哲弘 1,200                

捐贈收入 蔡淑麟 1,200                

捐贈收入 陳郁升 1,200                

捐贈收入 蔡清江 1,200                

捐贈收入 黃建豐 1,200                

捐贈收入 蔡莉羚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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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蘇荷琇 1,200                

捐贈收入 曾春麗 1,200                

捐贈收入 黃春況 1,200                

捐贈收入 黃賴淑真 1,200                

捐贈收入 蘇琲雯 1,200                

捐贈收入 郭素琴 1,200                

捐贈收入 蘇黃月桃 1,200                

捐贈收入 郭軒睿 1,200                

捐贈收入 陳郁如 1,200                

捐贈收入 蔡陳春綢 1,200                

捐贈收入 蘇榮雄 1,200                

捐贈收入 蔡凱弘 1,200                

捐贈收入 黃柏全 1,200                

捐贈收入 蔡勝弘 1,200                

捐贈收入 蔡婷聿 1,200                

捐贈收入 曾保元 1,200                

捐贈收入 蘇麗娟 1,200                

捐贈收入 蔡昭一 1,200                

捐贈收入 黃祉晴 1,200                

捐贈收入 蔡玲娟 1,200                

捐贈收入 黃秋珍 1,200                

捐贈收入 蔡秋松 1,200                

捐贈收入 釋宏基 1,200                

捐贈收入 陳玉桂 1,200                

捐贈收入 黃秋敏 1,200                

捐贈收入 蔡美純 1,200                

捐贈收入 黃秋碧 1,200                

捐贈收入 曾姿婷 1,200                

捐贈收入 鐘振中 1,200                

捐贈收入 蔡飛讚 1,200                

捐贈收入 黃嘉津 1,200                

捐贈收入 蔡家義 1,200                

捐贈收入 蔡沂軒 1,200                

捐贈收入 黃美月 1,200                

捐贈收入 蔡沛琳 1,200                

捐贈收入 黃美卿 1,200                

捐贈收入 曾玉燕 1,200                

捐贈收入 楊鎮宇 1,200                

捐贈收入 李林綢 1,200                

捐贈收入 林志誠 1,200                

捐贈收入 李進郎 1,200                

捐贈收入 林佳臻 1,200                

捐贈收入 李秀梅 1,200                

捐贈收入 林依蒨 1,200                

捐贈收入 江侑軒 1,200                

捐贈收入 林其震 1,200                

捐贈收入 徐劭宇 1,200                

捐贈收入 林卓瑜 1,200                

捐贈收入 寂薩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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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林和穎 1,200                

捐贈收入 張晃嘉 1,200                

捐贈收入 王文呈 1,200                

捐贈收入 江永龍 1,200                

捐贈收入 林坤諭 1,200                

捐贈收入 許倚榕 1,200                

捐贈收入 王振印 1,200                

捐贈收入 夏樂芙 1,200                

捐贈收入 林季萱 1,200                

捐贈收入 徐瑞煌 1,200                

捐贈收入 方哲樂 1,200                

捐贈收入 高林碧子 1,200                

捐贈收入 林宗廷 1,200                

捐贈收入 李廷緯 1,200                

捐贈收入 林宗威 1,200                

捐贈收入 王明珠 1,200                

捐贈收入 李覲均 1,200                

捐贈收入 李宜霈 1,200                

捐贈收入 林宗勳 1,200                

捐贈收入 王奕力 1,200                

捐贈收入 何錫琛 1,200                

捐贈收入 李秋陽 1,200                

捐贈收入 何謝春榮 1,200                

捐贈收入 許佩筠 1,200                

捐贈收入 朱峰毅 1,200                

捐贈收入 許陳鴛鴦 1,200                

捐贈收入 林宜樺 1,200                

捐贈收入 唐月珠 1,200                

捐贈收入 林文彬 1,200                

捐贈收入 王建成 1,200                

捐贈收入 林岱宜 1,200                

捐贈收入 王鴻賓 1,200                

捐贈收入 王振益 1,200                

捐贈收入 快樂志工 1,200                

捐贈收入 李鎧羽 1,200                

捐贈收入 林沛珊 1,200                

捐贈收入 朱庭明 1,200                

捐贈收入 林秀足 1,200                

捐贈收入 林忠裕 1,200                

捐贈收入 周玉水 1,200                

捐贈收入 林明玉 1,200                

捐贈收入 古佳穎 1,200                

捐贈收入 林明志 1,200                

捐贈收入 李佩鳳 1,200                

捐贈收入 王勇智 1,200                

捐贈收入 張英娥 1,200                

捐贈收入 林明泉 1,200                

捐贈收入 尤寶玉 1,200                

捐贈收入 林明陽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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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李昀臻 1,200                

捐贈收入 王春月 1,200                

捐贈收入 張語真 1,200                

捐贈收入 連永龍 1,200                

捐贈收入 曹文雄 1,200                

捐贈收入 朱庭瑩 1,200                

捐贈收入 梁鎮全 1,200                

捐贈收入 林明興 1,200                

捐贈收入 莊阿昭 1,200                

捐贈收入 王中波 1,200                

捐贈收入 王金讀 1,200                

捐贈收入 余玉雲 1,200                

捐贈收入 王彥閔 1,200                

捐贈收入 方素琴 1,200                

捐贈收入 李淑華 1,200                

捐贈收入 林欣郁 1,200                

捐贈收入 周冠智 1,200                

捐贈收入 林欣儀 1,200                

捐贈收入 倪盛郎 1,200                

捐贈收入 周海瑞 1,200                

捐贈收入 夏玉靈 1,200                

捐贈收入 尤湘云 1,200                

捐贈收入 孫昆正 1,200                

捐贈收入 連明月 1,200                

捐贈收入 孫鏜麒 1,200                

捐贈收入 林芙蓉 1,200                

捐贈收入 徐杰甫 1,200                

捐贈收入 王素禎 1,200                

捐贈收入 徐張月妹 1,200                

捐贈收入 王素燕 1,200                

捐贈收入 王宗雄 1,200                

捐贈收入 林芯瑩 1,200                

捐贈收入 李睿恆 1,200                

捐贈收入 李麗雪 1,200                

捐贈收入 翁薪斐 1,200                

捐贈收入 林芳佑 1,200                

捐贈收入 李賢語 1,200                

捐贈收入 余信賢 1,200                

捐贈收入 高素英 1,200                

捐贈收入 林芷萮 1,200                

捐贈收入 高禎擇 1,200                

捐贈收入 林芸安 1,200                

捐贈收入 王明金 1,200                

捐贈收入 林芸竹 1,200                

捐贈收入 張月都 1,200                

捐贈收入 林采妤 1,200                

捐贈收入 北寮金山寺 1,200                

捐贈收入 林采菲 1,200                

捐贈收入 張秀才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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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林采縈 1,200                

捐贈收入 朱家佑 1,200                

捐贈收入 林金花 1,200                

捐贈收入 張金祥 1,200                

捐贈收入 余昱旋 1,200                

捐贈收入 方麗卿 1,200                

捐贈收入 余重誼 1,200                

捐贈收入 張宸碩 1,200                

捐贈收入 林阿好 1,200                

捐贈收入 李孟勳 1,200                

捐贈收入 尤盟傑 1,200                

捐贈收入 張陳勝枝 1,200                

捐贈收入 王健民 1,200                

捐贈收入 林秀蘭 1,200                

捐贈收入 林阿繼 1,200                

捐贈收入 張順誠 1,200                

捐贈收入 林雨葳 1,200                

捐贈收入 張漢忠 1,200                

捐贈收入 林雨論 1,200                

捐贈收入 白侯寶桂 1,200                

捐贈收入 林雨澤 1,200                

捐贈收入 房鄭月英 1,200                

捐贈收入 林青慧 1,200                

捐贈收入 何啟弘 1,200                

捐贈收入 余淑珍 1,200                

捐贈收入 梁素英 1,200                

捐贈收入 方景弘 1,200                

捐贈收入 畢開平 1,200                

捐贈收入 林俊邑 1,200                

捐贈收入 莊宜容 1,200                

捐贈收入 余聚明 1,200                

捐贈收入 莊茗棻 1,200                

捐贈收入 余慧筠 1,200                

捐贈收入 許 欽 1,200                

捐贈收入 余蔡秀絨 1,200                

捐贈收入 許朱瑞玉 1,200                

捐贈收入 余學舜 1,200                

捐贈收入 許林臣 1,200                

捐贈收入 余鏡 1,200                

捐贈收入 許秋滿 1,200                

捐贈收入 王國忠 王楷宏 張簡雅琪 1,200                

捐贈收入 許恩誌 1,200                

捐贈收入 林品漩 1,200                

捐贈收入 枋雅慧 1,200                

捐贈收入 林奕辰 1,200                

捐贈收入 許曾來好 1,200                

捐贈收入 林奕憲 1,200                

捐贈收入 許維恩 1,200                

捐贈收入 王咪麗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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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呂淑珠 1,200                

捐贈收入 李麵 1,200                

捐贈收入 卓秀玉 1,200                

捐贈收入 林姿丞 1,200                

捐贈收入 唐靜宜 1,200                

捐贈收入 林姿宜 1,200                

捐贈收入 王中平 1,200                

捐贈收入 林宥勝 1,200                

捐贈收入 呂陳阿里 1,200                

捐贈收入 林宥勳 1,200                

捐贈收入 呂詹月娥 1,200                

捐贈收入 王柏偉 1,200                

捐贈收入 卓明圓 1,200                

捐贈收入 王柏欽 1,200                

捐贈收入 徐小玲 1,200                

捐贈收入 周祖春 1,200                

捐贈收入 徐秀陽 1,200                

捐贈收入 林建良 1,200                

捐贈收入 王秀綠 1,200                

捐贈收入 余懿真 1,200                

捐贈收入 徐偉中 1,200                

捐贈收入 林弈岑 1,200                

捐贈收入 徐毓雅 1,200                

捐贈收入 林彥圽 1,200                

捐贈收入 徐魁孝 1,200                

捐贈收入 林彥廷 1,200                

捐贈收入 涂巧珠 1,200                

捐贈收入 林彥欽 1,200                

捐贈收入 江春暉 1,200                

捐贈收入 翁長山 1,200                

捐贈收入 吳士緯 1,200                

捐贈收入 李文燦 1,200                

捐贈收入 林恬安 1,200                

捐贈收入 袁桂花 1,200                

捐贈收入 吳不纒 1,200                

捐贈收入 李世新 1,200                

捐贈收入 周軒任 1,200                

捐贈收入 李仕桂 1,200                

捐贈收入 林政偉 1,200                

捐贈收入 江元禮 1,200                

捐贈收入 林政傑 1,200                

捐贈收入 李永翁 1,200                

捐贈收入 林春地 1,200                

捐贈收入 林秀花 1,200                

捐贈收入 林春美 1,200                

捐贈收入 區英 1,200                

捐贈收入 朱耿寬 1,200                

捐贈收入 李如娟 1,200                

捐贈收入 王木德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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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張仁山 1,200                

捐贈收入 杜宏基 1,200                

捐贈收入 李至益 1,200                

捐贈收入 林柏帆 1,200                

捐贈收入 張正義 1,200                

捐贈收入 朱思宇 1,200                

捐贈收入 張玉萍 1,200                

捐贈收入 林柔均 1,200                

捐贈收入 王美蓮 1,200                

捐贈收入 吳文隆 1,200                

捐贈收入 李沛勳 1,200                

捐贈收入 周淑貞 1,200                

捐贈收入 李秀珍 1,200                

捐贈收入 吳木香 1,200                

捐贈收入 古詩文 1,200                

捐贈收入 朱乾文 1,200                

捐贈收入 張治恭 1,200                

捐贈收入 王世文 1,200                

捐贈收入 張芸芸 1,200                

捐贈收入 林珊緹 1,200                

捐贈收入 張長哲 1,200                

捐贈收入 林禹葇 1,200                

捐贈收入 張春梅 1,200                

捐贈收入 吳世銘 1,200                

捐贈收入 李其達 1,200                

捐贈收入 林秋茶 1,200                

捐贈收入 張原基 1,200                

捐贈收入 林秋煌 1,200                

捐贈收入 張峻維 1,200                

捐贈收入 周清景 1,200                

捐贈收入 江月女 1,200                

捐贈收入 林科佃 1,200                

捐贈收入 李宗哲 1,200                

捐贈收入 杜昇霖 1,200                

捐贈收入 張琇茵 1,200                

捐贈收入 艾妮有限公司 1,200                

捐贈收入 張博珣 1,200                

捐贈收入 林水胡 1,200                

捐贈收入 張景佔 1,200                

捐贈收入 王梅珠 1,200                

捐贈收入 張竣傑 1,200                

捐贈收入 王淑芸 1,200                

捐贈收入 江清雄 1,200                

捐贈收入 林美貞 1,200                

捐贈收入 張瑞林 1,200                

捐贈收入 吳先賓 1,200                

捐贈收入 張鈺昌 1,200                

捐贈收入 周翊霖 1,200                

捐贈收入 周育佑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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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林美華 1,200                

捐贈收入 白芸臻 1,200                

捐贈收入 王品〈女禹〉 1,200                

捐贈收入 張謝玉蘭 1,200                

捐贈收入 李慧君 1,200                

捐贈收入 張瓅心 1,200                

捐贈收入 林美霜 1,200                

捐贈收入 張耀豐 1,200                

捐贈收入 林水益 1,200                

捐贈收入 旺泰藥材公司 1,200                

捐贈收入 佑謚布行 1,200                

捐贈收入 江紫寧 1,200                

捐贈收入 吳伯漢 1,200                

捐贈收入 梁春源 1,200                

捐贈收入 吳妍靜 1,200                

捐贈收入 林育汶 1,200                

捐贈收入 林茂 1,200                

捐贈收入 梅慧珍 1,200                

捐贈收入 林虹妤 1,200                

捐贈收入 李省 1,200                

捐贈收入 杜健智 1,200                

捐贈收入 莊秀碧 1,200                

捐贈收入 周陳蕊 1,200                

捐贈收入 石彬撰 1,200                

捐贈收入 林郁峰 1,200                

捐贈收入 莊秋菊 1,200                

捐贈收入 杜雲子 1,200                

捐贈收入 王人儀 1,200                

捐贈收入 杜碧雲 1,200                

捐贈收入 莊碧簪 1,200                

捐贈收入 林韋君 1,200                

捐贈收入 許心誠 1,200                

捐贈收入 吳宏輝 1,200                

捐贈收入 李珮嫣 1,200                

捐贈收入 林哲偉 1,200                

捐贈收入 李益裕 1,200                

捐贈收入 林家卉 1,200                

捐贈收入 江志藤 1,200                

捐贈收入 吳李阿秀 1,200                

捐贈收入 許秉紘 1,200                

捐贈收入 吳杏 1,200                

捐贈收入 許宥宥 1,200                

捐贈收入 吳秀玉 1,200                

捐贈收入 何朝碧 1,200                

捐贈收入 林家宏 1,200                

捐贈收入 許峯彬 1,200                

捐贈收入 吳秀玲 1,200                

捐贈收入 李曼玲 1,200                

捐贈收入 杜麗貞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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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周芳儀 1,200                

捐贈收入 吳秀盈 1,200                

捐贈收入 許淳米 1,200                

捐贈收入 林家瑄 1,200                

捐贈收入 周青宏 1,200                

捐贈收入 林家銘 1,200                

捐贈收入 林佳蓁 1,200                

捐贈收入 林家齊 1,200                

捐贈收入 周建良 1,200                

捐贈收入 林家賢 1,200                

捐贈收入 王俐尹 1,200                

捐贈收入 朱敏瑜 1,200                

捐贈收入 李雅華 1,200                

捐贈收入 王幼君 1,200                

捐贈收入 倪秀蘭 1,200                

捐贈收入 林展毅 1,200                

捐贈收入 倪鈺涵 1,200                

捐贈收入 林峰瑩 1,200                

捐贈收入 王思慈 1,200                

捐贈收入 林王麵 1,200                

捐贈收入 周德波 1,200                

捐贈收入 周雪玉 1,200                

捐贈收入 夏世安 1,200                

捐贈收入 周雪娥 1,200                

捐贈收入 呂紹嘉 1,200                

捐贈收入 林庭羽 1,200                

捐贈收入 夏瑞鳳 1,200                

捐贈收入 林庭萱 1,200                

捐贈收入 孫又玲 1,200                

捐贈收入 林振堂 1,200                

捐贈收入 孫佳君 1,200                

捐贈收入 林令吟 1,200                

捐贈收入 孫秋永 1,200                

捐贈收入 王淑惠 1,200                

捐贈收入 孫振順 1,200                

捐贈收入 王淑勤 1,200                

捐贈收入 呂鍾美珍 1,200                

捐贈收入 王淨喜 1,200                

捐贈收入 孫靜嬋 1,200                

捐贈收入 李道根 1,200                

捐贈收入 卓俊雄 1,200                

捐贈收入 王淳禾 1,200                

捐贈收入 徐井田 1,200                

捐贈收入 吳芊嬅 1,200                

捐贈收入 徐沁妤 1,200                

捐贈收入 王柔雅 1,200                

捐贈收入 徐明洲 1,200                

捐贈收入 林珮亞 1,200                

捐贈收入 徐金良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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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林益全 1,200                

捐贈收入 徐建秀 1,200                

捐贈收入 林真針 1,200                

捐贈收入 徐英彰 1,200                

捐贈收入 朱冠姵 1,200                

捐贈收入 徐婕華 1,200                

捐贈收入 方智賢 1,200                

捐贈收入 徐莉江 1,200                

捐贈收入 林素芬 1,200                

捐贈收入 徐煥坤 1,200                

捐贈收入 吳佩虹 1,200                

捐贈收入 徐鈺淳 1,200                

捐贈收入 林素連 1,200                

捐贈收入 王麗春 1,200                

捐贈收入 吳佩娟 1,200                

捐贈收入 殷世德 1,200                

捐贈收入 吳佩嬬 1,200                

捐贈收入 王麗雪 1,200                

捐贈收入 林素瑩 1,200                

捐贈收入 卓清桂 1,200                

捐贈收入 王玉潔 1,200                

捐贈收入 李天助 1,200                

捐贈收入 林豈筤 1,200                

捐贈收入 翁秀香 1,200                

捐贈收入 吳佳臻 1,200                

捐贈收入 翁美櫻 1,200                

捐贈收入 林軒毅 1,200                

捐贈收入 李文章 1,200                

捐贈收入 王清源 1,200                

捐贈收入 何映融 1,200                

捐贈收入 林凰琴 1,200                

捐贈收入 李月盆 1,200                

捐贈收入 林于聖 1,200                

捐贈收入 李月娥 1,200                

捐贈收入 林國山 1,200                

捐贈收入 林秀甘 1,200                

捐贈收入 吳依靜 1,200                

捐贈收入 卓維帆 1,200                

捐贈收入 林婉如 1,200                

捐贈收入 高育陞 1,200                

捐贈收入 林張月里 1,200                

捐贈收入 高明智 1,200                

捐贈收入 吳和惠 1,200                

捐贈收入 李平嬌 1,200                

捐贈收入 林敏雯 1,200                

捐贈收入 高春子 1,200                

捐贈收入 林梅雀 1,200                

捐贈收入 高素鐘 1,200                

捐贈收入 王祥芳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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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高陳映雪 1,200                

捐贈收入 林淑芬 1,200                

捐贈收入 李玉歐 1,200                

捐贈收入 林巧雲 1,200                

捐贈收入 李伊芸 1,200                

捐贈收入 林淑卿 1,200                

捐贈收入 高麗琴 1,200                

捐贈收入 吳坤綿 1,200                

捐贈收入 寂此 1,200                

捐贈收入 林淑敏 1,200                

捐贈收入 周子棋 1,200                

捐贈收入 朱連娣 1,200                

捐贈收入 常宏維 1,200                

捐贈收入 丁盈之 1,200                

捐贈收入 周冬濤 1,200                

捐贈收入 林淵清 1,200                

捐贈收入 張友芃 1,200                

捐贈收入 汪柔含 1,200                

捐贈收入 張文玲 1,200                

捐贈收入 林清山 1,200                

捐贈收入 張月姬 1,200                

捐贈收入 吳孟侃 1,200                

捐贈收入 張平乾 1,200                

捐贈收入 何兆豐 1,200                

捐贈收入 張永明 1,200                

捐贈收入 朱家賢 1,200                

捐贈收入 張玉珊 1,200                

捐贈收入 林清華 1,200                

捐贈收入 張仲豪 1,200                

捐贈收入 方朝蕙 1,200                

捐贈收入 張旭晨 1,200                

捐贈收入 林連鐶 1,200                

捐贈收入 張伯世 1,200                

捐贈收入 周若吟 1,200                

捐贈收入 古芸芳 1,200                

捐贈收入 李錦全 1,200                

捐贈收入 張李玲麗 1,200                

捐贈收入 林郭秀鳳 1,200                

捐贈收入 李鴻明 1,200                

捐贈收入 朱容瑩 1,200                

捐贈收入 古筱鈴 1,200                

捐贈收入 林陳純 1,200                

捐贈收入 張和明 1,200                

捐贈收入 林陳綿 1,200                

捐贈收入 李辛福 1,200                

捐贈收入 吳宗烜 1,200                

捐贈收入 張明鐘 1,200                

捐贈收入 林雪貞 1,200                

捐贈收入 李佩蓁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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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吳宗祐 1,200                

捐贈收入 張芮語 1,200                

捐贈收入 汪傳育 1,200                

捐贈收入 李佩樺 1,200                

捐贈收入 王炯程 1,200                

捐贈收入 李佳倩 1,200                

捐贈收入 林揚 1,200                

捐贈收入 張信雯 1,200                

捐贈收入 林智惠 1,200                

捐贈收入 張建瑞 1,200                

捐贈收入 江宜樺 1,200                

捐贈收入 周玉蓮 1,200                

捐贈收入 王翊菡 1,200                

捐贈收入 張美足 1,200                

捐贈收入 林朝勇 1,200                

捐贈收入 張致傑 1,200                

捐贈收入 吳宜螢 1,200                

捐贈收入 田世銘 1,200                

捐贈收入 李繁雄 1,200                

捐贈收入 張家綺 1,200                

捐贈收入 吳尚臻 1,200                

捐贈收入 張容甄 1,200                

捐贈收入 汪傳恩 1,200                

捐贈收入 張庭瑜 1,200                

捐贈收入 朱勝美 1,200                

捐贈收入 田宏源 1,200                

捐贈收入 汪聖智 1,200                

捐贈收入 周家翔 1,200                

捐贈收入 林玉春 1,200                

捐贈收入 周妤珊 1,200                

捐贈收入 李霞蓉 1,200                

捐贈收入 張梅釵 1,200                

捐贈收入 林雅鈴 1,200                

捐贈收入 張淳淨 1,200                

捐贈收入 林雲菁 1,200                

捐贈收入 王林敏 1,200                

捐贈收入 林黃玉 1,200                

捐贈收入 張凱森 1,200                

捐贈收入 吳承曄 1,200                

捐贈收入 林于右 1,200                

捐贈收入 林黃秀香 1,200                

捐贈收入 張惠雯 1,200                

捐贈收入 林黃春 1,200                

捐贈收入 李怡欣 1,200                

捐贈收入 林黃鳳 1,200                

捐贈收入 張皓宇 1,200                

捐贈收入 林嫈媛 1,200                

捐贈收入 張菁菁 1,200                

捐贈收入 林敬國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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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張詠晴 1,200                

捐贈收入 林新坤 1,200                

捐贈收入 李明達 1,200                

捐贈收入 吳承鍇 1,200                

捐贈收入 張毓哲 1,200                

捐贈收入 吳招勳 1,200                

捐贈收入 李林綉梅 1,200                

捐贈收入 方裕民 1,200                

捐贈收入 李知成 1,200                

捐贈收入 吳昇煜 1,200                

捐贈收入 張彰明 1,200                

捐贈收入 林楊保 1,200                

捐贈收入 張睿中 1,200                

捐贈收入 林楊福宋 1,200                

捐贈收入 張肇驛 1,200                

捐贈收入 林楷博 1,200                

捐贈收入 巴斯 1,200                

捐贈收入 林源水 1,200                

捐贈收入 王泓喜 1,200                

捐贈收入 林煌育 1,200                

捐贈收入 張靜怡 1,200                

捐贈收入 林煜翔 1,200                

捐贈收入 張駿悅 1,200                

捐贈收入 汪詩婕 1,200                

捐贈收入 張顏葉 1,200                

捐贈收入 王玉瓊 1,200                

捐贈收入 李冠黎 1,200                

捐贈收入 林瑜芳 1,200                

捐贈收入 張麗華 1,200                

捐贈收入 林瑞河 1,200                

捐贈收入 張釋心 1,200                

捐贈收入 王郭麗村 1,200                

捐贈收入 王玫仁 1,200                

捐贈收入 王陳不 1,200                

捐贈收入 李宣瑩 1,200                

捐贈收入 林瑞雲 1,200                

捐贈收入 李宥頡 1,200                

捐贈收入 林瑟絲 1,200                

捐贈收入 方佳政 1,200                

捐贈收入 王石秀菊 1,200                

捐贈收入 李彥樑 1,200                

捐贈收入 林盟雄 1,200                

捐贈收入 林育志 1,200                

捐贈收入 林祺恩 1,200                

捐贈收入 梁清嬌 1,200                

捐贈收入 林筠蓁 1,200                

捐贈收入 石邦家 1,200                

捐贈收入 林群旌 1,200                

捐贈收入 李政益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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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江劉冠 1,200                

捐贈收入 王虎 1,200                

捐贈收入 吳杰 1,200                

捐贈收入 李盈芳 1,200                

捐贈收入 王兆松 1,200                

捐贈收入 符綵玲 1,200                

捐贈收入 林玉珠 1,200                

捐贈收入 莊之誼 1,200                

捐贈收入 王盈琇 1,200                

捐贈收入 莊依達 1,200                

捐贈收入 林裕益 1,200                

捐贈收入 莊宜燕 1,200                

捐贈收入 林豊城 1,200                

捐贈收入 李美珠 1,200                

捐贈收入 林資研 1,200                

捐贈收入 莊建暉 1,200                

捐贈收入 林玉鳳 1,200                

捐贈收入 王仁享 1,200                

捐贈收入 吳林雲桂 1,200                

捐贈收入 李軍雨 1,200                

捐贈收入 林鼎育 1,200                

捐贈收入 莊朝明 1,200                

捐贈收入 林壽琴 1,200                

捐贈收入 莊綉娟 1,200                

捐贈收入 吳林麗珠 1,200                

捐贈收入 莊麗玉 1,200                

捐贈收入 林玉霜 1,200                

捐贈收入 許友亮 1,200                

捐贈收入 王雪花 1,200                

捐贈收入 許文菁 1,200                

捐贈收入 江幸慧 1,200                

捐贈收入 李珮慈 1,200                

捐贈收入 吳玟錚 1,200                

捐贈收入 李珮禎 1,200                

捐贈收入 王勝利 1,200                

捐贈收入 林佳緯 1,200                

捐贈收入 林碧雲 1,200                

捐贈收入 許秀美 1,200                

捐贈收入 王保強 1,200                

捐贈收入 許佳蓁 1,200                

捐贈收入 林甲富 1,200                

捐贈收入 許明道 1,200                

捐贈收入 林福基 1,200                

捐贈收入 許林香苑 1,200                

捐贈收入 林維君 1,200                

捐贈收入 許芳榕 1,200                

捐贈收入 林維庭 1,200                

捐贈收入 許俊江 1,200                

捐贈收入 林立昂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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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周承毅 1,200                

捐贈收入 林銀 1,200                

捐贈收入 伍泰霖 1,200                

捐贈收入 何奔芳 1,200                

捐贈收入 伍碧虹 1,200                

捐贈收入 林光榮 1,200                

捐贈收入 周武慶 1,200                

捐贈收入 林德坤 1,200                

捐贈收入 李敏吾 1,200                

捐贈收入 林德揚 1,200                

捐贈收入 許浩忠 1,200                

捐贈收入 林蔚君 1,200                

捐贈收入 全天候股份有限公司 1,200                

捐贈收入 吳芷萱 1,200                

捐贈收入 向燕蜂 1,200                

捐贈收入 林鄧春香 1,200                

捐贈收入 許張美麗 1,200                

捐贈收入 吳采綾 1,200                

捐贈收入 許淑鳳 1,200                

捐贈收入 何孟芹 1,200                

捐贈收入 許連對 1,200                

捐贈收入 吳金 1,200                

捐贈收入 許善智 1,200                

捐贈收入 林澤佑 1,200                

捐贈收入 許惠玲 1,200                

捐贈收入 吳金花 1,200                

捐贈收入 周俊騫 1,200                

捐贈收入 林圳成 1,200                

捐贈收入 許進安 1,200                

捐贈收入 王再發 1,200                

捐贈收入 朱甲華 1,200                

捐贈收入 林蕊 1,200                

捐贈收入 王少甫 1,200                

捐贈收入 朱善璘 1,200                

捐贈收入 許鳳 1,200                

捐贈收入 林錦明 1,200                

捐贈收入 王保國 1,200                

捐贈收入 林錦城 1,200                

捐贈收入 朱亭語 1,200                

捐贈收入 吳冠賢 1,200                

捐贈收入 許羅云 1,200                

捐贈收入 吳品昕 1,200                

捐贈收入 倪正義 1,200                

捐贈收入 林應媛 1,200                

捐贈收入 呂清泉 1,200                

捐贈收入 李榮彬 1,200                

捐贈收入 倪許金蓮 1,200                

捐贈收入 林聰明 1,200                

捐贈收入 倪顥芸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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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吳品萱 1,200                

捐贈收入 凌昱饒 1,200                

捐贈收入 周揚展 1,200                

捐贈收入 凌盧惠衿 1,200                

捐贈收入 沈秀惠 1,200                

捐贈收入 唐台華 1,200                

捐贈收入 林鴻恩 1,200                

捐贈收入 唐彩雲 1,200                

捐贈收入 林瓊純 1,200                

捐贈收入 夏月敏 1,200                

捐贈收入 吳姚素華 1,200                

捐贈收入 夏世俗 1,200                

捐贈收入 江明修 1,200                

捐贈收入 夏昌河 1,200                

捐贈收入 方東昇 1,200                

捐贈收入 夏思琳 1,200                

捐贈收入 林麗卿 1,200                

捐贈收入 夏陳環 1,200                

捐贈收入 王博懋 1,200                

捐贈收入 周茂榮 1,200                

捐贈收入 林宇 1,200                

捐贈收入 王宥鈞 1,200                

捐贈收入 吳建廷 1,200                

捐贈收入 孫玉凌 1,200                

捐贈收入 林寶瑟 1,200                

捐贈收入 呂博生 1,200                

捐贈收入 林蘇敏 1,200                

捐贈收入 孫承佑 1,200                

捐贈收入 林譽穎 1,200                

捐贈收入 孫林佳靜 1,200                

捐贈收入 朱星宇 1,200                

捐贈收入 孫秋權 1,200                

捐贈收入 林顯民 1,200                

捐贈收入 孫徐辰瑩 1,200                

捐贈收入 王才輔 1,200                

捐贈收入 孫振營 1,200                

捐贈收入 社寮紫南宮 1,200                

捐贈收入 呂漢炎 1,200                

捐贈收入 祁德明 1,200                

捐贈收入 孫綵蓮 1,200                

捐贈收入 吳政哲 1,200                

捐贈收入 孫樂城 1,200                

捐贈收入 邱千玲 1,200                

捐贈收入 呂鴻祥 1,200                

捐贈收入 吳政隆 1,200                

捐贈收入 王蕙鈴 1,200                

捐贈收入 沈禹丞 1,200                

捐贈收入 王秀桃 1,200                

捐贈收入 林年惠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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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王穜嘉 1,200                

捐贈收入 邱巧帆 1,200                

捐贈收入 徐水福 1,200                

捐贈收入 周瑞貞 1,200                

捐贈收入 徐劭安 1,200                

捐贈收入 邱玉華 1,200                

捐贈收入 徐沈梅珍 1,200                

捐贈收入 王禹捷 1,200                

捐贈收入 宋阿千 1,200                

捐贈收入 王禹晴 1,200                

捐贈收入 徐明鴻 1,200                

捐贈收入 周瑞銘 1,200                

捐贈收入 徐林碧雲 1,200                

捐贈收入 林旭昆 1,200                

捐贈收入 徐金貴 1,200                

捐贈收入 沈秋煌 1,200                

捐贈收入 王薏晴 1,200                

捐贈收入 邱杏僑 1,200                

捐贈收入 徐秋絨 1,200                

捐贈收入 周瑟慧 1,200                

捐贈收入 李睿育 1,200                

捐贈收入 林士傑 1,200                

捐贈收入 徐素卿 1,200                

捐贈收入 邱秀珍 1,200                

捐贈收入 王韻涵 1,200                

捐贈收入 沈桂英 1,200                

捐贈收入 徐崇恩 1,200                

捐贈收入 邱育楹 1,200                

捐贈收入 徐曼馨 1,200                

捐贈收入 吳柔橙 1,200                

捐贈收入 方福來 1,200                

捐贈收入 邱季吉 1,200                

捐贈收入 徐源坑 1,200                

捐贈收入 邱宗皓 1,200                

捐贈收入 徐瑞見 1,200                

捐贈收入 邱明男 1,200                

捐贈收入 徐瑞蓮 1,200                

捐贈收入 邱明慧 1,200                

捐贈收入 徐銨翌 1,200                

捐贈收入 吳洪玉琴 1,200                

捐贈收入 卓美珠 1,200                

捐贈收入 邱河洛 1,200                

捐贈收入 王建閎 1,200                

捐贈收入 吳炭 1,200                

捐贈收入 尤雅惠 1,200                

捐贈收入 邱金雲 1,200                

捐贈收入 林于量 1,200                

捐贈收入 邱俊龍 1,200                

捐贈收入 涂永和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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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吳玳瑩 1,200                

捐贈收入 卓家萬 1,200                

捐贈收入 邱垂郁 1,200                

捐贈收入 李于嘉 1,200                

捐贈收入 邱垂源 1,200                

捐贈收入 翁乙之 1,200                

捐贈收入 江增財 1,200                

捐贈收入 翁士峻 1,200                

捐贈收入 吳盈萱 1,200                

捐贈收入 翁司武 1,200                

捐贈收入 邱柏誌 1,200                

捐贈收入 李文中 1,200                

捐贈收入 邱禹涵 1,200                

捐贈收入 王美能 1,200                

捐贈收入 邱禹程 1,200                

捐贈收入 翁建曜 1,200                

捐贈收入 邱禹熙 1,200                

捐贈收入 李文守 1,200                

捐贈收入 邱秋慧 1,200                

捐贈收入 江韋霖 1,200                

捐贈收入 林大鑾 1,200                

捐贈收入 翁淑娣 1,200                

捐贈收入 王宇誠 1,200                

捐贈收入 翁進益 1,200                

捐贈收入 吳禹彤 1,200                

捐贈收入 翁綿 1,200                

捐贈收入 吳秋金 1,200                

捐贈收入 翁麗萍 1,200                

捐贈收入 邱郁雯 1,200                

捐贈收入 王怡心 1,200                

捐贈收入 王惠茹 1,200                

捐贈收入 江振陽 1,200                

捐贈收入 邱家祥 1,200                

捐贈收入 林志憲 1,200                

捐贈收入 邱峻義 1,200                

捐贈收入 李王金蟬 1,200                

捐贈收入 林百忍 1,200                

捐贈收入 高乙仙 1,200                

捐贈收入 吳科進 1,200                

捐贈收入 高子盛 1,200                

捐贈收入 吳竑霖 1,200                

捐贈收入 高有利 1,200                

捐贈收入 邱國宏 1,200                

捐贈收入 江素珍 1,200                

捐贈收入 邱國豪 1,200                

捐贈收入 李世寶 1,200                

捐贈收入 邱張金鶴 1,200                

捐贈收入 王彥鈞 1,200                

捐贈收入 邱淑如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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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王馨 1,200                

捐贈收入 邱淑華 1,200                

捐贈收入 高泓明 1,200                

捐贈收入 王景謀 1,200                

捐贈收入 高城 1,200                

捐贈收入 邱祥瑀 1,200                

捐贈收入 王馨憶 1,200                

捐贈收入 邱創弘 1,200                

捐贈收入 高笑 1,200                

捐贈收入 沈雯倩 1,200                

捐贈收入 高素娟 1,200                

捐贈收入 沈楊柳 1,200                

捐贈收入 江淑如 1,200                

捐贈收入 林百福 1,200                

捐贈收入 高莞荽 1,200                

捐贈收入 吳美錦 1,200                

捐贈收入 江文宏 1,200                

捐贈收入 方鄒永山 1,200                

捐贈收入 高琦華 1,200                

捐贈收入 王秋明 1,200                

捐贈收入 屈谷根 1,200                

捐贈收入 邱筱惠 1,200                

捐贈收入 高鼎昌 1,200                

捐贈收入 邱筱雯 1,200                

捐贈收入 高禎佑 1,200                

捐贈收入 吳胡好 1,200                

捐贈收入 高鵬凱 1,200                

捐贈收入 吳若慈 1,200                

捐贈收入 高權瑜 1,200                

捐贈收入 吳茂賓 1,200                

捐贈收入 李光文 1,200                

捐贈收入 江明璇 1,200                

捐贈收入 寂菩 1,200                

捐贈收入 邱鼎堯 1,200                

捐贈收入 周于珊 1,200                

捐贈收入 吳重毅 1,200                

捐贈收入 周小燕 1,200                

捐贈收入 邱蔡隨珠 1,200                

捐贈收入 常克維 1,200                

捐贈收入 林佑儀 1,200                

捐贈收入 常曉微 1,200                

捐贈收入 吳哲瑋 1,200                

捐贈收入 張子倩 1,200                

捐贈收入 沈蔚似 1,200                

捐贈收入 張之冠 1,200                

捐贈收入 邱謝秀基 1,200                

捐贈收入 張介鏵 1,200                

捐贈收入 王劭鏞 1,200                

捐贈收入 張尹瑄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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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朱美芳 1,200                

捐贈收入 屈棋萬 1,200                

捐贈收入 方睿誼 1,200                

捐贈收入 李自平 1,200                

捐贈收入 邱耀輝 1,200                

捐贈收入 李妤婕 1,200                

捐贈收入 邱蘭雅 1,200                

捐贈收入 張月桂 1,200                

捐贈收入 邱顯成 1,200                

捐贈收入 張王玉柳 1,200                

捐贈收入 王吳淑美 1,200                

捐贈收入 張正松 1,200                

捐贈收入 吳浩平 1,200                

捐贈收入 張永昌 1,200                

捐贈收入 沈禧貞 1,200                

捐贈收入 李孝寬 1,200                

捐贈收入 長樂街土地星君 1,200                

捐贈收入 張玉春 1,200                

捐贈收入 王紫妃 1,200                

捐贈收入 林秀芳 1,200                

捐贈收入 周葉麗玉 1,200                

捐贈收入 張玉雲 1,200                

捐贈收入 何昀庭 1,200                

捐贈收入 李志華 1,200                

捐贈收入 侯幸吟 1,200                

捐贈收入 張旭林 1,200                

捐贈收入 吳素芳 1,200                

捐贈收入 張有德 1,200                

捐贈收入 王呂美梨 1,200                

捐贈收入 張羽希 1,200                

捐贈收入 王宏仁 1,200                

捐贈收入 古佳琪 1,200                

捐贈收入 王雅萍 1,200                

捐贈收入 李沛宸 1,200                

捐贈收入 江明諺 1,200                

捐贈收入 古春榮 1,200                

捐贈收入 吳偉雯 1,200                

捐贈收入 張志樺 1,200                

捐贈收入 林子評 1,200                

捐贈收入 江麗卿 1,200                

捐贈收入 凃宥瑄 1,200                

捐贈收入 張秀梅 1,200                

捐贈收入 凃淑美 1,200                

捐贈收入 房佳蓉 1,200                

捐贈收入 吳國芳 1,200                

捐贈收入 張育彰 1,200                

捐贈收入 姚亦姍 1,200                

捐贈收入 張佳雄 1,200                

捐贈收入 姚弦淂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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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李秀煥 1,200                

捐贈收入 姚梓彬 1,200                

捐贈收入 張孟朝 1,200                

捐贈收入 姚富立 1,200                

捐贈收入 李秀蘭 1,200                

捐贈收入 王雅蕙 1,200                

捐贈收入 李京珉 1,200                

捐贈收入 王雲喜 1,200                

捐贈收入 張明青 1,200                

捐贈收入 王黃幸 1,200                

捐贈收入 何家麗 1,200                

捐贈收入 姚進財 1,200                

捐贈收入 古鳳雯 1,200                

捐贈收入 林吳德妹 1,200                

捐贈收入 張芝菁 1,200                

捐贈收入 姚碧雲 1,200                

捐贈收入 張芮禎 1,200                

捐贈收入 姚劉粉 1,200                

捐贈收入 張芳榮 1,200                

捐贈收入 姚瓊蓉 1,200                

捐贈收入 張邱貴葉 1,200                

捐贈收入 王傳信 1,200                

捐贈收入 李佩靜 1,200                

捐贈收入 吳清財 1,200                

捐贈收入 張金章 1,200                

捐贈收入 王楊碧蓮 1,200                

捐贈收入 李佳娟 1,200                

捐贈收入 吳許素美 1,200                

捐贈收入 李佳紘 1,200                

捐贈收入 姜贊梅 1,200                

捐贈收入 張信語 1,200                

捐贈收入 姜譯婷 1,200                

捐贈收入 張南田 1,200                

捐贈收入 施伯宗 1,200                

捐贈收入 張思永 1,200                

捐贈收入 辛俊昇 1,200                

捐贈收入 朱亭諭 1,200                

捐贈收入 吳釧瑜 1,200                

捐贈收入 張珈爾 1,200                

捐贈收入 施邑蓉 1,200                

捐贈收入 張美江 1,200                

捐贈收入 施佩君 1,200                

捐贈收入 田世宏 1,200                

捐贈收入 施佳伶 1,200                

捐贈收入 張美琴 1,200                

捐贈收入 施怡如 1,200                

捐贈收入 丁玉香 1,200                

捐贈收入 吳陳言 1,200                

捐贈收入 李和平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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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辛俊達 1,200                

捐贈收入 張重謙 1,200                

捐贈收入 施秉均 1,200                

捐贈收入 李和穆 1,200                

捐贈收入 施政 1,200                

捐贈收入 周向容 1,200                

捐贈收入 施政融 1,200                

捐贈收入 張容瑞 1,200                

捐贈收入 施盈如 1,200                

捐贈收入 周圭壁 1,200                

捐贈收入 施盈年 1,200                

捐贈收入 李坤宗 1,200                

捐贈收入 吳惠姿 1,200                

捐贈收入 張恩慈 1,200                

捐贈收入 施美鴛 1,200                

捐贈收入 張晏承 1,200                

捐贈收入 吳智謀 1,200                

捐贈收入 張珮津 1,200                

捐贈收入 吳朝松 1,200                

捐贈收入 張祝華 1,200                

捐贈收入 施滄江 1,200                

捐贈收入 張素如 1,200                

捐贈收入 江朋育 1,200                

捐贈收入 房增友 1,200                

捐贈收入 施錦勝 1,200                

捐贈收入 張啟烽 1,200                

捐贈收入 施靜秀 1,200                

捐贈收入 李宗霖 1,200                

捐贈收入 施駿偉 1,200                

捐贈收入 李宜恬 1,200                

捐贈收入 何昀祖 1,200                

捐贈收入 何健民 1,200                

捐贈收入 柯立宸 1,200                

捐贈收入 張清木 1,200                

捐贈收入 柯守澤 1,200                

捐贈收入 張翊廷 張翊萱 簡翎卉 1,200                

捐贈收入 李意鈞 1,200                

捐贈收入 江月英 1,200                

捐贈收入 林宏昌 1,200                

捐贈收入 白汝芬 1,200                

捐贈收入 柯沛涵 1,200                

捐贈收入 張勝欽 1,200                

捐贈收入 吳進德 1,200                

捐贈收入 張博淳 1,200                

捐贈收入 柯秀敏 1,200                

捐贈收入 張博竣 1,200                

捐贈收入 吳鈞翔 1,200                

捐贈收入 張惠君 1,200                

捐贈收入 吳隆進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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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李銘儒 1,200                

捐贈收入 吳雅雯 1,200                

捐贈收入 李岱瑾 1,200                

捐贈收入 柯明陽 1,200                

捐贈收入 張椀晴 1,200                

捐贈收入 王筱芳 1,200                

捐贈收入 李承謙 1,200                

捐贈收入 柯俊逸 1,200                

捐贈收入 張皓承 1,200                

捐贈收入 柯宥涵 1,200                

捐贈收入 林育任 1,200                

捐贈收入 王廷耕 1,200                

捐贈收入 張華宸 1,200                

捐贈收入 周榮豐 1,200                

捐贈收入 李明倫 1,200                

捐贈收入 柯桂花 1,200                

捐贈收入 張雅茹 1,200                

捐贈收入 吳黃翠瑩 1,200                

捐贈收入 周秀貞 1,200                

捐贈收入 吳新進 1,200                

捐贈收入 李易倡 1,200                

捐贈收入 柯嘉琳 1,200                

捐贈收入 李易諠 1,200                

捐贈收入 吳瑄瑄 1,200                

捐贈收入 張瑄屏 1,200                

捐贈收入 何東霖 1,200                

捐贈收入 李東燐 1,200                

捐贈收入 柯懷翔 1,200                

捐贈收入 張瑞娟 1,200                

捐贈收入 王節英 1,200                

捐贈收入 王欣鳳 1,200                

捐贈收入 柳采妍 1,200                

捐贈收入 張誠恩 1,200                

捐贈收入 柳秋炎 1,200                

捐贈收入 李知進 1,200                

捐贈收入 柳竑佑 1,200                

捐贈收入 李芳汝 1,200                

捐贈收入 柳順元 1,200                

捐贈收入 張甄文 1,200                

捐贈收入 柳毅群 1,200                

捐贈收入 張睿庭 1,200                

捐贈收入 段紀玲 1,200                

捐贈收入 張翠芳 1,200                

捐贈收入 辛俊賢 1,200                

捐贈收入 李芸霓 1,200                

捐贈收入 吳嘉耀 1,200                

捐贈收入 張賓仁 1,200                

捐贈收入 洪子鈞 1,200                

捐贈收入 王泓文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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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辛森源 1,200                

捐贈收入 李俊吉 1,200                

捐贈收入 洪文仁 1,200                

捐贈收入 張錦坤 1,200                

捐贈收入 洪文亮 1,200                

捐贈收入 張錫鈿 1,200                

捐贈收入 洪月卿 1,200                

捐贈收入 王玠文 1,200                

捐贈收入 洪月琴 1,200                

捐贈收入 江月琴 1,200                

捐贈收入 洪月嬌 1,200                

捐贈收入 張櫂瑄 1,200                

捐贈收入 王詩卿 1,200                

捐贈收入 尤柏諺 1,200                

捐贈收入 周禎貞 1,200                

捐贈收入 張瀚中 1,200                

捐贈收入 吳榮濱 1,200                

捐贈收入 張瓊丹 1,200                

捐贈收入 洪任達 1,200                

捐贈收入 張瓊珠 1,200                

捐贈收入 洪如南 1,200                

捐贈收入 李垣瑾 1,200                

捐贈收入 洪宇涵 1,200                

捐贈收入 張寶謙 1,200                

捐贈收入 洪伯由 1,200                

捐贈收入 張釋之 1,200                

捐贈收入 洪廷岳 1,200                

捐贈收入 張巍騰 1,200                

捐贈收入 洪秀羽 1,200                

捐贈收入 王玥芸 1,200                

捐贈收入 朱靖恩 1,200                

捐贈收入 曹秀霞 1,200                

捐贈收入 邢展華 1,200                

捐贈收入 曹忠萍 1,200                

捐贈收入 吳碧玲 1,200                

捐贈收入 曹梁淑鈺 1,200                

捐贈收入 吳碧鐘 1,200                

捐贈收入 曹銘益 1,200                

捐贈收入 洪忠平 1,200                

捐贈收入 李峙霆 1,200                

捐贈收入 洪忠銘 1,200                

捐贈收入 王玫瑜 1,200                

捐贈收入 吳端津 1,200                

捐贈收入 梁明楨 1,200                

捐贈收入 洪明傑 1,200                

捐贈收入 九世國際有限公司統編29078478 1,200                

捐贈收入 邢展豪 1,200                

捐贈收入 梁金英 1,200                

捐贈收入 洪玫甄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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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梁美琴 1,200                

捐贈收入 林宏逸 1,200                

捐贈收入 梁家銘 1,200                

捐贈收入 洪采緹 1,200                

捐贈收入 李思儀 1,200                

捐贈收入 吳鄭秀春 1,200                

捐贈收入 李思緯 1,200                

捐贈收入 王詩瑋 1,200                

捐贈收入 石先祥 1,200                

捐贈收入 洪星泉 1,200                

捐贈收入 梁德鈺 1,200                

捐贈收入 洪春黛 1,200                

捐贈收入 梁鎮宇 1,200                

捐贈收入 洪昱丞 1,200                

捐贈收入 李柔瑩 1,200                

捐贈收入 洪柄堯 1,200                

捐贈收入 周岳霖 1,200                

捐贈收入 洪美玉 1,200                

捐贈收入 畢開元 1,200                

捐贈收入 洪美娟 1,200                

捐贈收入 石明禮 1,200                

捐贈收入 邢謙信 1,200                

捐贈收入 林文英 1,200                

捐贈收入 洪夏蓮 1,200                

捐贈收入 李秋梅 1,200                

捐贈收入 江雨昕 1,200                

捐贈收入 統昱企業社 1,200                

捐贈收入 周胡雅惠 1,200                

捐贈收入 莊子萱 1,200                

捐贈收入 吳熹皓 1,200                

捐贈收入 莊宇程 1,200                

捐贈收入 王詩豪 1,200                

捐贈收入 莊佳郡 1,200                

捐贈收入 吳興 1,200                

捐贈收入 莊宗仁 1,200                

捐贈收入 吳錦木 1,200                

捐贈收入 莊宜軒 1,200                

捐贈收入 洪崢御 1,200                

捐贈收入 莊宜縈 1,200                

捐贈收入 阮氏香 1,200                

捐贈收入 莊林淑女 1,200                

捐贈收入 朱興慶 1,200                

捐贈收入 石烽樽 1,200                

捐贈收入 洪淑娟 1,200                

捐贈收入 莊品嫻 1,200                

捐贈收入 丁順華 1,200                

捐贈收入 李若慈 1,200                

捐贈收入 王鉑洺 1,200                

捐贈收入 石惠珍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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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才靜怡 1,200                

捐贈收入 東謚布行 1,200                

捐贈收入 吳謝寶連 1,200                

捐贈收入 莊陳小鳳 1,200                

捐贈收入 洪黃榮子 1,200                

捐贈收入 莊博亦 1,200                

捐贈收入 洪敬程 1,200                

捐贈收入 莊富雄 1,200                

捐贈收入 吳駿弘 1,200                

捐贈收入 莊雅喬 1,200                

捐贈收入 洪楷雋 1,200                

捐贈收入 禾苗素食-苗勃 1,200                

捐贈收入 朱環 1,200                

捐贈收入 莊誠欽 1,200                

捐贈收入 洪溶澧 1,200                

捐贈收入 林育萱 1,200                

捐贈收入 洪瑞和 1,200                

捐贈收入 林育慶 1,200                

捐贈收入 王紅止 1,200                

捐贈收入 林谷川 1,200                

捐贈收入 吳簡玉蘭 1,200                

捐贈收入 李書旭 1,200                

捐贈收入 洪詮智 1,200                

捐贈收入 江有芳 1,200                

捐贈收入 王志明 1,200                

捐贈收入 王力耘 1,200                

捐贈收入 洪嘉誠 1,200                

捐贈收入 尤美 1,200                

捐贈收入 洪滿足 1,200                

捐贈收入 許正治 1,200                

捐贈收入 洪維甫 1,200                

捐贈收入 李鴻猷 1,200                

捐贈收入 洪維謙 1,200                

捐贈收入 許如濴 1,200                

捐贈收入 洪銘漢 1,200                

捐贈收入 許吳花繡 許天文 許俊宏 許玄道 許家豪 許添源 1,200                

捐贈收入 王快 1,200                

捐贈收入 何朝健 1,200                

捐贈收入 李劉花 1,200                

捐贈收入 王千萬 1,200                

捐贈收入 許麗珠 1,200                

捐贈收入 許育瑋 1,200                

捐贈收入 連文正 1,200                

捐贈收入 許佳萍 1,200                

捐贈收入 洪璟繪 1,200                

捐贈收入 伍姮樺 1,200                

捐贈收入 王嘉怡 1,200                

捐贈收入 許怡婷 1,200                

捐贈收入 洪蕭明珠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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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王元甫 1,200                

捐贈收入 洪錦珠 1,200                

捐贈收入 許林秀 1,200                

捐贈收入 王嘉祺 1,200                

捐贈收入 許林素娥 1,200                

捐贈收入 王福來 1,200                

捐贈收入 李素梅 1,200                

捐贈收入 卓子睿 1,200                

捐贈收入 李國誠 1,200                

捐贈收入 洪麗霜 1,200                

捐贈收入 許長林 1,200                

捐贈收入 吳艷子 1,200                

捐贈收入 伍泰維 1,200                

捐贈收入 洪贔珈 1,200                

捐贈收入 許宥鵬 1,200                

捐贈收入 吳艷紅 1,200                

捐贈收入 許珉慈 1,200                

捐贈收入 胡文芳 1,200                

捐贈收入 許美秀 1,200                

捐贈收入 胡伊利 1,200                

捐贈收入 許美琴 1,200                

捐贈收入 胡守端 1,200                

捐贈收入 李婉甄 1,200                

捐贈收入 王維〈忄志〉 1,200                

捐贈收入 許倚瑄 1,200                

捐贈收入 王維君 1,200                

捐贈收入 許倫嘉 1,200                

捐贈收入 呂汶家 1,200                

捐贈收入 許家豪 1,200                

捐贈收入 胡炎坤 1,200                

捐贈收入 王允至 1,200                

捐贈收入 胡美玟 1,200                

捐贈收入 許庭瑜 1,200                

捐贈收入 胡峻豪 1,200                

捐贈收入 李敏淑 1,200                

捐贈收入 周香君 1,200                

捐贈收入 王侲佲 1,200                

捐贈收入 呂芊瑢 1,200                

捐贈收入 許祐嘉 1,200                

捐贈收入 王語沁 1,200                

捐贈收入 向柏瑋 1,200                

捐贈收入 呂尚謙 1,200                

捐贈收入 向柏勳 1,200                

捐贈收入 胡凱蜜 1,200                

捐贈收入 王俊彥 1,200                

捐贈收入 呂昆峯 1,200                

捐贈收入 江享訓 1,200                

捐贈收入 呂昆憲 1,200                

捐贈收入 李清池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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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胡發金 1,200                

捐贈收入 李清聯 1,200                

捐贈收入 胡舒宜 1,200                

捐贈收入 許淙淯 1,200                

捐贈收入 胡開 1,200                

捐贈收入 許清浩 1,200                

捐贈收入 呂金在 1,200                

捐贈收入 朱力弘 1,200                

捐贈收入 胡嘉芬 1,200                

捐贈收入 林文財 1,200                

捐贈收入 胡語彤 1,200                

捐贈收入 許喬恩 1,200                

捐贈收入 呂亮琴 1,200                

捐贈收入 李紹琦 1,200                

捐贈收入 呂俊賢 1,200                

捐贈收入 許惠晴 1,200                

捐贈收入 胡賢智 1,200                

捐贈收入 李陳牡丹 1,200                

捐贈收入 胡曉霞 1,200                

捐贈收入 朱文勇 1,200                

捐贈收入 胡鏸文 1,200                

捐贈收入 王俊隆 1,200                

捐贈收入 呂宥葶 1,200                

捐贈收入 許雅姿 1,200                

捐贈收入 范金喜 1,200                

捐贈收入 朱永權 1,200                

捐贈收入 范春蘭 1,200                

捐贈收入 李惠妙 1,200                

捐贈收入 許嘉芳 1,200                

捐贈收入 許萬賞 1,200                

捐贈收入 王俊叡 1,200                

捐贈收入 林三全 1,200                

捐贈收入 范家菱 1,200                

捐贈收入 許睿心 1,200                

捐贈收入 范家禎 1,200                

捐贈收入 李智傑 1,200                

捐贈收入 王勲珍 1,200                

捐贈收入 江佳蒨 1,200                

捐贈收入 卓志運 1,200                

捐贈收入 許慧如 1,200                

捐贈收入 呂素惠 1,200                

捐贈收入 許蓮生 1,200                

捐贈收入 呂國聖 1,200                

捐贈收入 李筑薏 1,200                

捐贈收入 范鳳如 1,200                

捐贈收入 朱金鳳 1,200                

捐贈收入 呂婕銓 1,200                

捐贈收入 許璧如 1,200                

捐贈收入 范瓊嬌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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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李雅靜 1,200                

捐贈收入 郁秀英 1,200                

捐贈收入 林佳儀 1,200                

捐贈收入 呂敏子 1,200                

捐贈收入 許寶雲 1,200                

捐贈收入 洪韶憶 1,200                

捐贈收入 王思絜 1,200                

捐贈收入 洪慶祥 1,200                

捐贈收入 林秉頡 1,200                

捐贈收入 劉瑞芳 1,150                

捐贈收入 潘鳳嬌 1,150                

捐贈收入 蔡德瑋 1,150                

捐贈收入 柳余好 1,150                

捐贈收入 張羽彤 1,145                

捐贈收入 葉月媛 1,130                

捐贈收入 杜金泓 1,130                

捐贈收入 許維庭 1,125                

捐贈收入 楊祐寧 1,100                

捐贈收入 廖若惟 1,100                

捐贈收入 陳金彩 1,100                

捐贈收入 陳冠廷 1,100                

捐贈收入 蕭辰峰 1,100                

捐贈收入 黃明珈 1,100                

捐贈收入 楊進安 1,100                

捐贈收入 陳品宇 1,100                

捐贈收入 黃之瑩 1,100                

捐贈收入 劉昀芸 1,100                

捐贈收入 龔子喬 1,100                

捐贈收入 劉芮芮 1,100                

捐贈收入 蕭淑惠 1,100                

捐贈收入 黃奕穎 1,100                

捐贈收入 楊勝帆 1,100                

捐贈收入 陳姿蘋 1,100                

捐贈收入 游黃秀滿 1,100                

捐贈收入 黃洪富 1,100                

捐贈收入 顏慧萍 1,100                

捐贈收入 劉智揚 1,100                

捐贈收入 廖王筠 1,100                

捐贈收入 劉雅婷 1,100                

捐贈收入 盧周浮 1,100                

捐贈收入 廖賴美招 1,100                

捐贈收入 陳明凱 1,100                

捐贈收入 劉裕季 1,100                

捐贈收入 楊采儒 1,100                

捐贈收入 郭韋廷 1,100                

捐贈收入 蕭棟梁 1,100                

捐贈收入 劉燕珠 1,100                

捐贈收入 賴泳丞 1,100                

捐贈收入 劉謝翠玉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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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賴達成 1,100                

捐贈收入 潘俊杰 1,100                

捐贈收入 黃秀滿 1,100                

捐贈收入 黃秀香 1,100                

捐贈收入 潘碧芳 1,100                

捐贈收入 駿發企業社 鍾畯臣 1,100                

捐贈收入 潘豪發 1,100                

捐贈收入 陳善芝 1,100                

捐贈收入 趙光華 1,100                

捐贈收入 黃QQ 1,100                

捐贈收入 潘麗卿 1,100                

捐贈收入 廖凡廣 1,100                

捐贈收入 陳彥達 1,100                

捐贈收入 廖俞淨 1,100                

捐贈收入 蔡主 1,100                

捐贈收入 郭雅萍 1,100                

捐贈收入 陳男銘 1,100                

捐贈收入 廖崇智 1,100                

捐贈收入 陳薇晴 1,100                

捐贈收入 郭婉淳 1,100                

捐贈收入 蔡育慈 1,100                

捐贈收入 盧麗卿 1,100                

捐贈收入 陳藝方 1,100                

捐贈收入 楊秉儒 1,100                

捐贈收入 陳又瑜 1,100                

捐贈收入 楊俊翔 1,100                

捐贈收入 陳鵬宇 1,100                

捐贈收入 楊政潔 1,100                

捐贈收入 黃麥亞蘭 1,100                

捐贈收入 楊昭明 1,100                

捐贈收入 蔡金鳳 1,100                

捐贈收入 陳弘淑 1,100                

捐贈收入 蔡財林 1,100                

捐贈收入 賴香妃 1,100                

捐贈收入 蔡菊玲 1,100                

捐贈收入 楊勝憑 1,100                

捐贈收入 黃塗牆 1,100                

捐贈收入 楊竣丞 1,100                

捐贈收入 郭秀惠 1,100                

捐贈收入 楊閔媗 1,100                

捐贈收入 楊蕊鄉 1,100                

捐贈收入 楊曉琪 1,100                

捐贈收入 陳爰希 1,100                

捐贈收入 溫秋蓉 1,100                

捐贈收入 黃靖雅 1,100                

捐贈收入 郭坤穎 1,100                

捐贈收入 陳美秀 1,100                

捐贈收入 陳玉珊 1,100                

捐贈收入 鄭包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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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陳祥瑞 1,100                

捐贈收入 郭泰進 1,100                

捐贈收入 郭陳匏 1,100                

捐贈收入 陳美潤 1,100                

捐贈收入 顏偉仁 1,100                

捐贈收入 彭義德 1,100                

捐贈收入 魏壽一 1,100                

捐贈收入 鄭秉軒 1,100                

捐贈收入 羅舉國 1,100                

捐贈收入 鄭淑萍 1,100                

捐贈收入 廖凡瑞 1,100                

捐贈收入 慈法佛堂 1,100                

捐贈收入 蘇心慈 1,100                

捐贈收入 鄭煒祥 1,100                

捐贈收入 陳侲學 1,100                

捐贈收入 鄭鴻書 1,100                

捐贈收入 廖春旺 1,100                

捐贈收入 黎玉英 1,100                

捐贈收入 蘇筱婷 1,100                

捐贈收入 曾俊榮 1,100                

捐贈收入 盧可足 1,100                

捐贈收入 盧明珠 1,100                

捐贈收入 周翊靜 1,100                

捐贈收入 王若育 1,100                

捐贈收入 梁潔芳 1,100                

捐贈收入 林郁傑 1,100                

捐贈收入 吳易陞 1,100                

捐贈收入 王華麗 1,100                

捐贈收入 吳烜榕 1,100                

捐贈收入 李千儀 1,100                

捐贈收入 林茂川 1,100                

捐贈收入 方蕾蕾 1,100                

捐贈收入 吳承恩 1,100                

捐贈收入 王裕專 1,100                

捐贈收入 張子儀 1,100                

捐贈收入 何佳姿 1,100                

捐贈收入 石秀雲 1,100                

捐贈收入 林裕哲 1,100                

捐贈收入 王寅章 1,100                

捐贈收入 林漢墻 1,100                

捐贈收入 吳毓堃 1,100                

捐贈收入 李宗翰 1,100                

捐贈收入 汪佳良 1,100                

捐贈收入 林慶容 1,100                

捐贈收入 王凱民 1,100                

捐贈收入 林慶慧 1,100                

捐贈收入 高巧恩 1,100                

捐贈收入 林慶靜 1,100                

捐贈收入 白林鳳珠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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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林麗娟 1,100                

捐贈收入 吳信儀 1,100                

捐贈收入 李昕桐 1,100                

捐贈收入 張君如 1,100                

捐贈收入 王宥程 1,100                

捐贈收入 張泰源 1,100                

捐贈收入 王鳳明 1,100                

捐贈收入 吳健弘 1,100                

捐贈收入 邱阿五 1,100                

捐贈收入 曹階得 1,100                

捐贈收入 邱柏穎 1,100                

捐贈收入 梁躍競 1,100                

捐贈收入 邱意琳 1,100                

捐贈收入 林泳洲 1,100                

捐贈收入 邵卓蕙 1,100                

捐贈收入 汪巧齡 1,100                

捐贈收入 姜宇宸 1,100                

捐贈收入 汪佳興 1,100                

捐贈收入 姜昀 1,100                

捐贈收入 孫郅凱 1,100                

捐贈收入 姜智錦 1,100                

捐贈收入 涂庭姍 1,100                

捐贈收入 施智翔 1,100                

捐贈收入 吳昇煌 1,100                

捐贈收入 余高盡 1,100                

捐贈收入 周宏彥 1,100                

捐贈收入 柯凱馨 1,100                

捐贈收入 王秀綠 洪銘漢 1,100                

捐贈收入 林宥承 1,100                

捐贈收入 張凡仁 1,100                

捐贈收入 李莊金蘭 1,100                

捐贈收入 張小玲 1,100                

捐贈收入 余麗月 1,100                

捐贈收入 白茂堤 1,100                

捐贈收入 李開泰 1,100                

捐贈收入 呂清發 1,100                

捐贈收入 洪國祥 1,100                

捐贈收入 張延亦 1,100                

捐贈收入 洪尉真 1,100                

捐贈收入 吳美坤 1,100                

捐贈收入 紀婉婷 1,100                

捐贈收入 張益盛 1,100                

捐贈收入 古艾立 1,100                

捐贈收入 張菱育 1,100                

捐贈收入 胡芸蓁 1,100                

捐贈收入 張靜宜 1,100                

捐贈收入 吳宇軒 1,100                

捐贈收入 張儷儒 1,100                

捐贈收入 古佳玉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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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吳陳愛玉 1,100                

捐贈收入 李麗芬 1,100                

捐贈收入 林李素 1,100                

捐贈收入 胡麗莉 1,100                

捐贈收入 莊水耀 1,100                

捐贈收入 古定豐 1,100                

捐贈收入 林佳燕 1,100                

捐贈收入 吳璧如 1,100                

捐贈收入 吳鴻源 1,100                

捐贈收入 林彥甫 1,100                

捐贈收入 唐淑君 1,100                

捐贈收入 茆育成 1,100                

捐贈收入 徐有旺 1,100                

捐贈收入 張簡坤地 1,060                

捐贈收入 張簡蔡金 1,060                

捐贈收入 蔣佩珊 1,050                

捐贈收入 郭哲宏 1,050                

捐贈收入 陳易陽 1,050                

捐贈收入 陳允泰 1,050                

捐贈收入 陳盈秀 1,050                

捐贈收入 陳正民 1,050                

捐贈收入 陳映瑄 1,030                

捐贈收入 簡育賢 1,015                

捐贈收入 郭原鈺 1,000                

捐贈收入 陳玉華 1,000                

捐贈收入 蔡宛真 1,000                

捐贈收入 陳麗香 1,000                

捐贈收入 黃陳秀 1,000                

捐贈收入 蘇佳美 1,000                

捐贈收入 黃陳美珠 黃建榮 黃建誠 黃薰瑱 黃于菱 劉芮輔 1,000                

捐贈收入 黃珮晴 1,000                

捐贈收入 陳楊月柳 1,000                

捐贈收入 游焰能 1,000                

捐贈收入 蔡易宗 1,000                

捐贈收入 陳郭愛春 1,000                

捐贈收入 蔡易展 1,000                

捐贈收入 黃士維 1,000                

捐贈收入 蔡易諭 1,000                

捐贈收入 蔡江泉 1,000                

捐贈收入 蔡松雄 1,000                

捐贈收入 薛志超 1,000                

捐贈收入 蔡玟騏 1,000                

捐贈收入 謝旻錞 薛文厚 薛宇廷 薛惠心 薛博仁 1,000                

捐贈收入 謝啟康 1,000                

捐贈收入 謝智明 1,000                

捐贈收入 謝豐安 1,000                

捐贈收入 黃婷婷 1,000                

捐贈收入 湛桂春 1,000                

捐贈收入 蔡金珀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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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簡嘉儀 1,000                

捐贈收入 劉芳慧 1,000                

捐贈收入 黃能 1,000                

捐贈收入 黃湘菱 1,000                

捐贈收入 羅仕雲 1,000                

捐贈收入 蔡哲雄 1,000                

捐贈收入 羅鄧春桃 1,000                

捐贈收入 陳昭洋 1,000                

捐贈收入 黃木信 1,000                

捐贈收入 黃金山 1,000                

捐贈收入 楊朝強 1,000                

捐贈收入 蔡張毓心 1,000                

捐贈收入 黃振卿 1,000                

捐贈收入 黃菊新 1,000                

捐贈收入 薛竣銘 1,000                

捐贈收入 蔡淑娟 1,000                

捐贈收入 連林金碧 1,000                

捐贈收入 傅玉鳳 1,000                

捐贈收入 謝長憲 1,000                

捐贈收入 黃順慶 1,000                

捐贈收入 游英琴 1,000                

捐贈收入 陳秀慧 1,000                

捐贈收入 謝竣羽 1,000                

捐贈收入 劉金忠 1,000                

捐贈收入 鍾孟穎 1,000                

捐贈收入 黃金玉 1,000                

捐贈收入 游瑞堂 1,000                

捐贈收入 蔡貴麗 1,000                

捐贈收入 黃佩玉 1,000                

捐贈收入 陳秀蘭 1,000                

捐贈收入 簡郭秀敏 1,000                

捐贈收入 傅歆雅 1,000                

捐贈收入 藍白皮〈半吸墨〉4679970金藝 1,000                

捐贈收入 陳彥龍 1,000                

捐贈收入 陳傅慧麒 1,000                

捐贈收入 蔡筠瑞 1,000                

捐贈收入 詹玉綺 1,000                

捐贈收入 蔡碧貞 1,000                

捐贈收入 馮鈺琇 1,000                

捐贈收入 蔡碧惠 1,000                

捐贈收入 羅幸幸 1,000                

捐贈收入 陳柏邑 1,000                

捐贈收入 羅慈惠 1,000                

捐贈收入 郭庭宇 1,000                

捐贈收入 蔡水泉 1,000                

捐贈收入 陳天送 1,000                

捐贈收入 劉岳明 1,000                

捐贈收入 陳宏彥 1,000                

捐贈收入 陳湘如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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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陳宏鎮闔家 1,000                

捐贈收入 鮑志廷 1,000                

捐贈收入 黃敏聰 1,000                

捐贈收入 陳橘 1,000                

捐贈收入 黃鈺茹 1,000                

捐贈收入 歐俊巖 1,000                

捐贈收入 彭沛瑜 1,000                

捐贈收入 戴傳旺 1,000                

捐贈收入 陳佳昌 1,000                

捐贈收入 薛邱月美 1,000                

捐贈收入 陳文元 1,000                

捐贈收入 謝水田 1,000                

捐贈收入 劉姿君 1,000                

捐贈收入 温有香 1,000                

捐贈收入 蔡麗琴 1,000                

捐贈收入 楊懷德 1,000                

捐贈收入 趙玉燕 1,000                

捐贈收入 謝金晶 1,000                

捐贈收入 彭威翰 1,000                

捐贈收入 謝素蘭 1,000                

捐贈收入 彭建燻 1,000                

捐贈收入 謝啟賢 1,000                

捐贈收入 彭英嘉 1,000                

捐贈收入 謝陳美麗 1,000                

捐贈收入 陳美江 1,000                

捐贈收入 謝游秋妹 1,000                

捐贈收入 黃俊維 1,000                

捐贈收入 葉江春蘭 1,000                

捐贈收入 適合服飾 1,000                

捐贈收入 葉奇達 1,000                

捐贈收入 鄧氏深 1,000                

捐贈收入 鍾林容妹 1,000                

捐贈收入 黃裴鋅 1,000                

捐贈收入 鍾彩娥 1,000                

捐贈收入 陳孟伯 1,000                

捐贈收入 葉柏賢 1,000                

捐贈收入 鄭力嘉 1,000                

捐贈收入 湛桂梅 1,000                

捐贈收入 劉政榮 1,000                

捐贈收入 陳細新 1,000                

捐贈收入 黃冠勝 1,000                

捐贈收入 黃坤郁 1,000                

捐贈收入 鄭光志 1,000                

捐贈收入 陳許秀英 1,000                

捐贈收入 郭浚成 1,000                

捐贈收入 葉錦文 1,000                

捐贈收入 陳維仁 1,000                

捐贈收入 童明山 1,000                

捐贈收入 陳姵宇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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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陳玉峰 1,000                

捐贈收入 黃靜淳 1,000                

捐贈收入 董楊鳳娥 1,000                

捐贈收入 彭聖豪 1,000                

捐贈收入 陳萬金 1,000                

捐贈收入 黃鴻升 1,000                

捐贈收入 顏銘毅 1,000                

捐贈收入 陳定國 1,000                

捐贈收入 魏宥丞 1,000                

捐贈收入 鄭秀堅 1,000                

捐贈收入 魏輝斌 1,000                

捐贈收入 鄭林廷妹 1,000                

捐贈收入 羅再添 1,000                

捐贈收入 劉美珍 1,000                

捐贈收入 黃士芬 1,000                

捐贈收入 鄭邱玉花 1,000                

捐贈收入 郭朝騏 1,000                

捐贈收入 陳若嘉 1,000                

捐贈收入 隗林月霞 1,000                

捐贈收入 鄭宥彤 1,000                

捐贈收入 蔡文菱.蔡惟翔.蔡竣安 1,000                

捐贈收入 鄭春池 1,000                

捐贈收入 廖月霞 1,000                

捐贈收入 黃寶玉 1,000                

捐贈收入

黃文印 張若渝 郭細鳳 黃語喬 黃淑怡

 陳雅棻 張漠井 黃瓊瑤 張鈞越 段少龍 1,000                

捐贈收入 鄭素霞 1,000                

捐贈收入 蘇玲 1,000                

捐贈收入 陳延宗 1,000                

捐贈收入 蘇張美華 1,000                

捐贈收入 鄭財發 1,000                

捐贈收入 黃世文 1,000                

捐贈收入 鄭涵云 1,000                

捐贈收入 釋法慈 1,000                

捐贈收入 郭耿豪 1,000                

捐贈收入 鮑紀幸 1,000                

捐贈收入 黃村香 1,000                

捐贈收入 曾嘉祥 1,000                

捐贈收入 黃威程 1,000                

捐贈收入 戴伶 1,000                

捐贈收入 曾光標 1,000                

捐贈收入 戴秀華 1,000                

捐贈收入 鄭陳素敏 1,000                

捐贈收入 戴淑美 1,000                

捐贈收入 鄭勝中 1,000                

捐贈收入 陳張月英 1,000                

捐贈收入 陳首誠 1,000                

捐贈收入 薛吉峰 1,000                

捐贈收入 楊心緯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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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陳玠諴 1,000                

捐贈收入 陳香 1,000                

捐贈收入 薛淨玉 1,000                

捐贈收入 鄭滋淇 1,000                

捐贈收入 陳沛志 1,000                

捐贈收入 鄭舜仁 1,000                

捐贈收入 歐淑芬 1,000                

捐贈收入 陳怡地 1,000                

捐贈收入 謝羽婷 1,000                

捐贈收入 鄭榆樺 1,000                

捐贈收入 謝佩璇 1,000                

捐贈收入 劉家豪 曾翊涵 1,000                

捐贈收入 謝依庭 1,000                

捐贈收入 陳世郎 1,000                

捐贈收入 謝宗宏 1,000                

捐贈收入 鄭慧如 1,000                

捐贈收入 陳芸琪 1,000                

捐贈收入 鄭錦祥 1,000                

捐贈收入 黃見勳 1,000                

捐贈收入 黃建維 1,000                

捐贈收入 陳淨娥 1,000                

捐贈收入 陳怡嘉 1,000                

捐贈收入 謝啟宸 1,000                

捐贈收入 鄭寶隆 1,000                

捐贈收入 謝啟揚 1,000                

捐贈收入 黎大壽 1,000                

捐贈收入 萬和宮媽祖 1,000                

捐贈收入 趙柔婕 1,000                

捐贈收入 潘威廷 1,000                

捐贈收入 劉祐綸 1,000                

捐贈收入 謝智正 1,000                

捐贈收入 劉張己妹 1,000                

捐贈收入 謝智英 1,000                

捐贈收入 楊佳勳 1,000                

捐贈收入 游國信 1,000                

捐贈收入 楊佳靜 1,000                

捐贈收入 潘思璇 1,000                

捐贈收入 劉淑真 1,000                

捐贈收入 陳清安 1,000                

捐贈收入 釋會心 1,000                

捐贈收入 謝艷麗 1,000                

捐贈收入 陳信璁 1,000                

捐贈收入 游朝富 1,000                

捐贈收入 釋豐空 1,000                

捐贈收入 鍾宛蓄 1,000                

捐贈收入 鐘唯甄 1,000                

捐贈收入 鍾美寶 1,000                

捐贈收入 郭瑜菁 1,000                

捐贈收入 葉品蓮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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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盧張金葉 1,000                

捐贈收入 黃玠瑋 1,000                

捐贈收入 陳宣如 1,000                

捐贈收入 鍾富芸 1,000                

捐贈收入 盧陳桂 1,000                

捐贈收入 韓文玉 1,000                

捐贈收入 楊昇樺 1,000                

捐贈收入 黃素梅 1,000                

捐贈收入 黃秀真 1,000                

捐贈收入 潘惠鳳 1,000                

捐贈收入 盧靜華 1,000                

捐贈收入 簡玉麗 1,000                

捐贈收入 曾洪慎治 1,000                

捐贈收入 簡均宇 1,000                

捐贈收入 黃秋月 1,000                

捐贈收入 蒲志隆 1,000                

捐贈收入 楊東霖 1,000                

捐贈收入 無量覺 1,000                

捐贈收入 曾美燕 1,000                

捐贈收入 焦興華 1,000                

捐贈收入 蕭秀儀 1,000                

捐贈收入 葉萻提 1,000                

捐贈收入 陳快 1,000                

捐贈收入 葉翰林 1,000                

捐贈收入 黃玉嬌 1,000                

捐贈收入 程森枝 1,000                

捐贈收入 蕭春桃 1,000                

捐贈收入 葉謝素蘭 1,000                

捐贈收入 黃秀霞 1,000                

捐贈收入 童明翠 1,000                

捐贈收入 陳蔡金姐 1,000                

捐贈收入 藍晨軒 1,000                

捐贈收入 劉翠玉 1,000                

捐贈收入 董春成 1,000                

捐贈收入 遠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                

捐贈收入 郭宗益 1,000                

捐贈收入 蕭惠月 1,000                

捐贈收入 顏英裕 1,000                

捐贈收入 蕭惠如 1,000                

捐贈收入 顏訓屏 1,000                

捐贈收入 廖運標 1,000                

捐贈收入 隆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                

捐贈收入 陳料在 1,000                

捐贈收入 顏筱琪 1,000                

捐贈收入 劉憶汶 1,000                

捐贈收入 黃高勉 黃王雪 1,000                

捐贈收入 陳伯全 1,000                

捐贈收入 詹淳瓊 1,000                

捐贈收入 陳卉姍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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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魏清泉 1,000                

捐贈收入 賴玉銘 1,000                

捐贈收入 蔡千慧 1,000                

捐贈收入 劉興廷 1,000                

捐贈收入 黃偉修 1,000                

捐贈收入 曾淳聰 1,000                

捐贈收入 羅玉嬌 1,000                

捐贈收入 楊婕珮 1,000                

捐贈收入 詹麗月 1,000                

捐贈收入 賴尚仁 1,000                

捐贈收入 路敏鼎 1,000                

捐贈收入 陳林美惠 1,000                

捐贈收入 黃士軒 1,000                

捐贈收入 賴承洋 1,000                

捐贈收入 羅淑秋 1,000                

捐贈收入 黃美雲 1,000                

捐贈收入 羅慈玲 1,000                

捐贈收入 劉蕎瑜 1,000                

捐贈收入 陳景全 1,000                

捐贈收入 曾莞晴 1,000                

捐贈收入 雷少豐 1,000                

捐贈收入 陳素霞 1,000                

捐贈收入 黃偉哲 1,000                

捐贈收入 陳建帆 1,000                

捐贈收入 郭慶進 1,000                

捐贈收入 陳陞 1,000                

捐贈收入 陳俞安 1,000                

捐贈收入 賴進榮 1,000                

捐贈收入 劉邦寶 1,000                

捐贈收入 陳陞夫 1,000                

捐贈收入 陳亮臻 1,000                

捐贈收入 銘成國際貿易實業有限公司 1,000                

捐贈收入 廖坤地 1,000                

捐贈收入 賴新財 1,000                

捐贈收入 廖金良 1,000                

捐贈收入 劉鍾莉英 1,000                

捐贈收入 陳謝和 1,000                

捐贈收入 陳乃榕 1,000                

捐贈收入 蘇晏綾 1,000                

捐贈收入 賴達銘 1,000                

捐贈收入 黃婉菁 1,000                

捐贈收入 蘇絹雲 1,000                

捐贈收入 廖昱淳 1,000                

捐贈收入 蘇裕展 1,000                

捐贈收入 蔡宇嫣 1,000                

捐贈收入 陳紫苓 1,000                

捐贈收入 陳品辰 1,000                

捐贈收入 陳禮建 1,000                

捐贈收入 蘇榮輝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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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賴德紜 1,000                

捐贈收入 廖桂蘭 1,000                

捐贈收入 曾歆勻 1,000                

捐贈收入 釋如解 1,000                

捐贈收入 陳國文 1,000                

捐贈收入 黃彩年 1,000                

捐贈收入 賴馨慧 1,000                

捐贈收入 釋龍泉 1,000                

捐贈收入 盧玫玟 1,000                

捐贈收入 鐘唯元 1,000                

捐贈收入 郭心慧 1,000                

捐贈收入 鐘連順 1,000                

捐贈收入 楊宜瑄 1,000                

捐贈收入 龔百修 1,000                

捐贈收入 陳昀瑚 1,000                

捐贈收入 盧文斌 1,000                

捐贈收入 莊家文 1,000                

捐贈收入 江吉亮 1,000                

捐贈收入 李岱鴒 1,000                

捐贈收入 何靜芬 1,000                

捐贈收入 林冠男 1,000                

捐贈收入 李柔嫻 1,000                

捐贈收入 許清梅 1,000                

捐贈收入 李祉蒂 1,000                

捐贈收入 石佳平 1,000                

捐贈收入 邵秀華 1,000                

捐贈收入 張進坤 1,000                

捐贈收入 丁碧吟 1,000                

捐贈收入 梁慧雲 1,000                

捐贈收入 金小雯 1,000                

捐贈收入 吳慧貞 1,000                

捐贈收入 金典興企業有限公司 1,000                

捐贈收入 邱創城 1,000                

捐贈收入 李美莉 1,000                

捐贈收入 張育瑋 1,000                

捐贈收入 侯凱丰 1,000                

捐贈收入 張英峯 1,000                

捐贈收入 李貞 1,000                

捐贈收入 吳栩瑄 1,000                

捐贈收入 李家豪 1,000                

捐贈收入 王培亦 1,000                

捐贈收入 丁大千 1,000                

捐贈收入 曹有慰 1,000                

捐贈收入 巫順吉 1,000                

捐贈收入 莊志郎 1,000                

捐贈收入 于海樂 1,000                

捐贈收入 許文岳 1,000                

捐贈收入 姜聰敏 1,000                

捐贈收入 許書榮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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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余承勳 1,000                

捐贈收入 林芳墩 1,000                

捐贈收入 施家慶 1,000                

捐贈收入 張玉泉 1,000                

捐贈收入 李大德 1,000                

捐贈收入 張秀葉 1,000                

捐贈收入 施德富 1,000                

捐贈收入 吳昭蓉 1,000                

捐贈收入 朱萬城 1,000                

捐贈收入 張美玉 1,000                

捐贈收入 李培民 1,000                

捐贈收入 張峰瑞 1,000                

捐贈收入 王繹幃 1,000                

捐贈收入 吳家棋 1,000                

捐贈收入 余彩逢 1,000                

捐贈收入 張惠美 1,000                

捐贈收入 李張金戀 1,000                

捐贈收入 張黃寶玉 1,000                

捐贈收入 柯秀華 1,000                

捐贈收入 吳堃烶 1,000                

捐贈收入 柯阿美 1,000                

捐贈收入 張耀南 1,000                

捐贈收入 余煥評 1,000                

捐贈收入 梁心寧 1,000                

捐贈收入 余靖山 1,000                

捐贈收入 章鐘德 1,000                

捐贈收入 江怡瑤 1,000                

捐贈收入 莊芳榮 1,000                

捐贈收入 李淑萍 1,000                

捐贈收入 許子宏 1,000                

捐贈收入 丁亞珍 1,000                

捐贈收入 許再守 1,000                

捐贈收入 丁碧雲 黃秋月 1,000                

捐贈收入 許美惠 1,000                

捐贈收入 余箴文 1,000                

捐贈收入 林松浜 1,000                

捐贈收入 柳純惠 1,000                

捐贈收入 王慶吉 1,000                

捐贈收入 林真印 1,000                

捐贈收入 許經綸 1,000                

捐贈收入 洪介仁 1,000                

捐贈收入 林憶慧 1,000                

捐贈收入 李陳梅 1,000                

捐贈收入 張玉錦 1,000                

捐贈收入 洪世宗 1,000                

捐贈收入 張妤禔 1,000                

捐贈收入 李雪滿 1,000                

捐贈收入 張秀靜 1,000                

捐贈收入 林純紅 1,000                

119/207



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周積孚 1,000                

捐贈收入 王志宗 1,000                

捐贈收入 王偉育 1,000                

捐贈收入 洪伯源 1,000                

捐贈收入 大甲媽祖 1,000                

捐贈收入 王志翔 1,000                

捐贈收入 張美玲 1,000                

捐贈收入 李惠婷 1,000                

捐贈收入 張家蓁 1,000                

捐贈收入 洪松澤 1,000                

捐贈收入 張朕綡 1,000                

捐贈收入 林素真 1,000                

捐贈收入 張惟雅 1,000                

捐贈收入 洪素琴 1,000                

捐贈收入 張逢原 1,000                

捐贈收入 李集鳳 1,000                

捐贈收入 張富瑞 1,000                

捐贈收入 李月秀 1,000                

捐贈收入 邱凡榛 1,000                

捐贈收入 林帝夆 1,000                

捐贈收入 張雅蓁 1,000                

捐贈收入 李義修 李尚儒 李嘉芯 1,000                

捐贈收入 張聖欣 1,000                

捐贈收入 洪惠華 1,000                

捐贈收入 張雋新 1,000                

捐贈收入 洪景郁 1,000                

捐贈收入 張鄭素秋 1,000                

捐贈收入 洪進德 1,000                

捐贈收入 江佩蓉 1,000                

捐贈收入 李榮展 李長燦 謝天月 李佳芸 李尚紘 李政和 李佩玲 1,000                

捐贈收入 何婉詩 1,000                

捐贈收入 李榮展 李長燦 謝天月 李尚紘 李佳芸 李政和 李佩玲 1,000                

捐贈收入 江秀錦 1,000                

捐贈收入 方淑霞 1,000                

捐贈收入 梁清才 1,000                

捐贈收入 李維爵 1,000                

捐贈收入 林勇志 1,000                

捐贈收入 吳永舜 1,000                

捐贈收入 王宥榛 1,000                

捐贈收入 吳永慧 1,000                

捐贈收入 林秀雲 1,000                

捐贈收入 洪誼軒 1,000                

捐贈收入 王淑貞 1,000                

捐贈收入 洪寶鳳 1,000                

捐贈收入 林佳蓉 1,000                

捐贈收入 小黑 1,000                

捐贈收入 王東憲 1,000                

捐贈收入 林耿生 1,000                

捐贈收入 吳碧雲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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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吳印峯 1,000                

捐贈收入 林宗伯闔家 1,000                

捐贈收入 林敏聰 1,000                

捐贈收入 吳震巍 1,000                

捐贈收入 林曼陵 1,000                

捐贈收入 許郁珮 1,000                

捐贈收入 李以安 1,000                

捐贈收入 許茹喻 1,000                

捐贈收入 李鴻翔 1,000                

捐贈收入 林枋棋 1,000                

捐贈收入 李燿政 1,000                

捐贈收入 許翊玲 1,000                

捐贈收入 土地公 1,000                

捐贈收入 王澄津 1,000                

捐贈收入 李伯蕊 潘彥維 1,000                

捐贈收入 吳寶芬 1,000                

捐贈收入 林雪鑾 1,000                

捐贈收入 許榮吉 1,000                

捐贈收入 吳志達 1,000                

捐贈收入 王鄭吉 1,000                

捐贈收入 范文明 1,000                

捐贈收入 王依仁 1,000                

捐贈收入 李麗華 1,000                

捐贈收入 王妲 1,000                

捐贈收入 李寶珠 1,000                

捐贈收入 周進名 1,000                

捐贈收入 范語芯 1,000                

捐贈收入 林蕭芹芳 1,000                

捐贈收入 方麗玲 1,000                

捐贈收入 吳春鳳 1,000                

捐贈收入 王瑞清 1,000                

捐贈收入 張秀燕 1,000                

捐贈收入 倪羚傑 1,000                

捐贈收入 張秀麗 1,000                

捐贈收入 杜芸緁 1,000                

捐贈收入 張育誠 1,000                

捐贈收入 王仲仕 1,000                

捐贈收入 張佩琪 1,000                

捐贈收入 王聖元 1,000                

捐贈收入 林賴碧華 1,000                

捐贈收入 吳秀鸞 1,000                

捐贈收入 李幸穗 1,000                

捐贈收入 杜寶卿 1,000                

捐贈收入 張金蓮 1,000                

捐贈收入 古淑真 1,000                

捐贈收入 林  宏 1,000                

捐贈收入 王萬年 1,000                

捐贈收入 林丁煙 1,000                

捐贈收入 林煌隆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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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林丁碧吟 黃秋月 1,000                

捐贈收入 林煥堯 1,000                

捐贈收入 吳英龍 1,000                

捐贈收入 汪尚廷 1,000                

捐贈收入 石陳緣 1,000                

捐贈收入 孫孟茹 1,000                

捐贈收入 張庭楨 1,000                

捐贈收入 汪金龍 1,000                

捐贈收入 大河文明社區老菩薩 1,000                

捐贈收入 林俐君 1,000                

捐贈收入 林天榮 葉妮 1,000                

捐贈收入 吳阮玉修 1,000                

捐贈收入 林文君 1,000                

捐贈收入 林瑞寬 1,000                

捐贈收入 張淑貞 1,000                

捐贈收入 孫婉珍 1,000                

捐贈收入 張雪娥 1,000                

捐贈收入 沈廷倚 1,000                

捐贈收入 張壹淇 1,000                

捐贈收入 吳佳琪 1,000                

捐贈收入 林月霞 1,000                

捐贈收入 沈怡君 1,000                

捐贈收入 林美月 1,000                

捐贈收入 林青柳 1,000                

捐贈收入 林加展 1,000                

捐贈收入 沈宥恩 1,000                

捐贈收入 吳素華 1,000                

捐贈收入 徐永宗 1,000                

捐贈收入 張黃平定 1,000                

捐贈收入 徐永寧 1,000                

捐贈收入 張猷強 1,000                

捐贈收入 許鳳絹 1,000                

捐贈收入 張運金 1,000                

捐贈收入 許輝雄 1,000                

捐贈收入 邱玉玲 1,000                

捐贈收入 林經理 1,000                

捐贈收入 張綺珍 1,000                

捐贈收入 徐貞華 1,000                

捐贈收入 張賜連 1,000                

捐贈收入 徐耿榮 1,000                

捐贈收入 張錦煜 1,000                

捐贈收入 徐啟勝 1,000                

捐贈收入 伍書雍 1,000                

捐贈收入 邱順德 1,000                

捐贈收入 邱如瑩 1,000                

捐贈收入 沈煒翰 1,000                

捐贈收入 王張西 1,000                

捐贈收入 許麗華 1,000                

捐贈收入 張譯云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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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徐曉慧 1,000                

捐贈收入 林克航 1,000                

捐贈收入 永佳鋁材行 1,000                

捐贈收入 曹美珠 1,000                

捐贈收入 殷國書 1,000                

捐贈收入 梁大德 1,000                

捐贈收入 方錦源 1,000                

捐贈收入 李雨靜 1,000                

捐贈收入 涂景鈜 1,000                

捐贈收入 林志衛 1,000                

捐贈收入 涂馨心 1,000                

捐贈收入 何朝志 1,000                

捐贈收入 留葉貞玉 1,000                

捐贈收入 尤媽科 1,000                

捐贈收入 秦翰隆 1,000                

捐贈收入 章鐘德 1,000                

捐贈收入 林秀紫 1,000                

捐贈收入 王郁淇 1,000                

捐贈收入 莊秀吟 1,000                

捐贈收入 王秀娟 1,000                

捐贈收入 吳雅玉 1,000                

捐贈收入 林萬朝 1,000                

捐贈收入 吳雅雲 1,000                

捐贈收入 周天送 1,000                

捐贈收入 邱昶勳 1,000                

捐贈收入 周世昌 1,000                

捐贈收入 莊銘龍 1,000                

捐贈收入 王勝煌 1,000                

捐贈收入 方瑞雯 1,000                

捐贈收入 袁韶聆 1,000                

捐贈收入 吳榮鴻 1,000                

捐贈收入 馬雅馨 1,000                

捐贈收入 江佩倫 1,000                

捐贈收入 林漢源 1,000                

捐贈收入 許文清 1,000                

捐贈收入 王金花 1,000                

捐贈收入 許兆閎 1,000                

捐贈收入 吳明輝 1,000                

捐贈收入 吳鳳娥 1,000                

捐贈收入 林碧芽 1,000                

捐贈收入 許明利 1,000                

捐贈收入 申豫慧 1,000                

捐贈收入 吳潘金菊 1,000                

捐贈收入 周宜渲 1,000                

捐贈收入 許建豐 1,000                

捐贈收入 王韋喬 1,000                

捐贈收入 林怡君 1,000                

捐贈收入 高勝達 1,000                

捐贈收入 哺獛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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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高嘉禧 1,000                

捐贈收入 朱家緯 1,000                

捐贈收入 婁云昊 1,000                

捐贈收入 林松杰 1,000                

捐贈收入 婁云亭 1,000                

捐贈收入 林松鵬 1,000                

捐贈收入 婁序中 1,000                

捐贈收入 于美玲 1,000                

捐贈收入 密慧玲 1,000                

捐贈收入 許琇茵 1,000                

捐贈收入 王鼎璋 1,000                

捐贈收入 李姚秀連 1,000                

捐贈收入 李宗修 1,000                

捐贈收入 林玨云 1,000                

捐贈收入 林洪菊 1,000                

捐贈收入 林芳銘 1,000                

捐贈收入 林德展 1,000                

捐贈收入 林芳澤 1,000                

捐贈收入 林冠全 1,000                

捐贈收入 林芸右 1,000                

捐贈收入 張文賢 1,000                

捐贈收入 尤傅梅 1,000                

捐贈收入 周素茹 1,000                

捐贈收入 林金玉 1,000                

捐贈收入 林珊如 1,000                

捐贈收入 許肇元 1,000                

捐贈收入 張刊 1,000                

捐贈收入 王惠敏 1,000                

捐贈收入 許鴻基 1,000                

捐贈收入 徐呢妹 1,000                

捐贈收入 徐美玉 1,000                

捐贈收入 徐清玉 1,000                

捐贈收入 彭文彥 950                   

捐贈收入 陳信宏 950                   

捐贈收入 光泉素食 950                   

捐贈收入 許峯瑞 950                   

捐贈收入 洪淑慧 950                   

捐贈收入 謝伃婷 900                   

捐贈收入 黃逸姍 900                   

捐贈收入 蔡明倫蔡懷德林瓊芬蔡千芹郭秀美  蔡元生鄭麗月林水旺吳靜雯 900                   

捐贈收入 鄭文琪 900                   

捐贈收入 陳文卿 900                   

捐贈收入 鄭亦鈞 900                   

捐贈收入 陳美玲 900                   

捐贈收入 黃燕惠 900                   

捐贈收入 黃惠珠 900                   

捐贈收入 趙鴻銘 900                   

捐贈收入 嚴琪惠 900                   

捐贈收入 陳月昭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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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郭麗瑰 900                   

捐贈收入 郭保珠 900                   

捐贈收入 謝亞芸 900                   

捐贈收入 陳忠謀 900                   

捐贈收入 葉思岑 900                   

捐贈收入 楊子萱 900                   

捐贈收入 陳許阿蟾 900                   

捐贈收入 曾玟瑄 900                   

捐贈收入 魏嘉賢 900                   

捐贈收入 鄭鎮耀 900                   

捐贈收入 陳玉嫺 900                   

捐贈收入 陳卿花 900                   

捐贈收入 黃月娟 900                   

捐贈收入 陳聖涵 900                   

捐贈收入 廖哲琦 900                   

捐贈收入 盧俐伶 900                   

捐贈收入 薛雅文 900                   

捐贈收入 陳吳寶獺 900                   

捐贈收入 謝秀真 900                   

捐贈收入 黃泰源 900                   

捐贈收入 黃常益 900                   

捐贈收入 謝孟諭 900                   

捐贈收入 游原洲 900                   

捐贈收入 陳彥宇 900                   

捐贈收入 游婷衣 900                   

捐贈收入 陳桂香 900                   

捐贈收入 游鎧丞 900                   

捐贈收入 陳泰宏 900                   

捐贈收入 湯雅竹 900                   

捐贈收入 劉亞綾 900                   

捐贈收入 葉禎林 900                   

捐贈收入 賴珍姝 900                   

捐贈收入 陳蓁頤 900                   

捐贈收入 賴登望 900                   

捐贈收入 魏榮成 900                   

捐贈收入 黃高勉 900                   

捐贈收入 陳長榮 900                   

捐贈收入 賴睿生 900                   

捐贈收入 羅碧柔 900                   

捐贈收入 賴蕎茵 900                   

捐贈收入 寶信醫療器材行 900                   

捐贈收入 趙允誠 900                   

捐贈收入 蘇家芸 900                   

捐贈收入 劉東和 900                   

捐贈收入 黃以柔 900                   

捐贈收入 陳彩雲 900                   

捐贈收入 黃玉琴 900                   

捐贈收入 陳永承 900                   

捐贈收入 黃婉綺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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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陳雅貞 900                   

捐贈收入 吳振嘉 900                   

捐贈收入 張嘉芸 900                   

捐贈收入 張文昇 900                   

捐贈收入 張伯鈴 900                   

捐贈收入 于占興 900                   

捐贈收入 李宇宸 900                   

捐贈收入 王翊菲 900                   

捐贈收入 方怡婷 900                   

捐贈收入 王穩然 900                   

捐贈收入 何賴貴英 900                   

捐贈收入 張曉菁 900                   

捐贈收入 吳添盛 900                   

捐贈收入 高國禎 900                   

捐贈收入 張志偉 900                   

捐贈收入 林昌阿丹 900                   

捐贈收入 張志清 900                   

捐贈收入 林青瑞 900                   

捐贈收入 張志誠 900                   

捐贈收入 徐世灃 900                   

捐贈收入 吳春滿 900                   

捐贈收入 張永忠 900                   

捐贈收入 張式行 900                   

捐贈收入 林秋冷 900                   

捐贈收入 李安雄 900                   

捐贈收入 高昕豪 900                   

捐贈收入 張秀慈 900                   

捐贈收入 張軒晨 900                   

捐贈收入 徐暐杰 900                   

捐贈收入 方顗瑄 900                   

捐贈收入 徐楊豔蓮 900                   

捐贈收入 王凱駿 900                   

捐贈收入 李依珊 900                   

捐贈收入 白復興 900                   

捐贈收入 呂信緯 900                   

捐贈收入 王春香 900                   

捐贈收入 徐麟翔 900                   

捐贈收入 王禮祺 900                   

捐贈收入 林志民 900                   

捐贈收入 邱奕棠 900                   

捐贈收入 林志忠 900                   

捐贈收入 吳麗香 900                   

捐贈收入 吳色華 900                   

捐贈收入 王姿佾 900                   

捐贈收入 張育銓 900                   

捐贈收入 張玉姻 900                   

捐贈收入 卓彣翊 900                   

捐贈收入 張綺薰 900                   

捐贈收入 李百松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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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林淑芳 900                   

捐贈收入 林麗惠 900                   

捐贈收入 林侑姿 900                   

捐贈收入 張孟華 900                   

捐贈收入 李智龍 900                   

捐贈收入 王伶媛 900                   

捐贈收入 高英書 900                   

捐贈收入 張明賢 900                   

捐贈收入 李菥恩 900                   

捐贈收入 王楷筑 900                   

捐贈收入 洪美亮 900                   

捐贈收入 呂炎叡 900                   

捐贈收入 邱金緣 900                   

捐贈收入 張芯翎 900                   

捐贈收入 朱娟瑤 900                   

捐贈收入 邱文星 900                   

捐贈收入 呂欣覦 900                   

捐贈收入 吳秋慧 900                   

捐贈收入 張凱棠 900                   

捐贈收入 李書鳴 900                   

捐贈收入 毛紹蘭 900                   

捐贈收入 林明勝 900                   

捐贈收入 張金山 900                   

捐贈收入 李瑞紘 900                   

捐贈收入 吳雅玲 900                   

捐贈收入 方士維 900                   

捐贈收入 林展譽 900                   

捐贈收入 張智麟 900                   

捐贈收入 張亮妤 900                   

捐贈收入 施春生 900                   

捐贈收入 呂錦秋 900                   

捐贈收入 張予瑈 900                   

捐贈收入 卓涂文炫 900                   

捐贈收入 李佳姍 900                   

捐贈收入 林宥辰 900                   

捐贈收入 李冠融 900                   

捐贈收入 王尹潔 900                   

捐贈收入 許惠娥 900                   

捐贈收入 李芷稜 900                   

捐贈收入 張瑄蘭 900                   

捐贈收入 南台食品行 900                   

捐贈收入 張詩楷 900                   

捐贈收入 李權恩 900                   

捐贈收入 林芷綩 900                   

捐贈收入 李英陽 900                   

捐贈收入 李佳芳 900                   

捐贈收入 許子毅 900                   

捐贈收入 王世崇 900                   

捐贈收入 張韋軒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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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王慧齡 900                   

捐贈收入 林珊 900                   

捐贈收入 沈桂珠 900                   

捐贈收入 高可可 900                   

捐贈收入 林長 900                   

捐贈收入 林黃不碟 900                   

捐贈收入 張曉筑 900                   

捐贈收入 洪昇輝 900                   

捐贈收入 張翰云 900                   

捐贈收入 林德江 林得 林鄭玉枝 林晉 林厚 林荐 林天註 林永明 林徐堅娘 900                   

捐贈收入 沈林秀玉 900                   

捐贈收入 廖珮君 880                   

捐贈收入 黃阿新 850                   

捐贈收入 許俊宏 850                   

捐贈收入 陳紹琪 800                   

捐贈收入 陳亮如 800                   

捐贈收入 顏佩香 800                   

捐贈收入 陳一銘 800                   

捐贈收入 黃金蓮 800                   

捐贈收入 陳郁文 800                   

捐贈收入 葉鏡媛 800                   

捐贈收入 曾永美 800                   

捐贈收入 黃千瑀 800                   

捐贈收入 陳賜煌 800                   

捐贈收入 陳宜祿 800                   

捐贈收入 楊正水 800                   

捐贈收入 黃麗琴 800                   

捐贈收入 鄭燦輝 800                   

捐贈收入 葉莉玨 800                   

捐贈收入 楊志賢 800                   

捐贈收入 董志強 800                   

捐贈收入 龔怡文 800                   

捐贈收入 陳玉瑄 800                   

捐贈收入 曾奕銘 800                   

捐贈收入 鄒麗華 800                   

捐贈收入 陳俊雄 金美好 陳立傑 陳俐臻 800                   

捐贈收入 陳俊育 800                   

捐贈收入 陳世敏 800                   

捐贈收入 釋慧賢 800                   

捐贈收入 黃仲政 800                   

捐贈收入 謝慶昌 800                   

捐贈收入 黃哲三 800                   

捐贈收入 鍾麗貴 800                   

捐贈收入 盧周忍 800                   

捐贈收入 黃俞甄 800                   

捐贈收入 劉玉雯 800                   

捐贈收入 廖慶洲 800                   

捐贈收入 歐秋蘭 800                   

捐贈收入 舒方捷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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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黃桂蘭 800                   

捐贈收入 顏廷芝 800                   

捐贈收入 蕭采薇 800                   

捐贈收入 顏瀞宛 800                   

捐贈收入 陳庭妍 800                   

捐贈收入 陳銘正 800                   

捐贈收入 陳悅凌 800                   

捐贈收入 黃大船 800                   

捐贈收入 潘建邦 800                   

捐贈收入 郭琬妤 800                   

捐贈收入 郭龍松 800                   

捐贈收入 黃好 800                   

捐贈收入 蕭源都 800                   

捐贈收入 蘇嬌 800                   

捐贈收入 潘衍竹 800                   

捐贈收入 劉晉吉 800                   

捐贈收入 潘振芳 800                   

捐贈收入 蔡依靜 800                   

捐贈收入 潘國安 800                   

捐贈收入 游淑娟 800                   

捐贈收入 賴佑尚 800                   

捐贈收入 葉沁臻 800                   

捐贈收入 鍾艾玲 800                   

捐贈收入 陳麗雯 800                   

捐贈收入 賴芊汝 800                   

捐贈收入 游輝廷 800                   

捐贈收入 陳素娟 800                   

捐贈收入 游寶桂 800                   

捐贈收入 賴怡靜 800                   

捐贈收入 陳玉紅 800                   

捐贈收入 賴招娣 800                   

捐贈收入 簡欣妤 800                   

捐贈收入 陳意文 800                   

捐贈收入 葉陳玉珠 800                   

捐贈收入 陳過 800                   

捐贈收入 陳蘇鳳妹 800                   

捐贈收入 賴宥恩 800                   

捐贈收入 陶傳勝 800                   

捐贈收入 黃銀岑 800                   

捐贈收入 藍裕翔 800                   

捐贈收入 鄧國陞 800                   

捐贈收入 董秋月 800                   

捐贈收入 陳沛毅 800                   

捐贈收入 陳綺紋 800                   

捐贈收入 龍明潭 800                   

捐贈收入 蔡振發 800                   

捐贈收入 楊詠勛 800                   

捐贈收入 詹淑玲 800                   

捐贈收入 黃國柱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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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陳姵青 800                   

捐贈收入 彭淑彥 800                   

捐贈收入 陳惠珍 800                   

捐贈收入 鄧清翰 800                   

捐贈收入 羅家玉 800                   

捐贈收入 戴櫻桃 800                   

捐贈收入 郭乃宏 800                   

捐贈收入 鄧貴香 800                   

捐贈收入 彭維廷 800                   

捐贈收入 陳鴻騰 800                   

捐贈收入 蔡綉惠 800                   

捐贈收入 趙鄒格玉 800                   

捐贈收入 蘇秀華 800                   

捐贈收入 謝玉萍 800                   

捐贈收入 蘇惠資 800                   

捐贈收入 陳玫蓉 800                   

捐贈收入 黃巧鶯 800                   

捐贈收入 謝次雄 800                   

捐贈收入 郭靖芳 800                   

捐贈收入 蔣良雲 800                   

捐贈收入 陳天堂 800                   

捐贈收入 陳永樹 800                   

捐贈收入 釋傳靄 800                   

捐贈收入 陳新騫 800                   

捐贈收入 葉子箖 800                   

捐贈收入 溫乾雄 800                   

捐贈收入 林怡伶 800                   

捐贈收入 易畇蓁 800                   

捐贈收入 吳金英 800                   

捐贈收入 王阿茶 800                   

捐贈收入 張寶玉 800                   

捐贈收入 王震威 800                   

捐贈收入 吳鎮宇 800                   

捐贈收入 金蔡足 800                   

捐贈收入 吳映萱 800                   

捐贈收入 侯素珠 800                   

捐贈收入 吳烏訓 800                   

捐贈收入 姜嬌蓮 800                   

捐贈收入 王翠玲 800                   

捐贈收入 余瑞妹 800                   

捐贈收入 邱宥家 800                   

捐贈收入 李郭玉花 800                   

捐贈收入 偕耕雯 800                   

捐贈收入 洪仲齡 800                   

捐贈收入 何錦宗 800                   

捐贈收入 洪君儀 800                   

捐贈收入 張良雄 800                   

捐贈收入 洪廷儒 800                   

捐贈收入 張殷嘉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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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洪芷育 800                   

捐贈收入 吳國章 800                   

捐贈收入 李菊招 800                   

捐贈收入 莊許淑麗 800                   

捐贈收入 洪柏勳 800                   

捐贈收入 王林映伶 800                   

捐贈收入 王雅雯 800                   

捐贈收入 許哲洋 800                   

捐贈收入 洪郁喬 800                   

捐贈收入 邱彥忠 800                   

捐贈收入 洪慧君 800                   

捐贈收入 吳寶雲 800                   

捐贈收入 紀宛其 800                   

捐贈收入 李育正 800                   

捐贈收入 李濟捷 800                   

捐贈收入 林郁芳 800                   

捐贈收入 胡憲欽 800                   

捐贈收入 呂淑惠 800                   

捐贈收入 范亦青 800                   

捐贈收入 朱惠芳 800                   

捐贈收入 李寶蓮 800                   

捐贈收入 林瑲智 800                   

捐贈收入 林淑真 800                   

捐贈收入 吳美貞 800                   

捐贈收入 林郭麗娟 800                   

捐贈收入 林月明 800                   

捐贈收入 林陳秀 800                   

捐贈收入 張萬宗 800                   

捐贈收入 徐火龍 800                   

捐贈收入 張銘泉 800                   

捐贈收入 沈清輝 800                   

捐贈收入 王宥富 800                   

捐贈收入 沈黃煖 800                   

捐贈收入 莊媛米 800                   

捐贈收入 林朝宗 800                   

捐贈收入 莊豐銘 800                   

捐贈收入 江錦峰 800                   

捐贈收入 邱筠絜 800                   

捐贈收入 許江派 800                   

捐贈收入 翁信彰 800                   

捐贈收入 丁蘇賴 800                   

捐贈收入 高柏安 800                   

捐贈收入 許耿明 800                   

捐贈收入 高英慈 800                   

捐贈收入 林欣怡 800                   

捐贈收入 高瑞真 800                   

捐贈收入 許郭月英 800                   

捐贈收入 高瑞雪 800                   

捐贈收入 李宣霏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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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周芸誼 800                   

捐贈收入 吳灌樺 800                   

捐贈收入 周金採 800                   

捐贈收入 林阿治 800                   

捐贈收入 陳禹智 750                   

捐贈收入 善良 750                   

捐贈收入 黃林惠菊 750                   

捐贈收入 陳則安 750                   

捐贈收入 陳艾美 750                   

捐贈收入 陳育輝 750                   

捐贈收入 陳永晉 750                   

捐贈收入 洪白香 750                   

捐贈收入 林麗華 粘峻偉 粘伯豪 750                   

捐贈收入 余文傳 750                   

捐贈收入 孫珍娜 750                   

捐贈收入 何韋圻 750                   

捐贈收入 林慧珍 750                   

捐贈收入 洪白桃 750                   

捐贈收入 林陳姵青 750                   

捐贈收入 吳基成 750                   

捐贈收入 何冠霖 750                   

捐贈收入 郭書宏 700                   

捐贈收入 謝孟容 700                   

捐贈收入 郭老福 700                   

捐贈收入 蔡明倫 700                   

捐贈收入 謝欣諭 700                   

捐贈收入 郭佑瑋 700                   

捐贈收入 楊翊蘅 700                   

捐贈收入 陳金美 700                   

捐贈收入 鐘張麗素 700                   

捐贈收入 黃明福全家 700                   

捐贈收入 郭致荃 700                   

捐贈收入 楊善如 700                   

捐贈收入 黃陳葵妹 700                   

捐贈收入 賴銘照 700                   

捐贈收入 蘇赺 700                   

捐贈收入 陳重甫 700                   

捐贈收入 賴玟妤 700                   

捐贈收入 劉碧霞 700                   

捐贈收入 潘清棠 700                   

捐贈收入 賴科彰 700                   

捐贈收入 黃茲妤 700                   

捐贈收入 黃秀月 700                   

捐贈收入 楊麗華 700                   

捐贈收入 黃柔宣 700                   

捐贈收入 連瑤琳 700                   

捐贈收入 鴦鴛 700                   

捐贈收入 蘇玉佩 700                   

捐贈收入 葉錦弘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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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廖明赫 700                   

捐贈收入 郭諺廷 700                   

捐贈收入 賴峰靜 700                   

捐贈收入 陳春金 700                   

捐贈收入 謝敏達 700                   

捐贈收入 陳美伊 700                   

捐贈收入 潘妍廷 700                   

捐贈收入 陳慧賢 700                   

捐贈收入 鄭芝涵 700                   

捐贈收入 藍景廷 700                   

捐贈收入 陳傳升 700                   

捐贈收入 楊洪純 700                   

捐贈收入 謝秀基 700                   

捐贈收入 陳怡安 700                   

捐贈收入 陳阿俊 700                   

捐贈收入 陸雪燕 700                   

捐贈收入 楊崇翊 700                   

捐贈收入 楊凌如 700                   

捐贈收入 蔡棋昌 700                   

捐贈收入 陳建成 700                   

捐贈收入 黃立平 700                   

捐贈收入 舒肇壽 700                   

捐贈收入 陳慶隆 700                   

捐贈收入 陳玥禔 700                   

捐贈收入 劉孫素梅 700                   

捐贈收入 陳燕華 700                   

捐贈收入 陳雅萍 700                   

捐贈收入 陳秀惠 700                   

捐贈收入 黃靖惠 700                   

捐贈收入 陳昭宏 700                   

捐贈收入 郭永芳 700                   

捐贈收入 劉火盛 700                   

捐贈收入 陳麗煌 700                   

捐贈收入 顏淑琴 700                   

捐贈收入 黃木根 700                   

捐贈收入 蔡桂玉 700                   

捐贈收入 黃王不 700                   

捐贈收入 郭明進 700                   

捐贈收入 廖秋芬 700                   

捐贈收入 黃菀祺 700                   

捐贈收入 陳憶嫻 700                   

捐贈收入 劉俊察 700                   

捐贈收入 黃海玲 700                   

捐贈收入 劉烏肉 700                   

捐贈收入 潘林素墘 700                   

捐贈收入 葉芮安 700                   

捐贈收入 黃言 700                   

捐贈收入 馮萬鈞 700                   

捐贈收入 蔡明坤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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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賴佑欣 700                   

捐贈收入 葉泳村 700                   

捐贈收入 趙浚霖 700                   

捐贈收入 魏芬足 700                   

捐贈收入 蔡艾凌 700                   

捐贈收入 林寶珠 700                   

捐贈收入 洪儷嘉 700                   

捐贈收入 洪玉淨 700                   

捐贈收入 吳佳欣 700                   

捐贈收入 康寶玉 700                   

捐贈收入 昌豐榮 700                   

捐贈收入 莊夏女 700                   

捐贈收入 林姿辰 700                   

捐贈收入 白志弘 700                   

捐贈收入 林陳吉 700                   

捐贈收入 孫軍林 700                   

捐贈收入 李孟儒 700                   

捐贈收入 尤柔靜 700                   

捐贈收入 張美瑛 700                   

捐贈收入 李佳穎 700                   

捐贈收入 林翠姬 700                   

捐贈收入 田軍清 700                   

捐贈收入 張庭源 700                   

捐贈收入 李慶良 700                   

捐贈收入 金育祥 700                   

捐贈收入 王林家穎 700                   

捐贈收入 張純菁 700                   

捐贈收入 周淑娟 700                   

捐贈收入 王國任 700                   

捐贈收入 王秀玫 700                   

捐贈收入 張玉柱 700                   

捐贈收入 林呂煥 700                   

捐贈收入 林慶冠 700                   

捐贈收入 張妙恩 700                   

捐贈收入 柯羿安 700                   

捐贈收入 林鐿承 700                   

捐贈收入 王怡仁 700                   

捐贈收入 洪碧霞 700                   

捐贈收入 李惠珠 700                   

捐贈收入 翁德倫 700                   

捐贈收入 邱鈺容 700                   

捐贈收入 高宜蓁 700                   

捐贈收入 朱瑞期 700                   

捐贈收入 何國彰 700                   

捐贈收入 林玉章 700                   

捐贈收入 許玉樹 700                   

捐贈收入 王貴豐 700                   

捐贈收入 林卓城 700                   

捐贈收入 張羽屏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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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許芳瑜 700                   

捐贈收入 張仁美 700                   

捐贈收入 林紹祺 700                   

捐贈收入 呂美代 700                   

捐贈收入 李鴻傑 700                   

捐贈收入 白秋瑾 700                   

捐贈收入 李冠穎 700                   

捐贈收入 邱國城 700                   

捐贈收入 康瓊敏 700                   

捐贈收入 洪萱芳 700                   

捐贈收入 張林菊 700                   

捐贈收入 張儷馨 700                   

捐贈收入 何蘋 700                   

捐贈收入 張銘 700                   

捐贈收入 王雪慧 700                   

捐贈收入 洪啟銘 700                   

捐贈收入 王玉芳 700                   

捐贈收入 林安妮 700                   

捐贈收入 丁淑麗 700                   

捐贈收入 何允文 700                   

捐贈收入 石張絨 668                   

捐贈收入 石崧樵 668                   

捐贈收入 石豺狼 668                   

捐贈收入 石佩玟 668                   

捐贈收入 陳麗伃 664                   

捐贈收入 石勝儀 664                   

捐贈收入 吳秋燕 660                   

捐贈收入 薛玉裡 650                   

捐贈收入 蔡榮文 650                   

捐贈收入 蔡美玉 650                   

捐贈收入 蔡美玲 650                   

捐贈收入 黃柏詮 650                   

捐贈收入 彭愛貞 彭陸屏 650                   

捐贈收入 Tilly Lan 650                   

捐贈收入 李黃彩玉 650                   

捐贈收入 呂易承 650                   

捐贈收入 呂宜憲 650                   

捐贈收入 柳素麗 650                   

捐贈收入 許順容 650                   

捐贈收入 許績勝 650                   

捐贈收入 胡其來 650                   

捐贈收入 胡智凱 650                   

捐贈收入 陳樹花 646                   

捐贈收入 賴家政 637                   

捐贈收入 許紫鈴 625                   

捐贈收入 李竑邑 610                   

捐贈收入 賴萬財 600                   

捐贈收入 陳詠儀 600                   

捐贈收入 陳愷熙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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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陳李秀枝 600                   

捐贈收入 鄭冠昂 600                   

捐贈收入 蔡寶雲 600                   

捐贈收入 郭再添 600                   

捐贈收入 陳簡順美 600                   

捐贈收入 蘇清風 600                   

捐贈收入 陳恩慶 600                   

捐贈收入 賴玲玉 600                   

捐贈收入 謝宗昀 600                   

捐贈收入 顏淇釧 600                   

捐贈收入 蕭偉丞 600                   

捐贈收入 賴銘鎮 600                   

捐贈收入 陳以丞 600                   

捐贈收入 黃秀美 600                   

捐贈收入 游世良 600                   

捐贈收入 陳宇樂 600                   

捐贈收入 游玉秀 600                   

捐贈收入 楊木松 600                   

捐贈收入 楊鑫孟 600                   

捐贈收入 黃思瑋 600                   

捐贈收入 黃耀賢 600                   

捐贈收入 顏千惠 600                   

捐贈收入 溫仁祥 600                   

捐贈收入 盧芊羽 600                   

捐贈收入 溫心瑋 600                   

捐贈收入 鄭博元 600                   

捐贈收入 黃怡貞 600                   

捐贈收入 楊喻涵 600                   

捐贈收入 陳淑慧 600                   

捐贈收入 賴慧娟 600                   

捐贈收入 溫柏鑫 600                   

捐贈收入 盧羿彣 600                   

捐贈收入 陳瓊敏 600                   

捐贈收入 楊登貴 600                   

捐贈收入 鄧文雄 600                   

捐贈收入 蘇水木 600                   

捐贈收入 潘品潔 600                   

捐贈收入 蘇芳男 600                   

捐贈收入 陳怡妏 600                   

捐贈收入 鄭婷安 600                   

捐贈收入 鄭宗恩 600                   

捐贈收入 楊欣融 600                   

捐贈收入 廖椿正 600                   

捐贈收入 黃永達 600                   

捐贈收入 陳又瑈 600                   

捐贈收入 劉億鋒 600                   

捐贈收入 葉子菁 600                   

捐贈收入 鄧秀琴 600                   

捐贈收入 陳輝煌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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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楊燾嘉 600                   

捐贈收入 陳彥宏 600                   

捐贈收入 賴徐寶珠 600                   

捐贈收入 黃淑鳳 600                   

捐贈收入 陳昭岑 600                   

捐贈收入 鄭王奈 600                   

捐贈收入 顏莉雲 600                   

捐贈收入 郭立鍇 600                   

捐贈收入 顏德和 600                   

捐贈收入 陳安祺 600                   

捐贈收入 陳嘉佑 600                   

捐贈收入 蕭湘榆 600                   

捐贈收入 魏梓翔 600                   

捐贈收入 謝汶成 600                   

捐贈收入 蔡元生 600                   

捐贈收入 黃清輝 600                   

捐贈收入 詹馥瑄 600                   

捐贈收入 鄭煒勳 600                   

捐贈收入 黃士珍 600                   

捐贈收入 謝萬傳 600                   

捐贈收入 陳宥伊 600                   

捐贈收入 陳又嫙 600                   

捐贈收入 陳揚中 600                   

捐贈收入 陳彥辰 600                   

捐贈收入 鄭百修 600                   

捐贈收入 鄭瑞芬 600                   

捐贈收入 陳正希 600                   

捐贈收入 陳奎丞 600                   

捐贈收入 黃佳敏 600                   

捐贈收入 黃長慶 600                   

捐贈收入 楊采芸 600                   

捐贈收入 黃連凱 600                   

捐贈收入 黃文良 600                   

捐贈收入 葉宜葇 600                   

捐贈收入 楊璦嘉 600                   

捐贈收入 陳東昇 600                   

捐贈收入 鄭丁財 600                   

捐贈收入 鍾妙彩 600                   

捐贈收入 陳義忠 600                   

捐贈收入 鍾育哲 600                   

捐贈收入 楊秉秦 600                   

捐贈收入 蔡幸娟 600                   

捐贈收入 劉芙蓉 600                   

捐贈收入 鍾宗賢 600                   

捐贈收入 趙翊華 600                   

捐贈收入 鄭瑞得 600                   

捐贈收入 潘德聰 600                   

捐贈收入 葉林睿 600                   

捐贈收入 盧光舜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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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葉林蒼 600                   

捐贈收入 藍毓靜 600                   

捐贈收入 陳星嵐 600                   

捐贈收入 鄭昆皇 600                   

捐贈收入 陳伯瑋 陳伯瑜 600                   

捐贈收入 曾惠禎 600                   

捐贈收入 賴月桃 600                   

捐贈收入 楊靝華 600                   

捐贈收入 黃良謙 600                   

捐贈收入 蔡承峻 600                   

捐贈收入 曾忻慈 600                   

捐贈收入 賴仕錠 600                   

捐贈收入 賴素鐘 600                   

捐贈收入 陳瑞芬 600                   

捐贈收入 賴惠玲 600                   

捐贈收入 曾梅香 600                   

捐贈收入 鄭凱薰 600                   

捐贈收入 葉建廷 600                   

捐贈收入 楊孟霖 600                   

捐贈收入 陳清泉 600                   

捐贈收入 顏黃秋枝 600                   

捐贈收入 鄭天送 600                   

捐贈收入 顏資文 600                   

捐贈收入 葉春蘭 600                   

捐贈收入 練俊文 600                   

捐贈收入 蔣浩然 600                   

捐贈收入 陳富綿 600                   

捐贈收入 郭彩嬪 600                   

捐贈收入 陳德水 600                   

捐贈收入 陳宜惠 600                   

捐贈收入 盧禹彤 600                   

捐贈收入 蔡明宏 600                   

捐贈收入 魏梓龍 600                   

捐贈收入 劉福永 600                   

捐贈收入 黃錦梅 600                   

捐贈收入 韓秝雅 600                   

捐贈收入 楊巽斐 600                   

捐贈收入 賴岑妃 600                   

捐贈收入 楊大鵬 600                   

捐贈收入 黃素紋 600                   

捐贈收入 陳彥華 600                   

捐贈收入 蔡明倫 蔡千芹 鄭麗月 林郭秀美 林水旺 蔡元生 600                   

捐贈收入 錢平和 600                   

捐贈收入 劉素吟 600                   

捐贈收入 黃奕棠 600                   

捐贈收入 簡文杰 600                   

捐贈收入 郭春蓮 600                   

捐贈收入 郭卉蕎 600                   

捐贈收入 蔡紫薇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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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賴秀鳳 600                   

捐贈收入 盧翊承 600                   

捐贈收入 黃杏娟 600                   

捐贈收入 羅鈺筠 600                   

捐贈收入 楊啟明 600                   

捐贈收入 蔡月惠 600                   

捐贈收入 鄭總 600                   

捐贈收入 蔡瑞育 600                   

捐贈收入 鄭茂欣 600                   

捐贈收入 黃煜勝 600                   

捐贈收入 郭紀綸 600                   

捐贈收入 陳正杰 600                   

捐贈收入 蔡杬璟 600                   

捐贈收入 楊舜博 600                   

捐贈收入 陳水林 600                   

捐贈收入 陳泓瑞 600                   

捐贈收入 楊鈞翔 600                   

捐贈收入 楊鈞勝 600                   

捐贈收入 黃泳銘 600                   

捐贈收入 黃文宏 600                   

捐贈收入 陳榮錫 600                   

捐贈收入 郭秉逸 600                   

捐贈收入 楊裕賢 600                   

捐贈收入 龔月英 600                   

捐贈收入 盧愛翎 600                   

捐贈收入 郭政宏 600                   

捐贈收入 陳林美容 陳先生 600                   

捐贈收入 蔡蘇敬 600                   

捐贈收入 郭陳綿花 600                   

捐贈收入 黃水香 600                   

捐贈收入 陳福碌 600                   

捐贈收入 劉峻源 600                   

捐贈收入 陳星諭 600                   

捐贈收入 蔡慧婷 600                   

捐贈收入 葉楊素鳳 600                   

捐贈收入 陳彥綦 600                   

捐贈收入 陳廷忠 600                   

捐贈收入 黃建榮 600                   

捐贈收入 黃郁軒 600                   

捐贈收入 黃瀞儀 600                   

捐贈收入 鄭金枝 600                   

捐贈收入 盧繼英 600                   

捐贈收入 陳怡禎 600                   

捐贈收入 陳雅鈴 600                   

捐贈收入 劉柏賢 600                   

捐贈收入 謝仕基 600                   

捐贈收入 陳哲綸 600                   

捐贈收入 黃鈺惠 600                   

捐贈收入 鄭淇文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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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蕭志明 600                   

捐贈收入 程惠珠 600                   

捐贈收入 潘佩綉 600                   

捐贈收入 蔡雨潔 600                   

捐贈收入 陳冠銘 600                   

捐贈收入 藍立穎 600                   

捐贈收入 謝西倫 600                   

捐贈收入 鄭金然 600                   

捐贈收入 騰熊守芝 600                   

捐贈收入 蔡吳桂蘭 600                   

捐贈收入 連傳杰 連唯禎 陳盈穎 600                   

捐贈收入 黃梓棋 600                   

捐贈收入 林文生 600                   

捐贈收入 許妙慈 600                   

捐贈收入 張曉瑄 600                   

捐贈收入 杜阿鶯 600                   

捐贈收入 江啓清 600                   

捐贈收入 吳秀蘭 600                   

捐贈收入 吳財發 600                   

捐贈收入 夏聖傑 600                   

捐贈收入 洪若澂 600                   

捐贈收入 夏聖智 600                   

捐贈收入 李美枝 600                   

捐贈收入 林恆莆 600                   

捐贈收入 張修明 600                   

捐贈收入 夏靜雯 600                   

捐贈收入 張翔琪 600                   

捐贈收入 呂素珍 600                   

捐贈收入 張榮豐 600                   

捐贈收入 孫水秀 600                   

捐贈收入 張耀文 600                   

捐贈收入 孫永斌 600                   

捐贈收入 洪珮玲 600                   

捐贈收入 孫永順 600                   

捐贈收入 吳正興 600                   

捐贈收入 王正雄 600                   

捐贈收入 尤淑珠 600                   

捐贈收入 林翊雯 600                   

捐贈收入 吳名濠 600                   

捐贈收入 孫礼子 600                   

捐贈收入 吳修賢 600                   

捐贈收入 孫志保 600                   

捐贈收入 林文豪 600                   

捐贈收入 林莊香葵 600                   

捐贈收入 任朋鈞 600                   

捐贈收入 林莊素岑 600                   

捐贈收入 邵素月 600                   

捐贈收入 吳佩蓉 600                   

捐贈收入 吳天助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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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孫清源 600                   

捐贈收入 林宇宸 600                   

捐贈收入 宋明玉 600                   

捐贈收入 金萬益不動產有限公司 600                   

捐贈收入 徐月葉 600                   

捐贈收入 梁振丁 600                   

捐贈收入 李晏 600                   

捐贈收入 林芊雅 600                   

捐贈收入 李吳芳子 600                   

捐贈收入 李紀寬 600                   

捐贈收入 沈美麗 600                   

捐贈收入 許素玲 600                   

捐贈收入 王金山 600                   

捐贈收入 林國文 600                   

捐贈收入 沈素蘭 600                   

捐贈收入 邱晨芳 600                   

捐贈收入 余易昇 600                   

捐贈收入 林得秘 600                   

捐贈收入 沈惠珍 600                   

捐贈收入 李春綢 600                   

捐贈收入 沈惠娟 600                   

捐贈收入 王龍景得 600                   

捐贈收入 林勝彥 600                   

捐贈收入 李秋明 600                   

捐贈收入 林宥成 魏裕倫 600                   

捐贈收入 林文傑 600                   

捐贈收入 吳坤田 600                   

捐贈收入 邵宛君 600                   

捐贈收入 林博惠 600                   

捐贈收入 張菊蓮 600                   

捐贈收入 王毓慈 600                   

捐贈收入 李尚志 600                   

捐贈收入 林揩辰 600                   

捐贈收入 吳財漳 600                   

捐贈收入 吳宗政 600                   

捐贈收入 張鈺珍 600                   

捐贈收入 吳宗翰 600                   

捐贈收入 張維中 600                   

捐贈收入 涂妤孺 600                   

捐贈收入 林錦章 600                   

捐贈收入 余易謀 600                   

捐贈收入 張曉馨 600                   

捐贈收入 涂愷羿 600                   

捐贈收入 F1百元快剪 600                   

捐贈收入 素食麵線 600                   

捐贈收入 王張惠敏 600                   

捐贈收入 胡順英 600                   

捐贈收入 林妘霏 600                   

捐贈收入 翁雪容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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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林妙蓁 600                   

捐贈收入 余泰霖 600                   

捐贈收入 洪家威 600                   

捐贈收入 馬宇辰 600                   

捐贈收入 李玉梅 600                   

捐贈收入 林秀嬌 600                   

捐贈收入 周吉麒 600                   

捐贈收入 李芸庭 600                   

捐贈收入 馬健翔 600                   

捐贈收入 王鳳瑄 600                   

捐贈收入 馬琮翰 600                   

捐贈收入 朱美妹 600                   

捐贈收入 李甫容 600                   

捐贈收入 吳錦華 600                   

捐贈收入 周守元 600                   

捐贈收入 呂韻琴 600                   

捐贈收入 吳明芳 600                   

捐贈收入 杜秀雲 600                   

捐贈收入 吳李玉枝 600                   

捐贈收入 高文崇 600                   

捐贈收入 余丞浩 600                   

捐贈收入 吳明隆 600                   

捐贈收入 江沛萱 600                   

捐贈收入 王兆青 600                   

捐贈收入 吳鱒瀧 600                   

捐贈收入 林晉賢 600                   

捐贈收入 李陳姍姍 600                   

捐贈收入 施寶霞 600                   

捐贈收入 林福川 600                   

捐贈收入 周宗賢 600                   

捐贈收入 洪以薰 600                   

捐贈收入 高晨晅 600                   

捐贈收入 林端崧 600                   

捐贈收入 高梨晏 600                   

捐贈收入 張宸瑞 600                   

捐贈收入 李婉婷 600                   

捐贈收入 張恩綺 600                   

捐贈收入 林晉樹 600                   

捐贈收入 張桂富 600                   

捐贈收入 林宥萱 600                   

捐贈收入 張婕茹 600                   

捐贈收入 吳玟萱 600                   

捐贈收入 邵文俊 600                   

捐贈收入 高瓊恩 600                   

捐贈收入 林盈均 600                   

捐贈收入 高韻貽 600                   

捐贈收入 林姿妍 600                   

捐贈收入 李張華英 600                   

捐贈收入 張斯凱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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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余陳美雲 600                   

捐贈收入 張菀芸 600                   

捐贈收入 林微秀 600                   

捐贈收入 吳素月 600                   

捐贈收入 李芊嬅 600                   

捐贈收入 張雅雯 600                   

捐贈收入 周秋妹 600                   

捐贈收入 林燕芳 600                   

捐贈收入 王秀鳳 600                   

捐贈收入 林秋玉 600                   

捐贈收入 吳芷瑋 600                   

捐贈收入 林玉玫 600                   

捐贈收入 林昭霖 600                   

捐贈收入 林玉珍 600                   

捐贈收入 康郁臻 600                   

捐贈收入 張鈺茹 600                   

捐贈收入 康家興 600                   

捐贈收入 李敦偉 600                   

捐贈收入 康潤捷 600                   

捐贈收入 張肇旭 600                   

捐贈收入 余智文 600                   

捐贈收入 張韶州 600                   

捐贈收入 王聖鑌 600                   

捐贈收入 張擇易 600                   

捐贈收入 何乙臻 600                   

捐贈收入 張曉嘉 600                   

捐贈收入 王曉妤 600                   

捐贈收入 李承諺 600                   

捐贈收入 李淑貞 600                   

捐贈收入 林娟如 600                   

捐贈收入 張文瑞 600                   

捐贈收入 林佑軒 600                   

捐贈收入 張世勳 600                   

捐贈收入 林佑龍 600                   

捐贈收入 林昱達 600                   

捐贈收入 林利子 600                   

捐贈收入 吳冠霆 600                   

捐贈收入 洪若鈞 600                   

捐贈收入 王玉美 600                   

捐贈收入 林妙芝 600                   

捐贈收入 林煥章 600                   

捐贈收入 梁何茜嬅 600                   

捐贈收入 王昱騰 600                   

捐贈收入 李春波 600                   

捐贈收入 王孟澄 600                   

捐贈收入 梁桂美 600                   

捐贈收入 周晹鎧 600                   

捐贈收入 范欣筠 600                   

捐贈收入 李佳珍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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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李果蓉 600                   

捐贈收入 張如絹 600                   

捐贈收入 莊金柱 600                   

捐贈收入 周黃金芳 600                   

捐贈收入 莊淑芬 600                   

捐贈收入 張江素蘭 600                   

捐贈收入 李麗真 600                   

捐贈收入 張何月華 600                   

捐贈收入 林美紅 600                   

捐贈收入 林瑞豐 600                   

捐贈收入 許良正 600                   

捐贈收入 柳公成 600                   

捐贈收入 方金生 600                   

捐贈收入 白麗華 600                   

捐贈收入 林宜璇 600                   

捐贈收入 方淑芬 600                   

捐贈收入 李紀德 600                   

捐贈收入 吳春金 600                   

捐贈收入 林昇宏 600                   

捐贈收入 何坤木 600                   

捐贈收入 王劉香妹 600                   

捐贈收入 胡瑠美 600                   

捐贈收入 洪德樺 600                   

捐贈收入 月鴻益 600                   

捐贈收入 宋月英 600                   

捐贈收入 王守峰 600                   

捐贈收入 宋玉枝 600                   

捐贈收入 張欣倫 600                   

捐贈收入 李城忠 600                   

捐贈收入 林榕岱 600                   

捐贈收入 邱茂耘 600                   

捐贈收入 胡玉女 600                   

捐贈收入 李室賢 600                   

捐贈收入 許懷丰 600                   

捐贈收入 許毓蓉 600                   

捐贈收入 許謝就 600                   

捐贈收入 尤復夏 600                   

捐贈收入 侯黃銀杏 600                   

捐贈收入 胡力允 600                   

捐贈收入 毛靖傑 600                   

捐贈收入 吳疊豔 600                   

捐贈收入 洪文託 600                   

捐贈收入 邱清標 600                   

捐贈收入 張建薇 600                   

捐贈收入 王美慧 600                   

捐贈收入 吳美玲 600                   

捐贈收入 張芳澤 600                   

捐贈收入 張芳玉 600                   

捐贈收入 佘佩玲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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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王姸婷 570                   

捐贈收入 溫春枝 550                   

捐贈收入 蘇姿尹 550                   

捐贈收入 陳柏宇 550                   

捐贈收入 郭哲松 550                   

捐贈收入 楊琍安 550                   

捐贈收入 蘇鴻騏 550                   

捐贈收入 李心瑀 550                   

捐贈收入 王秀蘭 550                   

捐贈收入 李翊群 550                   

捐贈收入 王阿香 550                   

捐贈收入 艾多美 550                   

捐贈收入 許榮福 550                   

捐贈收入 梁辰瑋 550                   

捐贈收入 柳天榮 550                   

捐贈收入 黃式毅 520                   

捐贈收入 吳月祥 515                   

捐贈收入 陳宥妤 502                   

捐贈收入 謝博璿 500                   

捐贈收入 劉淑蘭 500                   

捐贈收入 陳忠讚 500                   

捐贈收入 陳敏姿 500                   

捐贈收入 蔡麗花 500                   

捐贈收入 鍾增富 500                   

捐贈收入 黃宥森 500                   

捐贈收入 黃安妤 500                   

捐贈收入 廖枋富 孫彩鳳 廖俊超  李美菊 李尚紘 500                   

捐贈收入 韓碧霞 侯兆謙 侯宥宏 侯彥慈 杜聰明 500                   

捐贈收入 曾士成 500                   

捐贈收入 劉永裕 500                   

捐贈收入 蕭詩旋 500                   

捐贈收入 蔡名杉 500                   

捐贈收入 陳銘堯 500                   

捐贈收入 葉哲銓 500                   

捐贈收入 蔡宗翰 500                   

捐贈收入 黃頂瑑 500                   

捐贈收入 廖秀華 500                   

捐贈收入 蔡明欽 500                   

捐贈收入 郭寶燕 500                   

捐贈收入 劉鄭秀治 500                   

捐贈收入 蘇暐程 500                   

捐贈收入 潘依霙 500                   

捐贈收入 黃陳惠玲 500                   

捐贈收入 黃柏淵 500                   

捐贈收入 廖晨凱 500                   

捐贈收入 賴玟伶 500                   

捐贈收入 蔡佳純 500                   

捐贈收入 郭仁川 500                   

捐贈收入 楊朝川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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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鄭郁君 500                   

捐贈收入 鄧冬台 500                   

捐贈收入 簡秀穎 500                   

捐贈收入 寶寶 500                   

捐贈收入 陳雯玲 500                   

捐贈收入 葉妃萍 500                   

捐贈收入 黃珮慈 500                   

捐贈收入 曾雍錫 500                   

捐贈收入 賴奕翔 500                   

捐贈收入 陳彩煥 500                   

捐贈收入 黃廣傑 500                   

捐贈收入 葉見昌 500                   

捐贈收入 謝全享 500                   

捐贈收入 陳慧善 500                   

捐贈收入 劉庭羽 500                   

捐贈收入 黃秉薪 500                   

捐贈收入 潘志文 500                   

捐贈收入 廖苡婷 500                   

捐贈收入 蔡竹杉 500                   

捐贈收入 陳皆銘 500                   

捐贈收入 釋法如 500                   

捐贈收入 葉壹和 500                   

捐贈收入 鍾翊筠 500                   

捐贈收入 葉婷芳 500                   

捐贈收入 陳宥廷 500                   

捐贈收入 趙春華 500                   

捐贈收入 楊嘉豪 500                   

捐贈收入 曾范順 500                   

捐贈收入 黃奕明 500                   

捐贈收入 蔡至強 500                   

捐贈收入 廖穎期 500                   

捐贈收入 劉小姐 500                   

捐贈收入 賴騰燦 500                   

捐贈收入 蕭宸泠 500                   

捐贈收入 羅碧華 500                   

捐贈收入 鄭桂英 500                   

捐贈收入 陳昱維 500                   

捐贈收入 盧佩伶 500                   

捐贈收入 藥專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捐贈收入 曾文滔 500                   

捐贈收入 葉右莨 500                   

捐贈收入 廖憶如 500                   

捐贈收入 蘇文志 500                   

捐贈收入 彭陸屏 彭文彥 彭愛貞 500                   

捐贈收入 蔡文綺 500                   

捐贈收入 黃娟娟 500                   

捐贈收入 葉吳素琴闔家 500                   

捐贈收入 蔣麗華 500                   

捐贈收入 小橘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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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彭愛貞 彭文彥 彭陸屏 500                   

捐贈收入 蘇泳菱 500                   

捐贈收入 蔡長庚 500                   

捐贈收入 謝鍾春櫻 500                   

捐贈收入 楊盛霖 500                   

捐贈收入 謝鎮宇 500                   

捐贈收入 蕭基得 500                   

捐贈收入 劉家榆 500                   

捐贈收入 蔡俊輝 500                   

捐贈收入 蘇秋燕 500                   

捐贈收入 陳郭月華 500                   

捐贈收入 謝齡儀 500                   

捐贈收入 蕭堃龍 500                   

捐贈收入 蔡尚育 500                   

捐贈收入 藍洪月英 500                   

捐贈收入 蔡銘格 500                   

捐贈收入 謝佳菱 500                   

捐贈收入 黃郁珊 500                   

捐贈收入 楊陳乜 500                   

捐贈收入 蘇朝陽 蘇芳男 500                   

捐贈收入 謝和明 500                   

捐贈收入 鄧婉妡 500                   

捐贈收入 陳秀莉 500                   

捐贈收入 黃聖炎 500                   

捐贈收入 蕭梅江 500                   

捐贈收入 蔡靜村 500                   

捐贈收入 謝坤燦 500                   

捐贈收入 游麗花 500                   

捐贈收入 盧林春雪 500                   

捐贈收入 釋悟玄 500                   

捐贈收入 鄭文隆 500                   

捐贈收入 劉書宏 500                   

捐贈收入 趙佳琪 500                   

捐贈收入 黃柏芸 500                   

捐贈收入 豐裕防水建材有限公司 500                   

捐贈收入 鐘草文 500                   

捐贈收入 謝宗廷 500                   

捐贈收入 黃明性 500                   

捐贈收入 陳倩華 500                   

捐贈收入 黃宇德 500                   

捐贈收入 熊寶月 500                   

捐贈收入 蔡天祿 500                   

捐贈收入 澄祥素食園 500                   

捐贈收入 葉小菁 500                   

捐贈收入 劉孟婷 500                   

捐贈收入 蔡佩錚 500                   

捐贈收入 郭美珍 500                   

捐贈收入 黃柏祐 500                   

捐贈收入 賴瑀柔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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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陳以恩 500                   

捐贈收入 黃彩鳳 500                   

捐贈收入 郭柏浤 500                   

捐贈收入 黃采妮 500                   

捐贈收入 陳俐婷 500                   

捐贈收入 黃湛玉英 500                   

捐贈收入 黃啓蘭 500                   

捐贈收入 溫子玗 500                   

捐贈收入 黃姝蒓 500                   

捐贈收入 虞秀清 500                   

捐贈收入 郭宜卿 500                   

捐贈收入 劉秋勤 500                   

捐贈收入 蔡雅玲 500                   

捐贈收入 楊衣榛 500                   

捐贈收入 廖于婷 500                   

捐贈收入 溫子騫 500                   

捐贈收入 嚴振倫 500                   

捐贈收入 黃昕瑜 500                   

捐贈收入 陳麗后 500                   

捐贈收入 彭楷真 500                   

捐贈收入 葉幼甘 500                   

捐贈收入 盧冠州 500                   

捐贈收入 謝進順 500                   

捐贈收入 陳愛珠 500                   

捐贈收入 廖文豪 500                   

捐贈收入 謝秉豊 500                   

捐贈收入 陳仲榮 500                   

捐贈收入 黃恩斐 500                   

捐贈收入 盧郁婷 500                   

捐贈收入 葉盈家 500                   

捐贈收入 盧張咏雪 500                   

捐贈收入 顏聖朋 500                   

捐贈收入 葉宏泰 500                   

捐贈收入 陳嬿婷 500                   

捐贈收入 蘇宗男 500                   

捐贈收入 馮金萍 500                   

捐贈收入 蘇林笑鶯 500                   

捐贈收入 黃秀姿 500                   

捐贈收入 陳志誠 500                   

捐贈收入 曾建智 500                   

捐贈收入 葉秀滿 500                   

捐贈收入 陳昭熏 500                   

捐贈收入 廖芊綺 500                   

捐贈收入 黃柏源 500                   

捐贈收入 蘇奕睿 500                   

捐贈收入 楊宜欣全家 500                   

捐贈收入 楊皓菁 500                   

捐贈收入 魏子荃 500                   

捐贈收入 葉育汝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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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魏子棋 500                   

捐贈收入 黃日輝 500                   

捐贈收入 魏文聰 500                   

捐贈收入 黃月珍 500                   

捐贈收入 詹啟廉 500                   

捐贈收入 蘇皇樺 500                   

捐贈收入 魏光譽 500                   

捐贈收入 蘇美雲 500                   

捐贈收入 陳料在 500                   

捐贈收入 陳姿君 500                   

捐贈收入 謝英英 500                   

捐贈收入 劉禮章 500                   

捐贈收入 曾米彌 500                   

捐贈收入 蘇振源 500                   

捐贈收入 詹翊姍 500                   

捐贈收入 蔡元浤 500                   

捐贈收入 鄭素秋 500                   

捐贈收入 魏金 500                   

捐贈收入 黃碩緯 500                   

捐贈收入 黄隆舜 500                   

捐贈收入 葉旻政 500                   

捐贈收入 魏美蘭 500                   

捐贈收入 葉明忠 500                   

捐贈收入 粱海元 500                   

捐贈收入 蔡岳承 500                   

捐贈收入 魏翁美津 500                   

捐贈收入 郭沅櫂 500                   

捐贈收入 粱琇婷 500                   

捐贈收入 蘇順峯 500                   

捐贈收入 黃慶賢 500                   

捐贈收入 蘇暐旂 500                   

捐贈收入 劉美卿 500                   

捐贈收入 黃義明 500                   

捐贈收入 陳秀華 500                   

捐贈收入 彭秋安 曾秀美 500                   

捐贈收入 粱琇雅 500                   

捐贈收入 黃書毅 500                   

捐贈收入 蘇謝玉春 500                   

捐贈收入 陳星任 500                   

捐贈收入 盧嘉明 500                   

捐贈收入 蔡王麗偵 500                   

捐贈收入 蘇麗梅 500                   

捐贈收入 盧賴忍 500                   

捐贈收入 陳美彰 500                   

捐贈收入 賴志泓 500                   

捐贈收入 傅凡芝 500                   

捐贈收入 盧銓 500                   

捐贈收入 蔡言逵 500                   

捐贈收入 陳秋華 500                   

149/207



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碩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捐贈收入 陳俞彣 500                   

捐贈收入 黃淑娟 500                   

捐贈收入 葉姵辰 500                   

捐贈收入 蔡淑婷 500                   

捐贈收入 釋慈融 500                   

捐贈收入 詹龍良 500                   

捐贈收入 廖婧羽 500                   

捐贈收入 鄭珠鉉 500                   

捐贈收入 釋睿聞 500                   

捐贈收入 蔡淨卉 500                   

捐贈收入 蔡懷德 500                   

捐贈收入 蔡佩諠 500                   

捐贈收入 蔡承諺 500                   

捐贈收入 游春英 500                   

捐贈收入 陳謝芳宜 500                   

捐贈收入 劉愉湘 500                   

捐贈收入 曾蔡淑卿 500                   

捐贈收入 黃雅青 500                   

捐贈收入 鐘漪 500                   

捐贈收入 傅光誠 500                   

捐贈收入 黃美儒 500                   

捐贈收入 賴慧珣 500                   

捐贈收入 郭沛宗 500                   

捐贈收入 陳瑞貞 500                   

捐贈收入 盧少宜 500                   

捐贈收入 蔡凱程 500                   

捐贈收入 粱里櫻 500                   

捐贈收入 楊秀珠 500                   

捐贈收入 施秀樺 500                   

捐贈收入 吳默昆 500                   

捐贈收入 妮妮 500                   

捐贈收入 孫永蓮 500                   

捐贈收入 范姜梅月 500                   

捐贈收入 白東興 500                   

捐贈收入 林佳興 500                   

捐贈收入 吳秉謙 500                   

捐贈收入 許哲愷 500                   

捐贈收入 林品均 500                   

捐贈收入 林修弘 500                   

捐贈收入 林敬文 500                   

捐贈收入 何家賢 500                   

捐贈收入 石嘉宏 500                   

捐贈收入 吳夢英 500                   

捐贈收入 張莘培 500                   

捐贈收入 林雅訪 500                   

捐贈收入 余麗華 500                   

捐贈收入 周沂槿 500                   

捐贈收入 平慈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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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吳錫禎 500                   

捐贈收入 李耀星 500                   

捐贈收入 李陳月英 500                   

捐贈收入 吳姍姍 500                   

捐贈收入 李建發 500                   

捐贈收入 李蘊真 500                   

捐贈收入 地基主 500                   

捐贈收入 林澄清 500                   

捐贈收入 林素娥 500                   

捐贈收入 尤瑞元全家 500                   

捐贈收入 李美惠 500                   

捐贈收入 林蔡秀玉 500                   

捐贈收入 王健福 寂作寂無 王永成 莊惠菁 500                   

捐贈收入 李瑋哲 500                   

捐贈收入 孫伊麗 500                   

捐贈收入 洪連振 洪振中 李素真 500                   

捐贈收入 丁淑華 500                   

捐贈收入 吳劉素君 500                   

捐贈收入 李福瑞 500                   

捐贈收入 洪秀琴 500                   

捐贈收入 池品潔 500                   

捐贈收入 張湘寧 500                   

捐贈收入 許峻豪 500                   

捐贈收入 林王玉燕 500                   

捐贈收入 岳煜鈞 500                   

捐贈收入 胡碧雲 500                   

捐贈收入 邱建富 500                   

捐贈收入 胡綵縈 500                   

捐贈收入 侯宥宏 500                   

捐贈收入 林春勇 500                   

捐贈收入 毛翊軒 500                   

捐贈收入 姚汝瑜 500                   

捐贈收入 張紜甄 500                   

捐贈收入 何芳儀 500                   

捐贈收入 李東陽 500                   

捐贈收入 吳羽捷 500                   

捐贈收入 李松青 500                   

捐贈收入 王綉霞 500                   

捐贈收入 施伯霖 500                   

捐贈收入 林書帆 500                   

捐贈收入 林洪秀娥 500                   

捐贈收入 涂維芸 500                   

捐贈收入 王詩寗 500                   

捐贈收入 林新瑔 500                   

捐贈收入 莊廉浤 500                   

捐贈收入 李沐頷 500                   

捐贈收入 莊豪翔 500                   

捐贈收入 周家榮 500                   

捐贈收入 李芳宜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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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林民翔 500                   

捐贈收入 林佳穎 500                   

捐贈收入 施昇宏 500                   

捐贈收入 許加益 許楊碧蓮 500                   

捐贈收入 張瑞鴻 500                   

捐贈收入 王蘭美 500                   

捐贈收入 周家賢 500                   

捐贈收入 許育滕 500                   

捐贈收入 張瑞麟 500                   

捐贈收入 林俊良 500                   

捐贈收入 王國興 500                   

捐贈收入 丘羽軒 500                   

捐贈收入 李幸容 500                   

捐贈收入 許建民 500                   

捐贈收入 張元霸 500                   

捐贈收入 洪碧華 500                   

捐贈收入 王寶玉 500                   

捐贈收入 徐佳儂 500                   

捐贈收入 林玉玲 500                   

捐贈收入 林美滿 500                   

捐贈收入 柯建年 500                   

捐贈收入 許晉瑋 500                   

捐贈收入 張尹榕 500                   

捐贈收入 許紜瑄 500                   

捐贈收入 周振雄 500                   

捐贈收入 邱雅燕 500                   

捐贈收入 伍金柱 500                   

捐贈收入 王忠義 500                   

捐贈收入 李玉盆 500                   

捐贈收入 李妮臻 500                   

捐贈收入 林楊釵 500                   

捐贈收入 王弘壹 500                   

捐贈收入 王相華 500                   

捐贈收入 胡惠絮 500                   

捐贈收入 李大岳 500                   

捐贈收入 許雯茜 500                   

捐贈收入 吳勻 500                   

捐贈收入 邱浚時 500                   

捐贈收入 邱聖斌 500                   

捐贈收入 邱素琴 500                   

捐贈收入 吳尚峯 500                   

捐贈收入 王冠雯 500                   

捐贈收入 張語玹 500                   

捐贈收入 張素專 500                   

捐贈收入 林玉霞 500                   

捐贈收入 吳惠玲 500                   

捐贈收入 吳堇辰 500                   

捐贈收入 盛昱崎 500                   

捐贈收入 吳天色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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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周伯翰 500                   

捐贈收入 李洪盤 500                   

捐贈收入 唐珮綺 500                   

捐贈收入 柯詔仁 500                   

捐贈收入 莊幸淑 500                   

捐贈收入 尤怡霖 500                   

捐贈收入 邱今彥 500                   

捐贈收入 張德才 500                   

捐贈收入 田偉宏 500                   

捐贈收入 林丞璿 500                   

捐贈收入 王勝紘閤家 500                   

捐贈收入 柯詠蕙 500                   

捐贈收入 吳瑟嬌 500                   

捐贈收入 翁昕喬 500                   

捐贈收入 莊鈞維 500                   

捐贈收入 林秋湖 500                   

捐贈收入 吳筠禾 500                   

捐贈收入 林琮霈 500                   

捐贈收入 林佳欣 500                   

捐贈收入 王翔文 500                   

捐贈收入 洪婉茜 500                   

捐贈收入 張正龍 500                   

捐贈收入 王惠雪 500                   

捐贈收入 林煜程 500                   

捐贈收入 方文玲 500                   

捐贈收入 吳勁毅 500                   

捐贈收入 邱安生 500                   

捐贈收入 毛籍忠 500                   

捐贈收入 張良基 500                   

捐贈收入 李招治 500                   

捐贈收入 余憲昆 500                   

捐贈收入 田宗祐 500                   

捐贈收入 呂春滿 500                   

捐贈收入 張豐昇 500                   

捐贈收入 李芸薇 500                   

捐贈收入 林有山 500                   

捐贈收入 洪暐喆 500                   

捐贈收入 張嬿顓 500                   

捐贈收入 許妙藝 500                   

捐贈收入 林江山 500                   

捐贈收入 周麗玲 500                   

捐贈收入 張麗妃 500                   

捐贈收入 許怡芬 500                   

捐贈收入 李秋蘭 500                   

捐贈收入 張明居 500                   

捐贈收入 林韋祐 500                   

捐贈收入 林宥瀠 500                   

捐贈收入 王羿菲 500                   

捐贈收入 許金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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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林家弘 500                   

捐贈收入 沈柏旭 500                   

捐贈收入 何柏璋 500                   

捐贈收入 許洪榮 500                   

捐贈收入 林素花 500                   

捐贈收入 林忠華 500                   

捐贈收入 李家輝 500                   

捐贈收入 許茂盛 500                   

捐贈收入 曹四洋 500                   

捐贈收入 林怡婷 500                   

捐贈收入 李明智 李心喬 500                   

捐贈收入 施馨涵 500                   

捐贈收入 余性妹 500                   

捐贈收入 許宭瑋 500                   

捐贈收入 林吳素美 500                   

捐贈收入 張祝枝 500                   

捐贈收入 沈昌葳 500                   

捐贈收入 呂紹傑 500                   

捐贈收入 曹淑錦 500                   

捐贈收入 林順暉 500                   

捐贈收入 李佳珣 500                   

捐贈收入 吳靜如 500                   

捐贈收入 何柔澐 500                   

捐贈收入 岳俐辰 500                   

捐贈收入 凌碧香 500                   

捐贈收入 吳靜雯 500                   

捐贈收入 曹漢邦 500                   

捐贈收入 許訓誌 500                   

捐贈收入 李淨媁 500                   

捐贈收入 凃允章 500                   

捐贈收入 馬毓德 500                   

捐贈收入 李王秀枝 500                   

捐贈收入 梁少華 500                   

捐贈收入 吳玉樹 500                   

捐贈收入 施雅筑 500                   

捐贈收入 洪膺宗 500                   

捐贈收入 周義敏 500                   

捐贈收入 王健安 500                   

捐贈收入 林銘棟 500                   

捐贈收入 方魁燦 500                   

捐贈收入 梁咏晴 500                   

捐贈收入 徐邱玉滿 500                   

捐贈收入 張呂金珠 500                   

捐贈收入 高淑瑩 500                   

捐贈收入 林紅甘 500                   

捐贈收入 林芷安 孫茶 500                   

捐贈收入 江家渝 500                   

捐贈收入 王靜江 500                   

捐贈收入 張宏誌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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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林丁碧吟 500                   

捐贈收入 梁淑貞 500                   

捐贈收入 李錦雲 500                   

捐贈收入 林鐘明 500                   

捐贈收入 林乃喬 500                   

捐贈收入 何學賢 500                   

捐贈收入 李靜惠 500                   

捐贈收入 李仙央 500                   

捐贈收入 林國隆 500                   

捐贈收入 林長運 500                   

捐贈收入 張若吾 500                   

捐贈收入 林冠中 500                   

捐贈收入 李學鈞 500                   

捐贈收入 李敏芳 500                   

捐贈收入 李震坤 500                   

捐贈收入 許曉東 500                   

捐贈收入 王惟民 500                   

捐贈收入 張家瑜 500                   

捐贈收入 林志龍 500                   

捐贈收入 李王艷玲 500                   

捐贈收入 梁睿洺 500                   

捐贈收入 李大平 500                   

捐贈收入 林志豐 500                   

捐贈收入 李佳瀅 500                   

捐贈收入 王凱立 500                   

捐贈收入 吳俊忠 500                   

捐贈收入 張文力 500                   

捐贈收入 賴永和 460                   

捐贈收入 鄭清陽 王保 450                   

捐贈收入 陳麗蓉 450                   

捐贈收入 黃清林 450                   

捐贈收入 蘇麗卿 450                   

捐贈收入 林珮如 450                   

捐贈收入 李佩宜 450                   

捐贈收入 張玲淑 450                   

捐贈收入 周玉芬 450                   

捐贈收入 侯麗卿 450                   

捐贈收入 黃昭境 420                   

捐贈收入 蘇芳男 蘇朝陽 400                   

捐贈收入 詹妍榛 400                   

捐贈收入 黃秀鐘 400                   

捐贈收入 彭信銘 400                   

捐贈收入 蔡惠華 高銘正 高聖欽 高玫雪 400                   

捐贈收入 陳弘學 400                   

捐贈收入 陳滋津 400                   

捐贈收入 郭瀚駿 400                   

捐贈收入 蔡秋惠 400                   

捐贈收入 陳協駿 400                   

捐贈收入 魏婉香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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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蔡文德 400                   

捐贈收入 蕭雅鈴 400                   

捐贈收入 陳秋麗 400                   

捐贈收入 賴吳清葉 400                   

捐贈收入 楊智全 400                   

捐贈收入 楊陳月夏 400                   

捐贈收入 鄭燥琴 400                   

捐贈收入 蔡俊豐 400                   

捐贈收入 廖燕美 400                   

捐贈收入 錢柏霖 400                   

捐贈收入 蔡飛鴻 400                   

捐贈收入 陳治 400                   

捐贈收入 魏亦謙 400                   

捐贈收入 黃綵菻 400                   

捐贈收入 魏賴笑 魏國凍 400                   

捐贈收入 黃國維 400                   

捐贈收入 劉秀玲 400                   

捐贈收入 楊舒晴 400                   

捐贈收入 蘇日成 400                   

捐贈收入 楊舜雲 400                   

捐贈收入 陳靜枝 400                   

捐贈收入 彭淑娥 400                   

捐贈收入 黃建叡 400                   

捐贈收入 戴修文 400                   

捐贈收入 楊琇嵐 400                   

捐贈收入 陳培誠 400                   

捐贈收入 劉永忠 400                   

捐贈收入 連炯福 400                   

捐贈收入 陳李淑萍 400                   

捐贈收入 鄧貴珍 400                   

捐贈收入 黃串 400                   

捐贈收入 楊義旺 400                   

捐贈收入 陳連福 400                   

捐贈收入 戴曉薇 400                   

捐贈收入 童子玫 400                   

捐贈收入 黃炳傳 400                   

捐贈收入 顏俐文 400                   

捐贈收入 劉林滿 400                   

捐贈收入 潘文宿 400                   

捐贈收入 鄭文鋒 400                   

捐贈收入 魏柔竹 400                   

捐贈收入 陳志豪 400                   

捐贈收入 蕭仕榮 400                   

捐贈收入 蔡妙華 400                   

捐贈收入 詹閏鈞 400                   

捐贈收入 鄭巧 400                   

捐贈收入 趙瑜 400                   

捐贈收入 楊樑喜 400                   

捐贈收入 雷子堅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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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謝天月 何嘉文 李尚紘 李佳芸 李瑀潔 400                   

捐贈收入 蕭葉子 400                   

捐贈收入 蔡沛珊 400                   

捐贈收入 蘇正發 400                   

捐贈收入 曾耀興 400                   

捐贈收入 賴正道 400                   

捐贈收入 陳慧雯 400                   

捐贈收入 蔡榮輝 400                   

捐贈收入 黃淑芳 400                   

捐贈收入 陳巧蓁 400                   

捐贈收入 劉運維 400                   

捐贈收入 劉桐 400                   

捐贈收入 陳漢明 400                   

捐贈收入 楊淑玟 400                   

捐贈收入 劉芝杏 400                   

捐贈收入 龔友祥 400                   

捐贈收入 劉廖玉香 400                   

捐贈收入 齋麗雪 400                   

捐贈收入 鄭佳銘 400                   

捐贈收入 鄭靜宜 400                   

捐贈收入 蔡佩玲 400                   

捐贈收入 鄭燦煌 400                   

捐贈收入 謝忠吉 400                   

捐贈收入 陳俊寧 400                   

捐贈收入 謝念庭 400                   

捐贈收入 龔憲忠 400                   

捐贈收入 鄭松田 400                   

捐贈收入 曾亮勻 400                   

捐贈收入 陳璋右 400                   

捐贈收入 陳千禾 400                   

捐贈收入 蔡依玲 400                   

捐贈收入 葉銀泉 400                   

捐贈收入 劉素霞 400                   

捐贈收入 廖雲蓮 400                   

捐贈收入 溫珮如 400                   

捐贈收入 董文苓 400                   

捐贈收入 游欣樺 400                   

捐贈收入 黃振鳴 400                   

捐贈收入 鄭美文 400                   

捐贈收入 顏珮棋 400                   

捐贈收入 陳尚玉 400                   

捐贈收入 詹其山 400                   

捐贈收入 鄭美淑 400                   

捐贈收入 趙祥佑 400                   

捐贈收入 劉維涵 400                   

捐贈收入 黃進登 400                   

捐贈收入 陳黃雪琴闔家 400                   

捐贈收入 蕭文鈴 400                   

捐贈收入 葉文成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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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潘秀蘭 400                   

捐贈收入 劉德雄 400                   

捐贈收入 魏媺錦 400                   

捐贈收入 黃美惠 400                   

捐贈收入 羅乙容 400                   

捐贈收入 黃阿罕 400                   

捐贈收入 黃千娥 400                   

捐贈收入 劉信言 400                   

捐贈收入 羅美球 400                   

捐贈收入 曾木財 400                   

捐贈收入 廖碧花 400                   

捐贈收入 曾丘旭 400                   

捐贈收入 潘宥君 400                   

捐贈收入 陳奕琳 400                   

捐贈收入 蕭雅君 400                   

捐贈收入 謝德昌 400                   

捐贈收入 滿庭宏 400                   

捐贈收入 楊雪梨 400                   

捐贈收入 黃仁宏 400                   

捐贈收入 葉秀珠 400                   

捐贈收入 陳亮均 400                   

捐贈收入 謝錦秀 400                   

捐贈收入 劉秀娟 400                   

捐贈收入 鄭袖宏 鄭義寶 400                   

捐贈收入 蘇芳瑢 400                   

捐贈收入 陳金山 400                   

捐贈收入 陳朝龍闔家 400                   

捐贈收入 劉茲菁 400                   

捐贈收入 潘家蘭 400                   

捐贈收入 游朝凱 400                   

捐贈收入 劉秀娣 400                   

捐贈收入 葉怡君 400                   

捐贈收入 蘇貞夙 400                   

捐贈收入 劉奕良 400                   

捐贈收入 黃筱琪 400                   

捐贈收入 鄭富應 400                   

捐贈收入 蘇黃阿 400                   

捐贈收入 楊去 400                   

捐贈收入 陳芑樺 400                   

捐贈收入 廖峰慶 400                   

捐贈收入 黃明聰 400                   

捐贈收入 陳彥昕 400                   

捐贈收入 賴源龍 400                   

捐贈收入 劉珮雯 400                   

捐贈收入 劉宣彤 劉育伶 劉育均 400                   

捐贈收入 郭郁娟 400                   

捐贈收入 黃凱葶 400                   

捐贈收入 蔡璧卉 400                   

捐贈收入 陳奕鑫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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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黃鈺嫻 400                   

捐贈收入 劉麗香 400                   

捐贈收入 黃靖淳 400                   

捐贈收入 鍾濟旭 400                   

捐贈收入 龔陳靜枝 400                   

捐贈收入 陳倩玉 400                   

捐贈收入 賴莉菊 400                   

捐贈收入 張秉榆 400                   

捐贈收入 王淑雲 400                   

捐贈收入 李高宗 400                   

捐贈收入 施鍵淮 400                   

捐贈收入 李長富 400                   

捐贈收入 林德江 林永明 林得 林鄭玉枝 400                   

捐贈收入 王正益 400                   

捐贈收入 林南希 400                   

捐贈收入 邱世洲 400                   

捐贈收入 張淑娟 400                   

捐贈收入 周義傑 400                   

捐贈收入 林進益 400                   

捐贈收入 林嘉萱 400                   

捐贈收入 張珮甄 400                   

捐贈收入 林之晴 400                   

捐贈收入 林文淵 400                   

捐贈收入 吳宜鳳 400                   

捐贈收入 林進祥 400                   

捐贈收入 林寬亮 400                   

捐贈收入 林文智 400                   

捐贈收入 王素娟 400                   

捐贈收入 林盈盈 400                   

捐贈收入 徐子涵 400                   

捐贈收入 周再傳 400                   

捐贈收入 許吳猜 400                   

捐贈收入 李富美 400                   

捐贈收入 李莊玉完 400                   

捐贈收入 徐英祥 400                   

捐贈收入 李宜達 400                   

捐贈收入 吳靜怡 400                   

捐贈收入 丁采綸 400                   

捐贈收入 許媛恩 400                   

捐贈收入 方念慈 400                   

捐贈收入 涂仁銓 400                   

捐贈收入 吳明印 400                   

捐贈收入 張本岡 400                   

捐贈收入 馬靖翔 400                   

捐贈收入 李健華 400                   

捐贈收入 吳吟晏 400                   

捐贈收入 林秀增 400                   

捐贈收入 何錦惠 400                   

捐贈收入 莊淑英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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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林可嵐 400                   

捐贈收入 邱世煌 趙麗錦 400                   

捐贈收入 柯玉釵 400                   

捐贈收入 張守清 400                   

捐贈收入 高仕豪 400                   

捐贈收入 周利銘 400                   

捐贈收入 李美雲 400                   

捐贈收入 林建勳 400                   

捐贈收入 吳綺蕙 400                   

捐贈收入 范才昌 400                   

捐贈收入 沈茉莉 400                   

捐贈收入 林純華 400                   

捐贈收入 王琍平 400                   

捐贈收入 張瑞倩 400                   

捐贈收入 吳全勝 400                   

捐贈收入 宋素英 400                   

捐贈收入 林明妃 400                   

捐贈收入 林豫駿 林祐仕 400                   

捐贈收入 林羿萱 400                   

捐贈收入 申乙廷 400                   

捐贈收入 張采潔 400                   

捐贈收入 申秀鳳 400                   

捐贈收入 林睿麒 400                   

捐贈收入 邱靖婷 400                   

捐贈收入 辰驊國際有限公司 400                   

捐贈收入 王吳連治 400                   

捐贈收入 殷敏傭 400                   

捐贈收入 李麗蓉 400                   

捐贈收入 林土生 400                   

捐贈收入 侯采榆 400                   

捐贈收入 涂志宗 400                   

捐贈收入 柯芝穎 400                   

捐贈收入 張彧綸 400                   

捐贈收入 吳玟怜 400                   

捐贈收入 卓佳慶 400                   

捐贈收入 李玉春 400                   

捐贈收入 張泰中 400                   

捐贈收入 張鳳君 400                   

捐贈收入 莊志朗 400                   

捐贈收入 林根勝 400                   

捐贈收入 吳黃金針 400                   

捐贈收入 周易儒 400                   

捐贈收入 林冠妘 400                   

捐贈收入 吳玟亭 400                   

捐贈收入 王宗強 400                   

捐贈收入 林靜宜 400                   

捐贈收入 莊筑君 400                   

捐贈收入 高銘正 高聖欽 高玫雪 蔡惠華 400                   

捐贈收入 莊瑜瑩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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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宋貴豪 400                   

捐贈收入 莊榮金 400                   

捐贈收入 張翰文 400                   

捐贈收入 莊盧隆 400                   

捐贈收入 張翰林 400                   

捐贈收入 許子慧 400                   

捐贈收入 吳敏綺 400                   

捐贈收入 徐友恭 400                   

捐贈收入 張錦環 400                   

捐贈收入 柳順元+翁瓊修 400                   

捐贈收入 王攸卉 400                   

捐贈收入 小爾爾 400                   

捐贈收入 侯冠禎 400                   

捐贈收入 許妤旬 400                   

捐贈收入 杜昇勳 400                   

捐贈收入 沈美沁 400                   

捐贈收入 何錫勳 400                   

捐贈收入 張育汝 400                   

捐贈收入 唐宇宏 400                   

捐贈收入 邱怡茹 400                   

捐贈收入 林宥瑩 400                   

捐贈收入 張京台 400                   

捐贈收入 王雅萱 400                   

捐贈收入 許若榆 400                   

捐贈收入 李黃瑞香 400                   

捐贈收入 洪子晴 洪霈恩 400                   

捐贈收入 李新炎 400                   

捐贈收入 吳再珍 400                   

捐贈收入 汪竹俊 400                   

捐贈收入 吳癸儒 400                   

捐贈收入 呂朝陽 400                   

捐贈收入 李紘宇 400                   

捐贈收入 李淑蘭 400                   

捐贈收入 沈敬智 400                   

捐贈收入 張珮綸 400                   

捐贈收入 徐偉恭 400                   

捐贈收入 李殷廣 400                   

捐贈收入 余韻如 郭家榮 余國上 余彥駿 余彥穎 余王惠招 400                   

捐贈收入 李榮展 李巾睿帆 李長燦 李政和 李佩玲 400                   

捐贈收入 李奇蹟 400                   

捐贈收入 小芸 400                   

捐贈收入 王莘彤 400                   

捐贈收入 梁家萁 400                   

捐贈收入 徐暠 400                   

捐贈收入 呂孟蓉 400                   

捐贈收入 徐維羚 400                   

捐贈收入 林許芽 400                   

捐贈收入 林俋丞 400                   

捐贈收入 梁添明 姚內容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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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宋秀蓮 400                   

捐贈收入 林三益 400                   

捐贈收入 涂丰碩 400                   

捐贈收入 許萬發 400                   

捐贈收入 翁勉 400                   

捐贈收入 李素琴 400                   

捐贈收入 吳雪菁 400                   

捐贈收入 古秀梅 400                   

捐贈收入 王貞盛 400                   

捐贈收入 李建勳 400                   

捐贈收入 梁華明 400                   

捐贈收入 林金蓮 400                   

捐贈收入 周彩玉 400                   

捐贈收入 吳冠廷 400                   

捐贈收入 莊乃卿 400                   

捐贈收入 潘子龍 350                   

捐贈收入 劉錦華 350                   

捐贈收入 漢隆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統編: 97137517 350                   

捐贈收入 簡伶芳 350                   

捐贈收入 陳蒔霈 350                   

捐贈收入 簡廷軒 350                   

捐贈收入 蔡許金花 350                   

捐贈收入 蔡文村 350                   

捐贈收入 潘彥男 350                   

捐贈收入 程厚福 350                   

捐贈收入 陳麗滿 350                   

捐贈收入 葉慧娟 350                   

捐贈收入 詹進南 350                   

捐贈收入 張芮晨 350                   

捐贈收入 邱春基 350                   

捐贈收入 王詩甯 350                   

捐贈收入 趙靜安 320                   

捐贈收入 陳桂芳 300                   

捐贈收入 曾金英 300                   

捐贈收入 鍾永錦 300                   

捐贈收入 楊玉滿 300                   

捐贈收入 羅瑞娥 300                   

捐贈收入 陳國樑 300                   

捐贈收入 劉錦鳳 300                   

捐贈收入 陳映端 300                   

捐贈收入 楊惠如 300                   

捐贈收入 簡秀娟 300                   

捐贈收入 潘芬容 300                   

捐贈收入 陳春玉 300                   

捐贈收入 蟻凱允 300                   

捐贈收入 陳淑媛 300                   

捐贈收入 蘇巫東會 300                   

捐贈收入 楊雅娟 300                   

捐贈收入 鄭仲智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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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謝佩君 300                   

捐贈收入 楊尉汶 300                   

捐贈收入 楊宏羿 300                   

捐贈收入 鍾延凱 300                   

捐贈收入 鄭麗珠 300                   

捐贈收入 葉冬權 300                   

捐贈收入 楊宏澤 300                   

捐贈收入 黃子薰 300                   

捐贈收入 戴起華 300                   

捐贈收入 陳育朋 300                   

捐贈收入 游心玲 300                   

捐贈收入 黃美燕 300                   

捐贈收入 陳武德 300                   

捐贈收入 楊憲哲 300                   

捐贈收入 戴梓文 300                   

捐贈收入 陳松義 300                   

捐贈收入 陳淑琴 300                   

捐贈收入 謝贊德 300                   

捐贈收入 歐玉婷 300                   

捐贈收入 潘淑琴 300                   

捐贈收入 賴鴻謨 300                   

捐贈收入 陳素紅 300                   

捐贈收入 陳怡孜 300                   

捐贈收入 葉宜甄 300                   

捐贈收入 劉滿美 300                   

捐贈收入 廖述煥 300                   

捐贈收入 劉騰云 300                   

捐贈收入 楊巧如 300                   

捐贈收入 簡寶珠 300                   

捐贈收入 楊駿為 300                   

捐贈收入 陶錦綢 300                   

捐贈收入 黃珮綺 300                   

捐贈收入 黃吉慶 300                   

捐贈收入 陳阿紅 300                   

捐贈收入 盧亦琳 300                   

捐贈收入 曾鈺婷 300                   

捐贈收入 劉柔慧 300                   

捐贈收入 曾瓊滿 300                   

捐贈收入 楊富敏 300                   

捐贈收入 陳彥鐘 300                   

捐贈收入 陳春菊 300                   

捐贈收入 黃榮章 300                   

捐贈收入 楊煥煇 300                   

捐贈收入 廖元宗全家 300                   

捐贈收入 陳秀如 300                   

捐贈收入 陳王鈴子 300                   

捐贈收入 溫佩莎 300                   

捐贈收入 蘇玉屏 300                   

捐贈收入 陳萬清 300                   

163/207



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蘇季姍 300                   

捐贈收入 盧佩玲 300                   

捐贈收入 黃文志 300                   

捐贈收入 劉惠美 300                   

捐贈收入 謝鎮煌 300                   

捐贈收入 楊來棋 300                   

捐贈收入 戴彤米 300                   

捐贈收入 楊來鑫 300                   

捐贈收入 賴有福 300                   

捐贈收入 盧承岳 300                   

捐贈收入 蘇美善 300                   

捐贈收入 藍麗珠 300                   

捐贈收入 漢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                   

捐贈收入 劉光明 300                   

捐贈收入 黃盟崇 300                   

捐贈收入 蔡哲榮 300                   

捐贈收入 賴尚甫 300                   

捐贈收入 黃振艇 300                   

捐贈收入 賴傑鵬 300                   

捐贈收入 蔡奇容 300                   

捐贈收入 楊敏宏 300                   

捐贈收入 顏坤標 300                   

捐贈收入 劉月菊 300                   

捐贈收入 溫苡莎 300                   

捐贈收入 黃凱愉 300                   

捐贈收入 賀祐企業有限公司 300                   

捐贈收入 賴建安 300                   

捐贈收入 溫若莎 300                   

捐贈收入 鍾畯臣 300                   

捐贈收入 曾春華 300                   

捐贈收入 陳清彬 300                   

捐贈收入 陳家法 300                   

捐贈收入 楊勝翔 300                   

捐贈收入 劉名弘 300                   

捐贈收入 陳姿文 300                   

捐贈收入 盧啟文 300                   

捐贈收入 薛秋梅 300                   

捐贈收入 滕川 300                   

捐贈收入 謝進國 300                   

捐贈收入 黃宇詳 300                   

捐贈收入 陳振利 300                   

捐贈收入 陳張罔市 300                   

捐贈收入 羅慈美 300                   

捐贈收入 詹亞婷 300                   

捐贈收入 楊建宗 300                   

捐贈收入 陳金珍 300                   

捐贈收入 謝碧芬 300                   

捐贈收入 楊智宇 300                   

捐贈收入 傅義城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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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陳宜蓁 300                   

捐贈收入 藥專家生技有限公司 300                   

捐贈收入 顏瓊桃 300                   

捐贈收入 龍仕騰 300                   

捐贈收入 惠嘉蘭 300                   

捐贈收入 謝仙花 300                   

捐贈收入 顏麗惠 300                   

捐贈收入 謝蔡瑞容 300                   

捐贈收入 魏久雅 300                   

捐贈收入 劉家如 300                   

捐贈收入 盧榮河 300                   

捐贈收入 陳錦輝 300                   

捐贈收入 廖寶蓮 300                   

捐贈收入 黃元璽 300                   

捐贈收入 魏玉珍 300                   

捐贈收入 黃富強 300                   

捐贈收入 馮海吉 300                   

捐贈收入 黃天祥 300                   

捐贈收入 郭美嬬 300                   

捐贈收入 Kelly 300                   

捐贈收入 彭紹恩 300                   

捐贈收入 陳良輝 300                   

捐贈收入 黃進福 300                   

捐贈收入 郭如純 300                   

捐贈收入 詹紹弘 300                   

捐贈收入 黃學謙 300                   

捐贈收入 盧麗華 300                   

捐贈收入 蔡榮宗 蔡陳月 高智勇 300                   

捐贈收入 魏建宏 300                   

捐贈收入 廖佳美 300                   

捐贈收入 黃國枝 300                   

捐贈收入 蔡明岳 300                   

捐贈收入 陳映禎 300                   

捐贈收入 郭竣濱 300                   

捐贈收入 魏茂正 魏吳銀鳳 300                   

捐贈收入 劉武桓 300                   

捐贈收入 蔡麗秋 300                   

捐贈收入 曾淑真 300                   

捐贈收入 魏國評 300                   

捐贈收入 黃得銓 300                   

捐贈收入 劉詠吟 300                   

捐贈收入 鄭博文 300                   

捐贈收入 陳林梅 300                   

捐贈收入 廖信雄 300                   

捐贈收入 陳綉花 300                   

捐贈收入 賴佩恩 300                   

捐贈收入 陳雅珠 300                   

捐贈收入 賴佳慧 300                   

捐贈收入 陳惠芳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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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楊宿雨 300                   

捐贈收入 蔡陳印 300                   

捐贈收入 潘進展 300                   

捐贈收入 陳敏隆 300                   

捐贈收入 黃筠捷 300                   

捐贈收入 魏賴慶 300                   

捐贈收入 賴怡華 300                   

捐贈收入 謝曾麗華 謝進國 300                   

捐贈收入 蔡鄭厘 300                   

捐贈收入 詹舒涵 300                   

捐贈收入 蔡鄭銀滿 300                   

捐贈收入 賴彥宗 300                   

捐贈收入 楊之語 300                   

捐贈收入 廖耘汝 300                   

捐贈收入 陳宏鎰 300                   

捐贈收入 游鈞皓 300                   

捐贈收入 賴芯瑩 300                   

捐贈收入 黃茂群 300                   

捐贈收入 黃志鵬 300                   

捐贈收入 曾森 300                   

捐贈收入 謝秀玉 300                   

捐贈收入 陳妍蓁 300                   

捐贈收入 蘇麗菊 300                   

捐贈收入 陳清芳 300                   

捐贈收入 賴燕玲 300                   

捐贈收入 黃炎祥 300                   

捐贈收入 釋衍菩 300                   

捐贈收入 蔡忠憲 300                   

捐贈收入 賴盈樺 300                   

捐贈收入 詹德星 300                   

捐贈收入 黃永裕 300                   

捐贈收入 楊秉軒 300                   

捐贈收入 賴若菡 300                   

捐贈收入 傅建源 300                   

捐贈收入 戴彤竹 300                   

捐贈收入 黃宇嫻 300                   

捐贈收入 黃晞蕾 300                   

捐贈收入 羅宜珮 300                   

捐贈收入 陳俊雄 300                   

捐贈收入 黃馮錦 300                   

捐贈收入 彭群英 300                   

捐贈收入 黃三峰 300                   

捐贈收入 游碧雪 300                   

捐贈收入 蔡水成 300                   

捐贈收入 龔榆翔 300                   

捐贈收入 羅春櫻 300                   

捐贈收入 蔡惠華 300                   

捐贈收入 楊巫梅蘭 300                   

捐贈收入 江孟書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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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收入 王旻佑 王宥程 王彥霖 300                   

捐贈收入 許清安 300                   

捐贈收入 吳明霖 300                   

捐贈收入 王貴香 300                   

捐贈收入 方素菁 300                   

捐贈收入 李奇竣 300                   

捐贈收入 周秀葳 300                   

捐贈收入 吳印婕 300                   

捐贈收入 馬再春 300                   

捐贈收入 何彩月 300                   

捐贈收入 何細英 300                   

捐贈收入 洪鈺茹 300                   

捐贈收入 唐碧穗 300                   

捐贈收入 孫珮瑜 300                   

捐贈收入 王玉玲 300                   

捐贈收入 吳信武 300                   

捐贈收入 張偉宸 300                   

捐贈收入 林德仁 300                   

捐贈收入 梁世航 300                   

捐贈收入 林俊宏闔家 300                   

捐贈收入 林金蘭 300                   

捐贈收入 孫國照 300                   

捐贈收入 許明輝 300                   

捐贈收入 林讚敬 300                   

捐贈收入 李昀聰 300                   

捐贈收入 馬建忠 300                   

捐贈收入 沈張龍妹 300                   

捐贈收入 台中市私立新白昕文理短期補習班 300                   

捐贈收入 李奇根 300                   

捐贈收入 高春滿 300                   

捐贈收入 周沅蓁 300                   

捐贈收入 林瑩蓁 300                   

捐贈收入 施秋香 300                   

捐贈收入 李有棚 300                   

捐贈收入 王瑜全 300                   

捐贈收入 林秀娟 300                   

捐贈收入 辛建輝 300                   

捐贈收入 林彩鈺 300                   

捐贈收入 王水鳳 300                   

捐贈收入 李富 300                   

捐贈收入 王儷臻 300                   

捐贈收入 柯忠禮 300                   

捐贈收入 呂宜蓁 300                   

捐贈收入 方芃雁 300                   

捐贈收入 李世強 300                   

捐贈收入 邱莉雯 300                   

捐贈收入 林如慧 300                   

捐贈收入 李念芸 300                   

捐贈收入 林天註 林永明 李荐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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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呂宸熙 300                   

捐贈收入 林玉燕 300                   

捐贈收入 吳承育 300                   

捐贈收入 孫勝彰 300                   

捐贈收入 林平章 300                   

捐贈收入 林秀菊 300                   

捐贈收入 吳曉蓉 300                   

捐贈收入 邱士桓 300                   

捐贈收入 洪素緞 300                   

捐贈收入 孫惠美 300                   

捐贈收入 王成正 300                   

捐贈收入 馬國紘 300                   

捐贈收入 施昱圻 300                   

捐贈收入 孫惠華 300                   

捐贈收入 朱家利 300                   

捐贈收入 吳奕山 300                   

捐贈收入 林羿秀 300                   

捐贈收入 莊林春 300                   

捐贈收入 余賴滿 300                   

捐贈收入 吳奕霆 300                   

捐贈收入 邱羅秀珠 300                   

捐贈收入 孫綉琴 300                   

捐贈收入 平億工程有限公司 300                   

捐贈收入 李碧菁 300                   

捐贈收入 張保中 300                   

捐贈收入 王明宏 300                   

捐贈收入 孫美雲 300                   

捐贈收入 方順得 300                   

捐贈收入 呂俊誠 300                   

捐贈收入 吳黃秀慧 施秀錦 黃秋鑾 300                   

捐贈收入 張于婷 300                   

捐贈收入 宋淑君 300                   

捐贈收入 林素馨 300                   

捐贈收入 王維紫 300                   

捐贈收入 林俊隆 300                   

捐贈收入 林美江 300                   

捐贈收入 梁云菘 300                   

捐贈收入 史玉春 300                   

捐贈收入 邱海生 300                   

捐贈收入 曉涵 300                   

捐贈收入 林培軒 300                   

捐贈收入 王俐今 300                   

捐贈收入 小橘 300                   

捐贈收入 張銀忠 300                   

捐贈收入 高明憲 300                   

捐贈收入 林家豪 300                   

捐贈收入 吳佳芬 300                   

捐贈收入 包包 300                   

捐贈收入 江郭碧雲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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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倪麗琴 300                   

捐贈收入 張智傑 300                   

捐贈收入 吳慧玲 300                   

捐贈收入 宋建緯 300                   

捐贈收入 沈样立 300                   

捐贈收入 沈志鴻 300                   

捐贈收入 李慧萍 300                   

捐贈收入 林邑豐 300                   

捐贈收入 王品鈞 300                   

捐贈收入 張宇松 300                   

捐贈收入 王烱彬 300                   

捐贈收入 莊新春 300                   

捐贈收入 周賴美芳 300                   

捐贈收入 張守官 300                   

捐贈收入 周錦鳳 300                   

捐贈收入 林婉怡 300                   

捐贈收入 王品鏞 300                   

捐贈收入 張曾正香 300                   

捐贈收入 張和雲 300                   

捐贈收入 周易廷 300                   

捐贈收入 周利欽 300                   

捐贈收入 張德全 300                   

捐贈收入 張承瑋 300                   

捐贈收入 周易軒 300                   

捐贈收入 吳淳芳 300                   

捐贈收入 沈秀梅 300                   

捐贈收入 李明秀 300                   

捐贈收入 呂偉誠 300                   

捐贈收入 江敏誠 300                   

捐贈收入 史玉鳳 300                   

捐贈收入 李明育 300                   

捐贈收入 林伊翎 300                   

捐贈收入 李振謨 300                   

捐贈收入 莊蕭玉理 300                   

捐贈收入 張訓義 300                   

捐贈收入 張祐誠 300                   

捐贈收入 李美娟 300                   

捐贈收入 李秉祐 300                   

捐贈收入 林文惠 300                   

捐贈收入 吳思諭 300                   

捐贈收入 吳明生 300                   

捐贈收入 李秀麗 300                   

捐贈收入 柯有忠 300                   

捐贈收入 周月美 300                   

捐贈收入 張瑋育 300                   

捐贈收入 林海水 300                   

捐贈收入 林寬釗 300                   

捐贈收入 林峪陞 300                   

捐贈收入 徐莉蓉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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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林張姚桃 300                   

捐贈收入 王居正 300                   

捐贈收入 邱有福 300                   

捐贈收入 康庭鈞 300                   

捐贈收入 王秀美 300                   

捐贈收入 李昭福 300                   

捐贈收入 王秀月 300                   

捐贈收入 康謠俊 300                   

捐贈收入 王禮明 300                   

捐贈收入 施美華 300                   

捐贈收入 林來 300                   

捐贈收入 宋生兆 300                   

捐贈收入 李韶殷 300                   

捐贈收入 徐榮鑑 300                   

捐贈收入 胡勝能 300                   

捐贈收入 張政憲 黃秋英 300                   

捐贈收入 柳慧翼 300                   

捐贈收入 吳瓊媛 300                   

捐贈收入 周世煌 300                   

捐贈收入 何瑞霞 300                   

捐贈收入 許由海 300                   

捐贈收入 江佩娟 300                   

捐贈收入 吳碧蘭 300                   

捐贈收入 王郁茜 300                   

捐贈收入 吳祝姬 300                   

捐贈收入 洪滋湧 300                   

捐贈收入 李金龍 300                   

捐贈收入 林景影 300                   

捐贈收入 張沛珊 300                   

捐贈收入 江俊融 300                   

捐贈收入 張秀紅 300                   

捐贈收入 邵宛君 邵文俊 300                   

捐贈收入 林慶宏 300                   

捐贈收入 高昀心 300                   

捐贈收入 張秀英 300                   

捐贈收入 王瑜安 300                   

捐贈收入 張修武 300                   

捐贈收入 高昀柔 300                   

捐贈收入 張哲政 300                   

捐贈收入 王雲龍 300                   

捐贈收入 姚品如 300                   

捐贈收入 吳倍任 300                   

捐贈收入 林金枝 300                   

捐贈收入 吳端朗 300                   

捐贈收入 吳衍興 300                   

捐贈收入 王禹傑 300                   

捐贈收入 胡金龍 300                   

捐贈收入 林坤龍 300                   

捐贈收入 方柏詠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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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許育浚 300                   

捐贈收入 李依禪 300                   

捐贈收入 林雅婷 300                   

捐贈收入 王麗薰 300                   

捐贈收入 林子棋 300                   

捐贈收入 莊子慧 300                   

捐贈收入 甘信雄 300                   

捐贈收入 林秀琴 300                   

捐贈收入 張桑苗 300                   

捐贈收入 莊文豪 300                   

捐贈收入 王郁翔 300                   

捐贈收入 莊永耀 300                   

捐贈收入 許鐸譯 300                   

捐贈收入 洪鈺翔 300                   

捐贈收入 呂豊寶 300                   

捐贈收入 林煇彬 300                   

捐贈收入 郭泊震 280                   

捐贈收入 方惠玲 280                   

捐贈收入 梁麗文 255                   

捐贈收入 梁重雄 255                   

捐贈收入 梁林瓊問 255                   

捐贈收入 梁珊珊 255                   

捐贈收入 詹富枝 250                   

捐贈收入 楊吉田 250                   

捐贈收入 陳秀琴全家 250                   

捐贈收入 劉鳳嬌 250                   

捐贈收入 楊富湄 250                   

捐贈收入 廖惠敏 250                   

捐贈收入 楊青琪 250                   

捐贈收入 黃云嫺 250                   

捐贈收入 劉秀鑾 250                   

捐贈收入 陳柏翰 250                   

捐贈收入 楊東蓁 250                   

捐贈收入 陳琇麗 250                   

捐贈收入 魏冠宇 250                   

捐贈收入 郭春妮 250                   

捐贈收入 黃美鶯 250                   

捐贈收入 多多狗 250                   

捐贈收入 林子珍 250                   

捐贈收入 張瑋倫 250                   

捐贈收入 王郁蓁 250                   

捐贈收入 江淑珍 250                   

捐贈收入 周義雄 250                   

捐贈收入 莊欣儒 250                   

捐贈收入 王郁芳 250                   

捐贈收入 林健新 250                   

捐贈收入 林蘇月桃 250                   

捐贈收入 林洋樂 250                   

捐贈收入 張名萱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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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莊欣學 250                   

捐贈收入 郭承軒 200                   

捐贈收入 陳秋霞 200                   

捐贈收入 黃俊宏 200                   

捐贈收入 盧宏益 200                   

捐贈收入 陳淑敏 200                   

捐贈收入 駱光美 200                   

捐贈收入 郭宗讓 200                   

捐贈收入 廖章綺 200                   

捐贈收入 彭曼華 200                   

捐贈收入 蔡美珠 200                   

捐贈收入 陳烔如 200                   

捐贈收入 陳英倩 200                   

捐贈收入 陳雅伶 200                   

捐贈收入 溫琇存 200                   

捐贈收入 黃羅妹 200                   

捐贈收入 陳靜馨 200                   

捐贈收入 陳政宇 200                   

捐贈收入 蔡英哲 200                   

捐贈收入 楊惠嵐 200                   

捐贈收入 黃佩恩 200                   

捐贈收入 楊秋月 200                   

捐贈收入 蔡水柳 200                   

捐贈收入 陳德華 200                   

捐贈收入 郭清發 200                   

捐贈收入 郭李豔華 200                   

捐贈收入 董妤萍 200                   

捐贈收入 黃駿憲 200                   

捐贈收入 曾遨霖 曾遨丞 200                   

捐贈收入 鄭榮財 200                   

捐贈收入 董幸正 200                   

捐贈收入 賴泓逹 200                   

捐贈收入 黃琇芳 200                   

捐贈收入 陳弘義 200                   

捐贈收入 董幸生 200                   

捐贈收入 陳嘉鋐 200                   

捐贈收入 黃存光 200                   

捐贈收入 廖添寶 200                   

捐贈收入 陳英欽 200                   

捐贈收入 羅麗芬 200                   

捐贈收入 董林淑貞 200                   

捐贈收入 曾羽鴻 200                   

捐贈收入 黃佩誼 200                   

捐贈收入 鄭愉平 200                   

捐贈收入 郭素珠 200                   

捐贈收入 蔡詹屘 200                   

捐贈收入 黃金香 200                   

捐贈收入 蘇志仁 200                   

捐贈收入 董宬熙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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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花花 200                   

捐贈收入 劉同喜 200                   

捐贈收入 陳曉莉 200                   

捐贈收入 董家宏 200                   

捐贈收入 鍾瑞美 200                   

捐贈收入 劉美香 200                   

捐贈收入 賴聰全 200                   

捐贈收入 歐莊素月 200                   

捐贈收入 郭華富 200                   

捐贈收入 郭彥彤 200                   

捐贈收入 蔡良春 200                   

捐贈收入 陳若慈 200                   

捐贈收入 蘇細綢 200                   

捐贈收入 賀房鳳 200                   

捐贈收入 陳達昌 200                   

捐贈收入 薛木雄 200                   

捐贈收入 黃春妹 200                   

捐贈收入 董富明 200                   

捐贈收入 陳皓冠 200                   

捐贈收入 陳雲娥 200                   

捐贈收入 蔡佩樺 200                   

捐贈收入 歐陽幼芬 200                   

捐贈收入 陳致瑋 200                   

捐贈收入 蔡國華 200                   

捐贈收入 蔡鴻森 200                   

捐贈收入 薛伊婷 200                   

捐贈收入 彭志中 200                   

捐贈收入 蔡國權 200                   

捐贈收入 郭鄒玉 200                   

捐贈收入 進昇 200                   

捐贈收入 黃建文 200                   

捐贈收入 謝國定 200                   

捐贈收入 陳柏丞 200                   

捐贈收入 陳玉荒 200                   

捐贈收入 鄧漢智 200                   

捐贈收入 黃獻平 200                   

捐贈收入 楊文浩 200                   

捐贈收入 蔡伯玉 200                   

捐贈收入 黃仁信 200                   

捐贈收入 陳麗珍 200                   

捐贈收入 鍾金英 200                   

捐贈收入 陳建輔 200                   

捐贈收入 蔡聖賢 200                   

捐贈收入 盧振聲 200                   

捐贈收入 楊美群 200                   

捐贈收入 陳貞志 200                   

捐贈收入 蘇江泉 200                   

捐贈收入 陳建輯 200                   

捐贈收入 廖由美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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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彭惠娟 200                   

捐贈收入 蘇怡仲 200                   

捐贈收入 項蕙華 200                   

捐贈收入 賴人龍 200                   

捐贈收入 薛羽軒 200                   

捐贈收入 陳麗蘭 200                   

捐贈收入 陳昆佳 200                   

捐贈收入 鄭雅瀞 200                   

捐贈收入 楊承澔 200                   

捐贈收入 陳巧萍 200                   

捐贈收入 陳玉莉 200                   

捐贈收入 黃文梅 200                   

捐贈收入 陳錦慧 200                   

捐贈收入 陳先生 200                   

捐贈收入 黃許于 200                   

捐贈收入 連晟豈 200                   

捐贈收入 黃忠弘 200                   

捐贈收入 蔡芳華 200                   

捐贈收入 陳明田 200                   

捐贈收入 趙虹棋 200                   

捐贈收入 戴德義 200                   

捐贈收入 趙建民 200                   

捐贈收入 蔡淑英 200                   

捐贈收入 曾明珠 200                   

捐贈收入 鄭素美 200                   

捐贈收入 陳文英 200                   

捐贈收入 楊綺華 200                   

捐贈收入 郭詠雙 200                   

捐贈收入 陳政德 200                   

捐贈收入 楊雅茹 200                   

捐贈收入 陳威儒 200                   

捐贈收入 趙峮翊 趙翌盛 200                   

捐贈收入 陳木江 200                   

捐贈收入 陳錫翰 200                   

捐贈收入 劉碧華 200                   

捐贈收入 黃瀞緹 200                   

捐贈收入 黃美 200                   

捐贈收入 鄧湫燕 200                   

捐贈收入 馮流華 200                   

捐贈收入 賴信廷 200                   

捐贈收入 黃杜桂妹 200                   

捐贈收入 蔡佩蓁 200                   

捐贈收入 蔡淑麗 200                   

捐贈收入 湯瑞妹 200                   

捐贈收入 黃春梅 200                   

捐贈收入 廖素蘭 200                   

捐贈收入 楊陳足 200                   

捐贈收入 陳冠宏 200                   

捐贈收入 鄭月淑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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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蔣雅惠 200                   

捐贈收入 趙許有 200                   

捐贈收入 楊理鈞  楊理皓 200                   

捐贈收入 魏均竹 200                   

捐贈收入 陳耿祥 200                   

捐贈收入 曾炳榮 200                   

捐贈收入 葉黃榮妹 200                   

捐贈收入 薛金山 200                   

捐贈收入 黃朝欽 200                   

捐贈收入 薛雨昂 200                   

捐贈收入 趙艷娟 200                   

捐贈收入 管鳳梅 200                   

捐贈收入 雷後英 200                   

捐贈收入 蔣櫻碧 200                   

捐贈收入 葉昌衡 200                   

捐贈收入 黃珠 200                   

捐贈收入 黃秋芬 200                   

捐贈收入 程姵慈 200                   

捐贈收入 楊小萍 200                   

捐贈收入 蕭子堉 200                   

捐贈收入 關博謙 200                   

捐贈收入 黃榮華 200                   

捐贈收入 劉傑元 200                   

捐贈收入 游張文英 200                   

捐贈收入 傅鈴雅 200                   

捐贈收入 薛祖群 200                   

捐贈收入 蔡瑞明 200                   

捐贈收入 郭素貞 200                   

捐贈收入 劉勝綋 200                   

捐贈收入 謝新錦 200                   

捐贈收入 黃仁柏 200                   

捐贈收入 劉文進 200                   

捐贈收入 潘柏婷 200                   

捐贈收入 謝義雄 200                   

捐贈收入 陳碧蓮 200                   

捐贈收入 劉冠良 200                   

捐贈收入 曾宏逸 200                   

捐贈收入 謝鈺珍 200                   

捐贈收入 蘇月霞 200                   

捐贈收入 蕭加和 200                   

捐贈收入 鄭智謄 200                   

捐贈收入 蕭巧節 200                   

捐贈收入 陳秉賢 200                   

捐贈收入 謝瑪麗 200                   

捐贈收入 劉秀美 200                   

捐贈收入 曾秋惠 200                   

捐贈收入 蔡妃庭 200                   

捐贈收入 黃雅惠 200                   

捐贈收入 陳芝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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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陳姵語 200                   

捐贈收入 黃照群 200                   

捐贈收入 傅芷榆 200                   

捐贈收入 蘇延驛 200                   

捐贈收入 郭楸榕 200                   

捐贈收入 陳曾素月 200                   

捐贈收入 劉品宏 200                   

捐贈收入 陳朝賓 200                   

捐贈收入 郭麗玉 200                   

捐贈收入 銅鑼灣書店 200                   

捐贈收入 陳瑞瑜 200                   

捐贈收入 連國貞 200                   

捐贈收入 趙艷玲 200                   

捐贈收入 陳可心 200                   

捐贈收入 魏穗如 200                   

捐贈收入 賴錦珠 200                   

捐贈收入 趙艷美 200                   

捐贈收入 曾定榮 200                   

捐贈收入 羅云伽 200                   

捐贈收入 鍾圓鶯 200                   

捐贈收入 陳品伶 200                   

捐贈收入 楊栩然 200                   

捐贈收入 蕭秀燕 200                   

捐贈收入 蔡榮源 200                   

捐贈收入 羅文辰 200                   

捐贈收入 陳修 陳蔡美惠 200                   

捐贈收入 謝慧賢 200                   

捐贈收入 涂志宗 200                   

捐贈收入 彭欽學 200                   

捐贈收入 陳秀娥 200                   

捐贈收入 郭朝達 200                   

捐贈收入 陳俊吉 200                   

捐贈收入 陳玥蓉 200                   

捐贈收入 黃迪偉 200                   

捐贈收入 黃順風 200                   

捐贈收入 陳欣怡 200                   

捐贈收入 薛德昱 200                   

捐贈收入 陳新添 200                   

捐贈收入 楊鄭貴妹 200                   

捐贈收入 楊健輝 200                   

捐贈收入 楊竺芳 楊宗勳 200                   

捐贈收入 陳玉芳 200                   

捐贈收入 趙艷貞 200                   

捐贈收入 韓秀花 200                   

捐贈收入 羅秀菊 200                   

捐贈收入 趙樹朝 200                   

捐贈收入 蕭俊慧 200                   

捐贈收入 鄭義寶 200                   

捐贈收入 羅其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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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劉寶珠 200                   

捐贈收入 鄭袖宏 200                   

捐贈收入 韓睿騰 韓鎮照 200                   

捐贈收入 黃姵晴 200                   

捐贈收入 韓靜如 200                   

捐贈收入 黃蔡彩鸞 200                   

捐贈收入 賴岳宗 200                   

捐贈收入 游清陽 200                   

捐贈收入 陳娟娟 200                   

捐贈收入 黃上嘉 200                   

捐贈收入 盧宏政 200                   

捐贈收入 陳惠美 200                   

捐贈收入 黃代豐 200                   

捐贈收入 蔡志漧 200                   

捐贈收入 陳秀芬 200                   

捐贈收入 劉自振 200                   

捐贈收入 黃瀞嬌 200                   

捐贈收入 楊士霆 200                   

捐贈收入 楊至帆 200                   

捐贈收入 羅昱昇 200                   

捐贈收入 蔣清海 200                   

捐贈收入 陳文琴 200                   

捐贈收入 賴麗枝 200                   

捐贈收入 劉昌廷 200                   

捐贈收入 陳泳承 200                   

捐贈收入 鄭凱陽 200                   

捐贈收入 陳林笑 200                   

捐贈收入 葉育岑 200                   

捐贈收入 黃高妶玲 200                   

捐贈收入 楊金坤 200                   

捐贈收入 楊順發 200                   

捐贈收入 陳孟詩 200                   

捐贈收入 陳素蘭 200                   

捐贈收入 蔡舜昌 200                   

捐贈收入 賴肇宗 200                   

捐贈收入 陳宋素娥 200                   

捐贈收入 陳言菲 200                   

捐贈收入 黃益 200                   

捐贈收入 賴銘宗 200                   

捐贈收入 楊秀娥 200                   

捐贈收入 廖益漍 200                   

捐贈收入 鄒舒宇 200                   

捐贈收入 賴思婷 200                   

捐贈收入 鄒寧 200                   

捐贈收入 曾惠娜 200                   

捐贈收入 陳庠蓁 200                   

捐贈收入 楊清華 200                   

捐贈收入 劉坤旺 200                   

捐贈收入 陳佳中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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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郭文政 200                   

捐贈收入 釋淨嚴 200                   

捐贈收入 黃揚心 200                   

捐贈收入 簡俊明 200                   

捐贈收入 趙坤德 200                   

捐贈收入 湯顯明 200                   

捐贈收入 郭楸萍 200                   

捐贈收入 黃惠美 200                   

捐贈收入 賴婉貞 200                   

捐贈收入 楊琇娟 200                   

捐贈收入 顧清仁 200                   

捐贈收入 郭淑姿 200                   

捐贈收入 廖淑慧 200                   

捐贈收入 陳郭展 200                   

捐贈收入 黃揚智 200                   

捐贈收入 賴振宗 200                   

捐贈收入 楊陳速 200                   

捐贈收入 郭楸均 200                   

捐贈收入 楊舒甯 200                   

捐贈收入 簡徐月雲 闔家 200                   

捐贈收入 郭美聰 200                   

捐贈收入 簡格 200                   

捐贈收入 黃建中 林麗華 200                   

捐贈收入 葉登美 200                   

捐贈收入 劉紹宇 200                   

捐贈收入 陳國因 200                   

捐贈收入 黃新玉 200                   

捐贈收入 賴彬儼 200                   

捐贈收入 陳明澤 200                   

捐贈收入 賴淑娟 200                   

捐贈收入 蕭清宗 200                   

捐贈收入 謝欣芳 200                   

捐贈收入 劉玟汝 200                   

捐贈收入 橘子 200                   

捐贈收入 楊思萍 200                   

捐贈收入 陳育明 200                   

捐贈收入 林宜靜 200                   

捐贈收入 吳貞勳 200                   

捐贈收入 林禹頡 200                   

捐贈收入 林錦銘 200                   

捐贈收入 許志熊 200                   

捐贈收入 張衣彤 200                   

捐贈收入 古其興 200                   

捐贈收入 林浣蕙 200                   

捐贈收入 林賴美代 200                   

捐贈收入 林柏辰 200                   

捐贈收入 林依玟 200                   

捐贈收入 吳政坤 200                   

捐贈收入 張偉德 200                   

178/207



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林純儀 200                   

捐贈收入 許香 200                   

捐贈收入 林湋澄 200                   

捐贈收入 柯議傑 200                   

捐贈收入 林靜怡 200                   

捐贈收入 許靖騰 200                   

捐贈收入 林宥廷 200                   

捐贈收入 許瀞文 200                   

捐贈收入 唐慧琴 200                   

捐贈收入 張歐照 200                   

捐贈收入 吳敍謙 200                   

捐贈收入 呂錦花 200                   

捐贈收入 Justin 200                   

捐贈收入 沈美月 200                   

捐贈收入 林湙潔 200                   

捐贈收入 洪至翰 200                   

捐贈收入 張錦慧 200                   

捐贈收入 李俊寧 200                   

捐贈收入 王詩婷 200                   

捐贈收入 林月照 200                   

捐贈收入 王榮輝 200                   

捐贈收入 方彥富 200                   

捐贈收入 張宋江 200                   

捐贈收入 張舒蓁 200                   

捐贈收入 吳秀錦 200                   

捐贈收入 張瑜玲 200                   

捐贈收入 張光明 200                   

捐贈收入 許碧昭 200                   

捐贈收入 吳淑珍 200                   

捐贈收入 王罔 200                   

捐贈收入 張鴻樑 200                   

捐贈收入 許顥薰 200                   

捐贈收入 林玉蟬 200                   

捐贈收入 林子羽 200                   

捐贈收入 王柏鈞 200                   

捐贈收入 周怡廷 200                   

捐贈收入 王金同 200                   

捐贈收入 柯連長 200                   

捐贈收入 何秀蘭 200                   

捐贈收入 吳禎妮 200                   

捐贈收入 李昆進 200                   

捐贈收入 王品茜 王怡如 200                   

捐贈收入 林琮盛 200                   

捐贈收入 胡麗雲 200                   

捐贈收入 吳秀鑾 200                   

捐贈收入 王開民 200                   

捐贈收入 林秋雄 200                   

捐贈收入 李晉芳 200                   

捐贈收入 杜慶煌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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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林文彪 200                   

捐贈收入 王愛珠 200                   

捐贈收入 林傅鳳蘭 200                   

捐贈收入 林柔妤 200                   

捐贈收入 林禹劭 200                   

捐贈收入 江淑鴻 200                   

捐贈收入 林亭樺 200                   

捐贈收入 吳清庚 200                   

捐贈收入 張景林 200                   

捐贈收入 李家祁 200                   

捐贈收入 洪嘉嶸 200                   

捐贈收入 吳婉如 200                   

捐贈收入 邱奕樺 200                   

捐贈收入 石上頡 200                   

捐贈收入 邱建誠 200                   

捐贈收入 王美岑 200                   

捐贈收入 徐靜瑤 200                   

捐贈收入 林麒正 200                   

捐贈收入 林永賢 200                   

捐贈收入 吳清春 200                   

捐贈收入 張弘忠 200                   

捐贈收入 何柏佑 200                   

捐贈收入 林昶靚 200                   

捐贈收入 吳宜真 200                   

捐贈收入 張嘉宏 200                   

捐贈收入 吳光璿 200                   

捐贈收入 卓宇洋 200                   

捐贈收入 朱塔 200                   

捐贈收入 呂岱蓉 200                   

捐贈收入 張儷齡 200                   

捐贈收入 莫彥廷 莫安梅 莫旂麟 200                   

捐贈收入 林貴焜 200                   

捐贈收入 王嘉生 200                   

捐贈收入 張續憲 200                   

捐贈收入 呂豫信 200                   

捐贈收入 林麗香 200                   

捐贈收入 許文睿 200                   

捐贈收入 張秀蘭 200                   

捐贈收入 王小娟 200                   

捐贈收入 周文亭 200                   

捐贈收入 林建汪 200                   

捐贈收入 姚榕禎 200                   

捐贈收入 高瑞穗 200                   

捐贈收入 洪寶琴 200                   

捐贈收入 林寬柔 200                   

捐贈收入 翁瑂璟 200                   

捐贈收入 洪詠珺 200                   

捐贈收入 吳盛珠 200                   

捐贈收入 林元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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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林品萱 200                   

捐贈收入 周芮粴 200                   

捐贈收入 吳紹綦 200                   

捐贈收入 高慧芳 200                   

捐贈收入 呂張素蓮 200                   

捐贈收入 林雪釵 200                   

捐贈收入 江美緞 200                   

捐贈收入 于佩君 200                   

捐贈收入 余青山 200                   

捐贈收入 林宗賢 200                   

捐贈收入 許金秀 200                   

捐贈收入 林鉛混 200                   

捐贈收入 張淑媛 200                   

捐贈收入 翁寶蓮 200                   

捐贈收入 邱明吉 200                   

捐贈收入 周正烟 200                   

捐贈收入 張翊廷 張翊萱 200                   

捐贈收入 曹騰元 200                   

捐贈收入 邱松仁 200                   

捐贈收入 耿旭宏 200                   

捐贈收入 范香蘭 200                   

捐贈收入 梁中元 200                   

捐贈收入 李柔璇 200                   

捐贈收入 耿國孝 200                   

捐贈收入 邱芳芳 200                   

捐贈收入 吳昭毅 200                   

捐贈收入 康德仁 200                   

捐贈收入 林麗雲 200                   

捐贈收入 尤梁菊 200                   

捐贈收入 耿梅婷 200                   

捐贈收入 李三坪 200                   

捐贈收入 石川生 200                   

捐贈收入 沈輝泰 200                   

捐贈收入 石永泰 200                   

捐贈收入 許素惠 200                   

捐贈收入 王彩淩 200                   

捐贈收入 范瓈欣 200                   

捐贈收入 石亦宏 200                   

捐贈收入 朱展佑 200                   

捐贈收入 茿程工程行 200                   

捐贈收入 林祐仕 林豫駿 200                   

捐贈收入 張存仁 200                   

捐贈收入 吳沛蓁 200                   

捐贈收入 王子棋 200                   

捐贈收入 徐瑞嬌 200                   

捐贈收入 方紫微 200                   

捐贈收入 江東陽 200                   

捐贈收入 石亦剛 200                   

捐贈收入 王繁男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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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方泉潔 200                   

捐贈收入 林民翔 林晏廷 200                   

捐贈收入 涂雅蕙 200                   

捐贈收入 阮明商 200                   

捐贈收入 洪明陽 200                   

捐贈收入 PACQUING 200                   

捐贈收入 梁原蓉 200                   

捐贈收入 阮素梅 200                   

捐贈收入 林紜汝 200                   

捐贈收入 張歐春美 200                   

捐贈收入 吳孔廷 200                   

捐贈收入 古峻榮 200                   

捐贈收入 石亦陽 200                   

捐贈收入 邱淑珍 200                   

捐贈收入 李鄭秀華 200                   

捐贈收入 涂月馨 200                   

捐贈收入 紀玉味 200                   

捐贈收入 涂永郅 200                   

捐贈收入 林志青 200                   

捐贈收入 呂玉金 200                   

捐贈收入 梁敏綢 200                   

捐贈收入 毛德華 200                   

捐贈收入 宋佳修 200                   

捐贈收入 許馨元 200                   

捐贈收入 紀珮筠 200                   

捐贈收入 林錦紅 200                   

捐贈收入 張林雲燕 200                   

捐贈收入 林美吟 200                   

捐贈收入 梁添明 姚內容 梁孟淳 200                   

捐贈收入 洪清天 200                   

捐贈收入 古婷筠 200                   

捐贈收入 施素玉 200                   

捐贈收入 張武宗 200                   

捐贈收入 呂碧錦 200                   

捐贈收入 柳碧慧 200                   

捐贈收入 王品茜 200                   

捐贈收入 吳雪華 200                   

捐贈收入 林威廷 200                   

捐贈收入 邱麗君 200                   

捐贈收入 李淑惠 200                   

捐贈收入 施明釗 200                   

捐贈收入 林建宏 200                   

捐贈收入 梁楷 200                   

捐贈收入 張桐欽 200                   

捐贈收入 官家禾 200                   

捐贈收入 王美娟 200                   

捐贈收入 官煥章 200                   

捐贈收入 高溱楹 200                   

捐贈收入 馬惠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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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徐永吉 200                   

捐贈收入 古智良 200                   

捐贈收入 許安進 200                   

捐贈收入 尚蔡節 200                   

捐贈收入 李至傑 200                   

捐贈收入 林李水寶 200                   

捐贈收入 林政榮 200                   

捐贈收入 王昭琇 200                   

捐贈收入 胡謝清桃 200                   

捐贈收入 梁鎮鴻 200                   

捐贈收入 林云慈 200                   

捐贈收入 林柏村 200                   

捐贈收入 王添增 200                   

捐贈收入 林沁怡 200                   

捐贈收入 吳佳錡 200                   

捐贈收入 法界眾生 200                   

捐贈收入 許秀戀 200                   

捐贈收入 李翊甄 200                   

捐贈收入 林姁昭 200                   

捐贈收入 林炳俊 200                   

捐贈收入 高嫿庭 200                   

捐贈收入 古楊秋雲 200                   

捐贈收入 張耿哲 200                   

捐贈收入 吳登福 200                   

捐贈收入 徐來香 200                   

捐贈收入 唐悦淳 200                   

捐贈收入 許明珠 200                   

捐贈收入 余建興 200                   

捐贈收入 林庭瑀 200                   

捐贈收入 林秀英 200                   

捐贈收入 林心園 200                   

捐贈收入 何致賢 200                   

捐贈收入 林宗億 200                   

捐贈收入 保護傘餐廳 200                   

捐贈收入 邱煒傑 200                   

捐贈收入 林秀香品家創意工坊 200                   

捐贈收入 范右融 200                   

捐贈收入 粘宇翔 200                   

捐贈收入 范亦辰 200                   

捐贈收入 細田悠真 200                   

捐贈收入 周姿佑 200                   

捐贈收入 林淯惇 200                   

捐贈收入 林文金 200                   

捐贈收入 上慧機械企業有限公司 200                   

捐贈收入 姚俊安 200                   

捐贈收入 莊千慧 200                   

捐贈收入 洪煌源 200                   

捐贈收入 余柔靚 200                   

捐贈收入 許秋彬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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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岳崤峯 200                   

捐贈收入 石鎧瑞 200                   

捐贈收入 林珠鈴 200                   

捐贈收入 徐柏岳 200                   

捐贈收入 李林千金 李崑盛 許素雲 200                   

捐贈收入 江政霖 200                   

捐贈收入 莊弘毅 200                   

捐贈收入 林迺蓁 200                   

捐贈收入 張金絨 許美珠 200                   

捐贈收入 呂靜枝 200                   

捐贈收入 林許阿粉 200                   

捐贈收入 李瑤屏 200                   

捐贈收入 林閔安 200                   

捐贈收入 林勝雄 200                   

捐贈收入 方禹臻 200                   

捐贈收入 李麗觀 200                   

捐贈收入 邱萬賀 200                   

捐贈收入 康綉續 200                   

捐贈收入 石采沄 200                   

捐贈收入 康蜜企業社 200                   

捐贈收入 莊秀霞 200                   

捐贈收入 林熟金 200                   

捐贈收入 古蔡芳櫻 200                   

捐贈收入 林明和 200                   

捐贈收入 邱小玉 200                   

捐贈收入 范瑞暘 200                   

捐贈收入 高吳蕊 200                   

捐贈收入 立益不銹鋼廚具有限公司 200                   

捐贈收入 李展章 200                   

捐贈收入 李惠玉 200                   

捐贈收入 胡金福 200                   

捐贈收入 王照閔 200                   

捐贈收入 凃志明 200                   

捐贈收入 林殊妙 200                   

捐贈收入 林秀緞 200                   

捐贈收入 許素敏 200                   

捐贈收入 周志忠 200                   

捐贈收入 許翁健 200                   

捐贈收入 王瑞洲 200                   

捐贈收入 林蔡美珠 200                   

捐贈收入 林蔡越 200                   

捐贈收入 林水億 200                   

捐贈收入 何秉忠 200                   

捐贈收入 肖永興 200                   

捐贈收入 林玠妤 200                   

捐贈收入 任卉均 200                   

捐贈收入 徐福仁 200                   

捐贈收入 張紫菱 200                   

捐贈收入 洪銀樹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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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許淑媛 200                   

捐贈收入 吳宗恆 200                   

捐贈收入 李品喬 200                   

捐贈收入 許智家 200                   

捐贈收入 林世賢 200                   

捐贈收入 王國賓 200                   

捐贈收入 方莉蓁 200                   

捐贈收入 許皓爾 200                   

捐贈收入 秦王泡治 200                   

捐贈收入 林正基 200                   

捐贈收入 洪幸元 200                   

捐贈收入 胡金鸞 200                   

捐贈收入 李水赺 200                   

捐贈收入 余美燕 200                   

捐贈收入 杜子甯 200                   

捐贈收入 孔繁偉 200                   

捐贈收入 林虹如 200                   

捐贈收入 孫曹彩雲 200                   

捐贈收入 許惠絜 200                   

捐贈收入 余宛霖 200                   

捐贈收入 杜史嫺 200                   

捐贈收入 李孟峯 200                   

捐贈收入 林禹辰 200                   

捐贈收入 林炳棠 200                   

捐贈收入 吳素蓮 200                   

捐贈收入 吳佳仁 200                   

捐贈收入 許詠祥 200                   

捐贈收入 朱仲進 200                   

捐贈收入 林榆榛 200                   

捐贈收入 林素清 200                   

捐贈收入 林景文 200                   

捐贈收入 莊飛揚 200                   

捐贈收入 徐麗惠 200                   

捐贈收入 吳煜綸 200                   

捐贈收入 宋秀霞全家 200                   

捐贈收入 邵雅玲 200                   

捐贈收入 林景屏 200                   

捐贈收入 王曉萱 200                   

捐贈收入 許經昌 200                   

捐贈收入 李鴻松 200                   

捐贈收入 林剛正 200                   

捐贈收入 吳明靜 200                   

捐贈收入 許葉金環 200                   

捐贈收入 李秋菊 200                   

捐贈收入 吳釋令 200                   

捐贈收入 張美櫻 200                   

捐贈收入 王萬屏 200                   

捐贈收入 王儷蓉 200                   

捐贈收入 古展有 200                   

185/207



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周育薇 200                   

捐贈收入 殷俊珠 200                   

捐贈收入 吳羿樺 200                   

捐贈收入 林智育 200                   

捐贈收入 林康舜 200                   

捐贈收入 呂岳築 200                   

捐贈收入 王長水 200                   

捐贈收入 林豫駿 林祐任 200                   

捐贈收入 林于淑 200                   

捐贈收入 林柏仁 200                   

捐贈收入 王健軍 王蔡翠屏 200                   

捐贈收入 呂喬烈 200                   

捐贈收入 洪正修 200                   

捐贈收入 林長春 200                   

捐贈收入 洪正彬 200                   

捐贈收入 林秋淵 200                   

捐贈收入 呂炳南 200                   

捐贈收入 林長餘 200                   

捐贈收入 王嘉仁 200                   

捐贈收入 甘俊傑 200                   

捐贈收入 王健壹 200                   

捐贈收入 林玉婷 200                   

捐贈收入 林順雨 200                   

捐贈收入 許璧嬿 200                   

捐贈收入 李鴻選 200                   

捐贈收入 張玉美 200                   

捐贈收入 李瑞宏 200                   

捐贈收入 林阿銀 200                   

捐贈收入 李宗鉅 200                   

捐贈收入 張維銘 200                   

捐贈收入 莊慧菁 200                   

捐贈收入 涂志宗 200                   

捐贈收入 周佳豫 200                   

捐贈收入 涂峻彰 200                   

捐贈收入 邱惠玲 200                   

捐贈收入 何宇捷 200                   

捐贈收入 方濬澤 200                   

捐贈收入 林南君 200                   

捐贈收入 沈月里 200                   

捐贈收入 陳舜斌 197                   

捐贈收入 郭惠平 180                   

捐贈收入 郭紅山 180                   

捐贈收入 施懿妮 170                   

捐贈收入 游采綸 166                   

捐贈收入 游國添 166                   

捐贈收入 游佳穎 166                   

捐贈收入 張敏 166                   

捐贈收入 施星見 166                   

捐贈收入 黃瑞華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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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郭懿菱 150                   

捐贈收入 黃建富 150                   

捐贈收入 陳香妘 150                   

捐贈收入 郭研麟 150                   

捐贈收入 簡麗雲 150                   

捐贈收入 魏嘉儀 150                   

捐贈收入 陳德安 150                   

捐贈收入 郭家榮 150                   

捐贈收入 陳淑卿 150                   

捐贈收入 陳威霖 150                   

捐贈收入 郭沛瞳 150                   

捐贈收入 陳春美 150                   

捐贈收入 郭朝達  郭哲宏 150                   

捐贈收入 蔣正廷 150                   

捐贈收入 陳靜霞 150                   

捐贈收入 楊春梅 150                   

捐贈收入 黃盈盈 150                   

捐贈收入 黃思誠 150                   

捐贈收入 楊顏麗惠 150                   

捐贈收入 徐婉玉 150                   

捐贈收入 朱益添 150                   

捐贈收入 林盈秀 150                   

捐贈收入 王愛玲 150                   

捐贈收入 吳佳諭 150                   

捐贈收入 余子蓉 150                   

捐贈收入 孫彩惠 150                   

捐贈收入 馬美如 150                   

捐贈收入 林盧月鳳 150                   

捐贈收入 莊鈞皓 150                   

捐贈收入 張廖素珠 150                   

捐贈收入 邱英愷 150                   

捐贈收入 林采潔 150                   

捐贈收入 李志誠 150                   

捐贈收入 林峻逸 150                   

捐贈收入 吳碧娥 150                   

捐贈收入 黃妙成 108                   

捐贈收入 陳建銘 100                   

捐贈收入 劉麗英 100                   

捐贈收入 葉昕翰 100                   

捐贈收入 黃毅恒 100                   

捐贈收入 潘伶勤 100                   

捐贈收入 蕭瞻 100                   

捐贈收入 曾建誌 100                   

捐贈收入 黃潔 100                   

捐贈收入 劉穎蓁 100                   

捐贈收入 陳瓊如 100                   

捐贈收入 陳怡伶 100                   

捐贈收入 蕭耀南 100                   

捐贈收入 黃雅雲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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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陳玟足 100                   

捐贈收入 黃幹猷 100                   

捐贈收入 鍾雪梅 100                   

捐贈收入 陳玉萬 100                   

捐贈收入 鍾復源 100                   

捐贈收入 楊津香 100                   

捐贈收入 賴乃怡 100                   

捐贈收入 蕭子涓 100                   

捐贈收入 黃輝南 100                   

捐贈收入 黃祝貞 100                   

捐贈收入 陳玟潔 100                   

捐贈收入 趙梧敦 100                   

捐贈收入 黃上峰 100                   

捐贈收入 黃柔瑄 100                   

捐贈收入 黃國華 100                   

捐贈收入 劉桂吉 100                   

捐贈收入 楊喜妹 100                   

捐贈收入 鄭廖素碧 100                   

捐贈收入 鍾瑜真 100                   

捐贈收入 謝如惠 100                   

捐贈收入 楊喬筑 100                   

捐贈收入 蘇女士 100                   

捐贈收入 陳藤男 100                   

捐贈收入 劉湘妮 100                   

捐贈收入 陳春月 100                   

捐贈收入 廖蓉芳 100                   

捐贈收入 黃于菱 100                   

捐贈收入 蔡菀宜 100                   

捐贈收入 陳怡婷 100                   

捐贈收入 曾御甄 100                   

捐贈收入 鍾興進 100                   

捐贈收入 褚義雄 100                   

捐贈收入 黃堅庭 100                   

捐贈收入 蘇鼎盛 100                   

捐贈收入 董國光 100                   

捐贈收入 歐春松 100                   

捐贈收入 潘致榕 100                   

捐贈收入 蕭清松 100                   

捐贈收入 陳榮豪 100                   

捐贈收入 趙善明 100                   

捐贈收入 賴早香 100                   

捐贈收入 黃毅弘 100                   

捐贈收入 黃千綾 100                   

捐贈收入 劉家鼎 100                   

捐贈收入 楊惠青 100                   

捐贈收入 楊宗達 100                   

捐贈收入 潘重志 100                   

捐贈收入 游棨翔 100                   

捐贈收入 郭玉雲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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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游逸群 100                   

捐贈收入 賴免 100                   

捐贈收入 廖悅妘 100                   

捐贈收入 陳姿羽 100                   

捐贈收入 陳玉雲 100                   

捐贈收入 潘泰宏 100                   

捐贈收入 廖翁樹燕 100                   

捐贈收入 黃林滿 100                   

捐贈收入 黃羽嘉 100                   

捐贈收入 潘淑美 100                   

捐贈收入 陳家蓁 100                   

捐贈收入 曾瑞青 100                   

捐贈收入 盧以倢 100                   

捐贈收入 解佳靜 100                   

捐贈收入 蔡淑如 100                   

捐贈收入 陳俊偉 100                   

捐贈收入 廖萱婷 100                   

捐贈收入 曾聖庭 100                   

捐贈收入 陳玉蘭 100                   

捐贈收入 鄧宇棋 100                   

捐贈收入 楊玲玲 100                   

捐贈收入 陳妍姍 100                   

捐贈收入 陳利榛 100                   

捐贈收入 潘欽民 100                   

捐贈收入 陳亭芝 100                   

捐贈收入 賴佳惠 100                   

捐贈收入 蘇國欽 100                   

捐贈收入 陳俊惠 100                   

捐贈收入 蘇雪娥 100                   

捐贈收入 陳春滿 100                   

捐贈收入 陳龍雄 100                   

捐贈收入 黃牧子 100                   

捐贈收入 葉祥淡 100                   

捐贈收入 郭柯牡丹 100                   

捐贈收入 陳臨 100                   

捐贈收入 黃子琦 100                   

捐贈收入 陳珠愛 100                   

捐贈收入 劉玉秀 100                   

捐贈收入 趙茂呈 100                   

捐贈收入 陳玨丞 100                   

捐贈收入 黃銘良 100                   

捐贈收入 楊森絜 100                   

捐贈收入 蔡鎂麗 100                   

捐贈收入 鄧湘霏 100                   

捐贈收入 饒春富 100                   

捐贈收入 詹佩穎 100                   

捐贈收入 陳素貞 100                   

捐贈收入 詹佳原 100                   

捐贈收入 陳姮君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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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賴怡錚 100                   

捐贈收入 游祥種 100                   

捐贈收入 簡芊宥 100                   

捐贈收入 葉士盟 100                   

捐贈收入 簡佩玉 100                   

捐贈收入 游速珠 100                   

捐贈收入 詹佳樺 100                   

捐贈收入 陳有育 100                   

捐贈收入 詹佳龍 100                   

捐贈收入 陳志宗 100                   

捐贈收入 鄧碧珊 100                   

捐贈收入 陳冠萍 100                   

捐贈收入 鄧麗玲 100                   

捐贈收入 黃祈福 100                   

捐贈收入 賴林束 100                   

捐贈收入 羅惠卿 100                   

捐贈收入 鄧顯宗 100                   

捐贈收入 薛慈穎 100                   

捐贈收入 潘麗彩 100                   

捐贈收入 謝天月 100                   

捐贈收入 楊森潔 100                   

捐贈收入 葉末子 100                   

捐贈收入 彭慧芬 100                   

捐贈收入 羅德順 100                   

捐贈收入 詹杰睿 100                   

捐贈收入 黃安泉 100                   

捐贈收入 詹金愛 100                   

捐贈收入 陳月里 100                   

捐贈收入 詹美玉全家 100                   

捐贈收入 謝志祥 100                   

捐贈收入 簡徐月雲 100                   

捐贈收入 游憶琴 100                   

捐贈收入 鄭文海 100                   

捐贈收入 陳淑霞 100                   

捐贈收入 鄭文惠 100                   

捐贈收入 陳冠蓁 100                   

捐贈收入 詹宸睿 100                   

捐贈收入 廖淑盈 100                   

捐贈收入 簡淙鎮 100                   

捐贈收入 廖清榮 100                   

捐贈收入 詹益容 100                   

捐贈收入 黃呂聘 100                   

捐贈收入 劉朱廂 100                   

捐贈收入 蘇先進 100                   

捐贈收入 蔡文玥 100                   

捐贈收入 陳仙菊 100                   

捐贈收入 陳衍義 100                   

捐贈收入 廖煌裕 100                   

捐贈收入 陳碧雲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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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黃群 100                   

捐贈收入 劉均薇 100                   

捐贈收入 陳欣悅 100                   

捐贈收入 黃麒瑞 100                   

捐贈收入 彭秀雯 100                   

捐贈收入 劉李青 100                   

捐贈收入 陳芊葳 100                   

捐贈收入 簡錦源 100                   

捐贈收入 盧桂花 100                   

捐贈收入 陳巧華 100                   

捐贈收入 陳美和 100                   

捐贈收入 詹淑雅 100                   

捐贈收入 謝素禎 100                   

捐贈收入 陳國平 100                   

捐贈收入 楊郁璇 100                   

捐贈收入 賴美玲 100                   

捐贈收入 黃秀雀 100                   

捐贈收入 黃淑卿 100                   

捐贈收入 陳奐維 100                   

捐贈收入 陳怡靜 100                   

捐贈收入 彭美麗 100                   

捐贈收入 陳俊儒 100                   

捐贈收入 陳奕村 100                   

捐贈收入 楊貴媚 100                   

捐贈收入 蕭月理 100                   

捐贈收入 惠楀 100                   

捐贈收入 蕭台美 100                   

捐贈收入 鄭吉志 100                   

捐贈收入 蕭百陽 100                   

捐贈收入 陳寶 100                   

捐贈收入 蕭秀琴 100                   

捐贈收入 黃阿桂 100                   

捐贈收入 蕭佳慈 100                   

捐贈收入 曾丁文 100                   

捐贈收入 陳聰美 100                   

捐贈收入 藍金地 100                   

捐贈收入 陳珠玉 100                   

捐贈收入 藍南輝 100                   

捐贈收入 曾淑華 100                   

捐贈收入 陳國偵 100                   

捐贈收入 黃素貞 100                   

捐贈收入 賴素貞 100                   

捐贈收入 陳益崙 100                   

捐贈收入 蔡弘軒 100                   

捐贈收入 蕭婉玉 100                   

捐贈收入 鄭宇超 100                   

捐贈收入 楊淑蘭 100                   

捐贈收入 黃阿端 100                   

捐贈收入 謝麗卿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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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賴張綢 100                   

捐贈收入 蕭莎萍 100                   

捐贈收入 黃青騰 100                   

捐贈收入 黃宜玲 100                   

捐贈收入 黃焌祐 100                   

捐贈收入 陳立傑 100                   

捐贈收入 劉季奉 100                   

捐贈收入 饒庭虹 100                   

捐贈收入 黃亭茵 100                   

捐贈收入 蕭雯宛 100                   

捐贈收入 曾遨丞 100                   

捐贈收入 黃慶福 100                   

捐贈收入 藍毓齡 100                   

捐贈收入 陳嘉軒 100                   

捐贈收入 陳昭輝 100                   

捐贈收入 羅秀香 100                   

捐贈收入 陳木昌 100                   

捐贈收入 羅秀鶯 100                   

捐贈收入 黃尹玲 100                   

捐贈收入 蔡昕芷 100                   

捐贈收入 陳耀重 100                   

捐贈收入 蔡東宏 100                   

捐贈收入 黃俊華 100                   

捐贈收入 廖昱翔 100                   

捐贈收入 陳孝宗 100                   

捐贈收入 廖昱雯 100                   

捐贈收入 陳孝宗 闔家 100                   

捐贈收入 薛百惠 100                   

捐贈收入 陳俐臻 100                   

捐贈收入 黃雅微 100                   

捐贈收入 顏世雄 100                   

捐贈收入 廖苙宇 100                   

捐贈收入 顏永祥 100                   

捐贈收入 劉旆希 100                   

捐贈收入 黃冠偉 100                   

捐贈收入 葉月真 100                   

捐贈收入 賴進福 100                   

捐贈收入 薛柏彰 100                   

捐贈收入 黃陳美珠 100                   

捐贈收入 羅曼珊 100                   

捐贈收入 陳重光 100                   

捐贈收入 鄭瑞浤 100                   

捐贈收入 郭哲豪 100                   

捐贈收入 劉真 100                   

捐贈收入 顏杏妃 100                   

捐贈收入 劉祐誠 100                   

捐贈收入 黃冠智 100                   

捐贈收入 羅揚駿 100                   

捐贈收入 鄭宜欣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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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薛慈華 100                   

捐贈收入 賴瑞金 100                   

捐贈收入 蔡信良 100                   

捐贈收入 鄭念庭 100                   

捐贈收入 陳意中 100                   

捐贈收入 鄭旻泰 100                   

捐贈收入 廖悅如 100                   

捐贈收入 黃冠鈞 100                   

捐贈收入 鄭廣銘 100                   

捐贈收入 陳顯雄 100                   

捐贈收入 曾奕勳 100                   

捐贈收入 劉欣宜 100                   

捐贈收入 廖珮儒 100                   

捐贈收入 郭林秋香 100                   

捐贈收入 鄭曉梅 100                   

捐贈收入 顏查某 100                   

捐贈收入 陳淑絹 100                   

捐贈收入 蔡志忠 100                   

捐贈收入 蔡皇年 100                   

捐贈收入 楊于萱 100                   

捐贈收入 葉朱九妹 100                   

捐贈收入 陳宏芯 100                   

捐贈收入 蔡美市 100                   

捐贈收入 黃文聰 100                   

捐贈收入 陳家乾 100                   

捐贈收入 陳宗富 100                   

捐贈收入 龐玉玲 100                   

捐贈收入 陳元魁 100                   

捐贈收入 黃楷傑 100                   

捐贈收入 陳彩粉 100                   

捐贈收入 鄭麗蘭 100                   

捐贈收入 陶寶霞 100                   

捐贈收入 籃素娥 100                   

捐贈收入 陸盈凡 100                   

捐贈收入 陳震宇 100                   

捐贈收入 劉芳睿 100                   

捐贈收入 蘇介廷 100                   

捐贈收入 陳昶銘 100                   

捐贈收入 劉淑雪 100                   

捐贈收入 劉采瑄 100                   

捐贈收入 黃照男 100                   

捐贈收入 楊云婷 100                   

捐贈收入 廖淑婷 100                   

捐贈收入 楊壬貴 100                   

捐贈收入 陳曉萍 100                   

捐贈收入 楊心嫻 100                   

捐贈收入 黃吳玉子 100                   

捐贈收入 顏陳市 100                   

捐贈收入 陳至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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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楊錦崙 100                   

捐贈收入 蔡寶鳳 100                   

捐贈收入 葉忠烈 100                   

捐贈收入 賴黎軒 100                   

捐贈收入 陳林桂英 100                   

捐贈收入 廖于瑩 100                   

捐贈收入 廖雪惠 100                   

捐贈收入 陳儀紋 100                   

捐贈收入 陳秋添 100                   

捐贈收入 温貴媚 100                   

捐贈收入 葉明祥 100                   

捐贈收入 鄭秋月 100                   

捐贈收入 陳燕珍 100                   

捐贈收入 鄭秋昇 100                   

捐贈收入 黃志和 100                   

捐贈收入 賴鴻達 100                   

捐贈收入 陳厚安 100                   

捐贈收入 鄭秋琴 100                   

捐贈收入 陳玉緯 100                   

捐贈收入 廖土金 100                   

捐贈收入 劉漢東 100                   

捐贈收入 温源隆 100                   

捐贈收入 黃聖文 100                   

捐贈收入 楊文銘 100                   

捐贈收入 蘇長生 100                   

捐贈收入 陳彩鳳 100                   

捐贈收入 黃郁虔 100                   

捐贈收入 楊月雲 100                   

捐贈收入 郭英 100                   

捐贈收入 廖文莉 100                   

捐贈收入 陳睫翰 100                   

捐贈收入 廖文雄 100                   

捐贈收入 盧韋錡 100                   

捐贈收入 游氏甘 100                   

捐贈收入 廖龍治 100                   

捐贈收入 陳金枝 100                   

捐贈收入 黃詩穎 100                   

捐贈收入 陳敏 100                   

捐贈收入 陳芋樺 100                   

捐贈收入 陳元翰 100                   

捐贈收入 葉美凰 100                   

捐贈收入 鄭素花 100                   

捐贈收入 陳思云 100                   

捐贈收入 黃惠茹 100                   

捐贈收入 劉翰恩 100                   

捐贈收入 郭韋松 100                   

捐贈收入 楊卿震 100                   

捐贈收入 楊麗平 100                   

捐贈收入 陳靜香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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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楊麗凰 100                   

捐贈收入 陳亞婗 100                   

捐贈收入 廖正皓 100                   

捐贈收入 蘇素卿 100                   

捐贈收入 陳敏雄 100                   

捐贈收入 謝淑珍 100                   

捐贈收入 魏妙娟 100                   

捐贈收入 葉振豪 100                   

捐贈收入 鄭乾良 100                   

捐贈收入 蔡靖敏 100                   

捐贈收入 郭家真 100                   

捐贈收入 童宏怡 100                   

捐贈收入 游定基 100                   

捐贈收入 葉素珍 100                   

捐贈收入 游昌達 100                   

捐贈收入 楊財明 100                   

捐贈收入 游明來 100                   

捐贈收入 劉鴻嬌 100                   

捐贈收入 魏芳達 100                   

捐贈收入 蘇琮祐 100                   

捐贈收入 陳文龍 100                   

捐贈收入 黃良艷 100                   

捐贈收入 陳柏良 100                   

捐贈收入 葉敏秀 100                   

捐贈收入 陳梨玉 100                   

捐贈收入 蔡漢權 100                   

捐贈收入 陳淑文 100                   

捐贈收入 謝貴琴 100                   

捐贈收入 劉洺宏 100                   

捐贈收入 葉淑娟 100                   

捐贈收入 黃玉玟 100                   

捐贈收入 曾梅英 100                   

捐贈收入 黃思齊 100                   

捐贈收入 趙其忠 100                   

捐贈收入 黃恆凱 100                   

捐贈收入 絮妹妹租賃仲介行 100                   

捐贈收入 陳東郎 100                   

捐贈收入 曾梓翔 100                   

捐贈收入 黃琬庭 100                   

捐贈收入 黃佳英 100                   

捐贈收入 陳淑胤 100                   

捐贈收入 蕭春櫻 100                   

捐贈收入 郭家瑜 100                   

捐贈收入 葉惠蘭 100                   

捐贈收入 楊含 100                   

捐贈收入 蕭海倫 100                   

捐贈收入 戴秀杏 100                   

捐贈收入 謝潘惠子 100                   

捐贈收入 鄭莉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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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陳珮雯 100                   

捐贈收入 廖枋富 100                   

捐贈收入 曾珽甄 100                   

捐贈收入 曾明輝 100                   

捐贈收入 謝靜岳 100                   

捐贈收入 戴芷穎 100                   

捐贈收入 謝濬璟 100                   

捐贈收入 游振錡 100                   

捐贈收入 蕭婉孜 100                   

捐贈收入 陳慧錚 100                   

捐贈收入 陳泳州 100                   

捐贈收入 劉美蓉 100                   

捐贈收入 葉端輝 100                   

捐贈收入 黃菀萱 100                   

捐贈收入 蕭清吉 100                   

捐贈收入 劉美霞 100                   

捐贈收入 彭淑華 100                   

捐贈收入 劉郁汝 100                   

捐贈收入 蕭翊呈 100                   

捐贈收入 劉韋呈 100                   

捐贈收入 陳怡利 100                   

捐贈收入 傅清中 100                   

捐贈收入 鍾月英 100                   

捐贈收入 黃昭銘 100                   

捐贈收入 鍾玉定 100                   

捐贈收入 廖俊超 100                   

捐贈收入 毅山國際有限公司 100                   

捐贈收入 陳柏彰 100                   

捐贈收入 陳吾湖 100                   

捐贈收入 陳金滿 100                   

捐贈收入 陳婷婷 100                   

捐贈收入 黃田翠霞 100                   

捐贈收入 陳嘉弘 100                   

捐贈收入 滙客萊國際有限公司 100                   

捐贈收入 鍾姍妤 100                   

捐贈收入 游彩玥 100                   

捐贈收入 潘小姐 100                   

捐贈收入 曾阿月 100                   

捐贈收入 潘玉玟 100                   

捐贈收入 陳建志 100                   

捐贈收入 潘宇辰 100                   

捐贈收入 戴潛仁 100                   

捐贈收入 蕭榮欽 100                   

捐贈收入 鄭惠月 100                   

捐贈收入 欒麗鳳 100                   

捐贈收入 曾阿莉 100                   

捐贈收入 鄭揚叡 100                   

捐贈收入 蔡易儔 100                   

捐贈收入 李金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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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李品璋 100                   

捐贈收入 周炳宏 100                   

捐贈收入 李依璇 100                   

捐贈收入 高庭桂 100                   

捐贈收入 林奕錞 100                   

捐贈收入 高燦庚 100                   

捐贈收入 林百男 100                   

捐贈收入 孫瑞明 100                   

捐贈收入 張麗玉 100                   

捐贈收入 邱堇華 100                   

捐贈收入 呂茂琳 100                   

捐贈收入 李惠玲 100                   

捐贈收入 平億工程有限有限公司 100                   

捐贈收入 張凱螢 100                   

捐贈收入 正耕企業有限公司  統編: 30972662 100                   

捐贈收入 許韋任 100                   

捐贈收入 何昱瑋 100                   

捐贈收入 林燦利 100                   

捐贈收入 邱淑珠 100                   

捐贈收入 呂清祥 100                   

捐贈收入 正耕企業有限公司 統編 :30972662 100                   

捐贈收入 徐伊佩 100                   

捐贈收入 么佩玉 100                   

捐贈收入 吳淑鴛 100                   

捐贈收入 何蕥妁 100                   

捐贈收入 杜郁婕 100                   

捐贈收入 施麗珍 100                   

捐贈收入 一鍋堂飯麵製研所 100                   

捐贈收入 林佑錩 100                   

捐贈收入 林素燕 100                   

捐贈收入 張秀珍 100                   

捐贈收入 洪芳旻 100                   

捐贈收入 施麗娟 100                   

捐贈收入 姚岱君 100                   

捐贈收入 徐福生 100                   

捐贈收入 王耀潔 100                   

捐贈收入 周福龍 100                   

捐贈收入 林楷培 100                   

捐贈收入 林聖嘉 100                   

捐贈收入 孫楊士瑩 100                   

捐贈收入 李彥富 100                   

捐贈收入 王木良 100                   

捐贈收入 敖祥玲 100                   

捐贈收入 許惠美 100                   

捐贈收入 王慶風 100                   

捐贈收入 張寧安 100                   

捐贈收入 李質斌 100                   

捐贈收入 張維權 100                   

捐贈收入 么佩伶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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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史湘楹 100                   

捐贈收入 王怡雯 100                   

捐贈收入 許正雄 100                   

捐贈收入 林鎮裕 100                   

捐贈收入 朱慧鈺 100                   

捐贈收入 林利松 100                   

捐贈收入 吳秀靜 100                   

捐贈收入 呂簡阿送 100                   

捐贈收入 杜禎義 100                   

捐贈收入 紀佳妗 100                   

捐贈收入 李采珊 100                   

捐贈收入 李婉榛 100                   

捐贈收入 李美菊 100                   

捐贈收入 紀俊吉 100                   

捐贈收入 林郭秀美 100                   

捐贈收入 王玉守 100                   

捐贈收入 林宛螢 100                   

捐贈收入 周蔡秋吟 100                   

捐贈收入 張喬甯 100                   

捐贈收入 江庭緯 100                   

捐贈收入 王家榆 100                   

捐贈收入 張良悅 100                   

捐贈收入 吳秉達 100                   

捐贈收入 時吉男 100                   

捐贈收入 林招 100                   

捐贈收入 李崑賢 100                   

捐贈收入 崔劉秋妹 100                   

捐贈收入 甘孝宏 100                   

捐贈收入 李雅惠 100                   

捐贈收入 林妙姿 100                   

捐贈收入 李俊樺 100                   

捐贈收入 胡文宗 100                   

捐贈收入 施硯智 100                   

捐贈收入 宋振德 100                   

捐贈收入 林松柏 100                   

捐贈收入 江佾琛 100                   

捐贈收入 王佳瑋 100                   

捐贈收入 江玉瑛 100                   

捐贈收入 林泇錤 100                   

捐贈收入 周靜宜 100                   

捐贈收入 林玫娃 100                   

捐贈收入 王詩韻 100                   

捐贈收入 吳月葉 100                   

捐贈收入 梁木春 100                   

捐贈收入 徐王美蓮 100                   

捐贈收入 林妙相 100                   

捐贈收入 么韓玉珍 100                   

捐贈收入 胡安明 100                   

捐贈收入 徐雯琪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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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張孟英 100                   

捐贈收入 余金米 100                   

捐贈收入 柯佳欣 100                   

捐贈收入 張宏光 100                   

捐贈收入 吳宛蓁 100                   

捐贈收入 何頌凱 100                   

捐贈收入 梁秀華 100                   

捐贈收入 林同啟 100                   

捐贈收入 林宏修 100                   

捐贈收入 李文超 100                   

捐贈收入 李思翰 100                   

捐贈收入 何欣憲 100                   

捐贈收入 李政和 100                   

捐贈收入 林典呈 100                   

捐贈收入 林宏哲 100                   

捐贈收入 張國榮 100                   

捐贈收入 吳連通 100                   

捐贈收入 方許英秀 100                   

捐贈收入 余惠美 100                   

捐贈收入 許宏濱 100                   

捐贈收入 江駿濬 100                   

捐贈收入 吳振成 100                   

捐贈收入 林春烈 100                   

捐贈收入 洪其雄 100                   

捐贈收入 吳陳麥 吳麗君 崔登翔 100                   

捐贈收入 張琇詠 100                   

捐贈收入 胡邱華蓮 100                   

捐贈收入 吳慧玉 100                   

捐贈收入 梁玲玲 100                   

捐贈收入 邱秀惠 100                   

捐贈收入 胡金雲 100                   

捐贈收入 高聖欽 100                   

捐贈收入 吳宛諮 100                   

捐贈收入 柯明煌 100                   

捐贈收入 林宛誼 100                   

捐贈收入 張明惠 100                   

捐贈收入 林宛諭 100                   

捐贈收入 王意媚 100                   

捐贈收入 林毅誠 100                   

捐贈收入 李明照 100                   

捐贈收入 李登發 100                   

捐贈收入 王希祺 100                   

捐贈收入 姚仲霖 100                   

捐贈收入 林益聖 100                   

捐贈收入 何山龍 100                   

捐贈收入 胡高明 100                   

捐贈收入 區玉蘭 100                   

捐贈收入 大黃 100                   

捐贈收入 孫俊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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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林龍 100                   

捐贈收入 張琬翎 100                   

捐贈收入 秦淑娟 100                   

捐贈收入 何惠英 100                   

捐贈收入 吳安焄 100                   

捐贈收入 余有旺 100                   

捐贈收入 張秉桐 100                   

捐贈收入 張舒涵 100                   

捐贈收入 李政達 100                   

捐贈收入 姚斐馨 100                   

捐贈收入 王金蓮 100                   

捐贈收入 林冬妹 100                   

捐贈收入 柯美 100                   

捐贈收入 李哲穎 100                   

捐贈收入 王偉程 100                   

捐贈收入 張雅惠 100                   

捐贈收入 李明潭 100                   

捐贈收入 王正文 100                   

捐贈收入 梁朝宗 100                   

捐贈收入 呂奕霏 100                   

捐贈收入 林琮翰 100                   

捐贈收入 許啟助 100                   

捐贈收入 林寶淑 100                   

捐贈收入 周韋沂 100                   

捐贈收入 余維翰 100                   

捐贈收入 王師姐 100                   

捐贈收入 張芯綺 100                   

捐贈收入 張之維 100                   

捐贈收入 李明聰 100                   

捐贈收入 孫劉辛妹 100                   

捐贈收入 林耀琳 100                   

捐贈收入 林泓合 100                   

捐贈收入 林登和 100                   

捐贈收入 徐逢儀 100                   

捐贈收入 吳念庭 100                   

捐贈收入 李佳芸 100                   

捐贈收入 胡雅齡 100                   

捐贈收入 洪郭秋月 100                   

捐贈收入 林紫嫻 100                   

捐贈收入 呂美玲 100                   

捐贈收入 柯瑜婷 100                   

捐贈收入 林啟賢 100                   

捐贈收入 林步峯 100                   

捐贈收入 張嘉惠 100                   

捐贈收入 岩革君 100                   

捐贈收入 林哲宇 100                   

捐贈收入 吳何淑英 100                   

捐贈收入 許黃意 100                   

捐贈收入 林舒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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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許綉慧 100                   

捐贈收入 田玉玫 100                   

捐贈收入 林桂玉 100                   

捐贈收入 邱嘉洋 100                   

捐贈收入 李榮展 100                   

捐贈收入 林櫻木 100                   

捐贈收入 李姷萱 100                   

捐贈收入 地靈公 100                   

捐贈收入 何葉森菊 100                   

捐贈收入 忠義中醫 董太太 100                   

捐贈收入 施雨彤 100                   

捐贈收入 林秀春 100                   

捐贈收入 許慧玉 100                   

捐贈收入 王宣尹 100                   

捐贈收入 林桂英 100                   

捐贈收入 翁高瓊瑤 100                   

捐贈收入 吳彥霖 100                   

捐贈收入 張阿菊 100                   

捐贈收入 吳晨瑜 100                   

捐贈收入 林秀香 100                   

捐贈收入 許玉真 100                   

捐贈收入 吳旻鍵 100                   

捐贈收入 許玉滿 100                   

捐贈收入 胡銘信 100                   

捐贈收入 林依璇 100                   

捐贈收入 胡慧萱 100                   

捐贈收入 周佳穎 100                   

捐贈收入 成秉和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100                   

捐贈收入 張啓瑞 100                   

捐贈收入 周文笛 100                   

捐贈收入 許安宏 100                   

捐贈收入 吳美欣 100                   

捐贈收入 白王秀雲 100                   

捐贈收入 江敏弘 100                   

捐贈收入 杜晏誠 100                   

捐贈收入 翁惠娟 100                   

捐贈收入 王于津 100                   

捐贈收入 王惟岑 100                   

捐贈收入 高淑卿 100                   

捐贈收入 李顏珍 100                   

捐贈收入 許宏彰 100                   

捐贈收入 王敏懿 100                   

捐贈收入 許志松 100                   

捐贈收入 洪依蕾 100                   

捐贈收入 么家樺 100                   

捐贈收入 張淑莉 100                   

捐贈收入 林家雍 100                   

捐贈收入 許秀敬 100                   

捐贈收入 孔怡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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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侯陳碧綢 100                   

捐贈收入 呂家順 100                   

捐贈收入 侯逸寧 100                   

捐贈收入 石郁瑄 100                   

捐贈收入 林孟萍 100                   

捐贈收入 張為凱 100                   

捐贈收入 巫靜怡 100                   

捐贈收入 李孟珊 100                   

捐贈收入 張莊榮華 100                   

捐贈收入 胡蕭玉雪 100                   

捐贈收入 林宗佑 100                   

捐贈收入 武氏水 100                   

捐贈收入 吳淑真 100                   

捐贈收入 林俞凡 100                   

捐贈收入 張陳玉香 100                   

捐贈收入 林淑媛 100                   

捐贈收入 邱依玲 100                   

捐贈收入 王昆江 100                   

捐贈收入 力帥猛 100                   

捐贈收入 呂旻惠 100                   

捐贈收入 張凱鈞 100                   

捐贈收入 李孟紜 100                   

捐贈收入 林文程 100                   

捐贈收入 沈聖益 100                   

捐贈收入 許芷瑄 100                   

捐贈收入 林淑慧 100                   

捐贈收入 吳桂瑛 100                   

捐贈收入 邱于甄 100                   

捐贈收入 許金輝 100                   

捐贈收入 王淑宜 100                   

捐贈收入 吳瑩潔 100                   

捐贈收入 邱于翠 100                   

捐贈收入 高銘正 100                   

捐贈收入 林淑寶 100                   

捐贈收入 何山河 100                   

捐贈收入 林碧蘭 100                   

捐贈收入 姚內情 100                   

捐贈收入 林秀蓮 100                   

捐贈收入 李若綺 100                   

捐贈收入 李紹綜 100                   

捐贈收入 朱柏燊 100                   

捐贈收入 宋筱山 100                   

捐贈收入 李萌雅 100                   

捐贈收入 吳明印 100                   

捐贈收入 方仙蜂 100                   

捐贈收入 段進國 100                   

捐贈收入 林水旺 100                   

捐贈收入 宋汶玲 100                   

捐贈收入 丁國連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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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林于琪 100                   

捐贈收入 呂欣瑜 100                   

捐贈收入 左菊金 100                   

捐贈收入 張欽敦 100                   

捐贈收入 李秋葉 100                   

捐贈收入 何欣穎 100                   

捐贈收入 林雅媚 100                   

捐贈收入 林承翰 100                   

捐贈收入 洪子傑 100                   

捐贈收入 許哲仁 100                   

捐贈收入 莊研 100                   

捐贈收入 王英芳 100                   

捐贈收入 洪子晴  洪霈恩 100                   

捐贈收入 林王惠美 100                   

捐贈收入 范莉湘 100                   

捐贈收入 崔文玲 100                   

捐贈收入 邵凰眼 100                   

捐贈收入 王月里 100                   

捐贈收入 王暖惠 100                   

捐贈收入 余伯偉 100                   

捐贈收入 張家維 100                   

捐贈收入 許庭榕 100                   

捐贈收入 方美仁 100                   

捐贈收入 許振豐 100                   

捐贈收入 王淑媚 100                   

捐贈收入 江宇情 100                   

捐贈收入 吳瑞松 100                   

捐贈收入 吳佩秢 100                   

捐贈收入 邱心榆 100                   

捐贈收入 何月珍 100                   

捐贈收入 邱文成 100                   

捐贈收入 林陳尤美 100                   

捐贈收入 張宸斌 100                   

捐贈收入 張雅涵 100                   

捐贈收入 林芊妤 100                   

捐贈收入 張雅晴 100                   

捐贈收入 林芊孜 100                   

捐贈收入 孫彩鳳 100                   

捐贈收入 金美好 100                   

捐贈收入 呂承澤 100                   

捐贈收入 李宗穎 100                   

捐贈收入 江裕民 100                   

捐贈收入 林士堯 100                   

捐贈收入 林陳森煙 100                   

捐贈收入 朱孝安 100                   

捐贈收入 吳素霞 100                   

捐贈收入 林邑娟 100                   

捐贈收入 任鏘諭 100                   

捐贈收入 林士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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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許康菊 100                   

捐贈收入 莊詠丞 100                   

捐贈收入 許彩微 100                   

捐贈收入 邱耿達 100                   

捐贈收入 姜品妤 100                   

捐贈收入 林士榮 100                   

捐贈收入 林欣宜 100                   

捐贈收入 洪文璋 100                   

捐贈收入 張瑋宸 100                   

捐贈收入 王麗淑 100                   

捐贈收入 張瑞成 100                   

捐贈收入 李科鋐 100                   

捐贈收入 李尚紘 100                   

捐贈收入 莊暘安 100                   

捐贈收入 王姿雅 100                   

捐贈收入 林容 100                   

捐贈收入 張介仁 100                   

捐贈收入 呂裕祥 100                   

捐贈收入 林美珍 100                   

捐贈收入 林清芬 100                   

捐贈收入 莊瑞郎 100                   

捐贈收入 張双麗 100                   

捐贈收入 林京旺 100                   

捐贈收入 李吳連枝 100                   

捐贈收入 李宛玲 100                   

捐贈收入 林豫駿 100                   

捐贈收入 倪林昔 100                   

捐贈收入 施文男 100                   

捐贈收入 江玟儀 100                   

捐贈收入 洪勝吉 100                   

捐贈收入 杜宇軒 100                   

捐贈收入 林晏廷 100                   

捐贈收入 田雅妮 100                   

捐贈收入 張鎬穎 100                   

捐贈收入 么樹桐 100                   

捐贈收入 方鳳菁 100                   

捐贈收入 林韶芸 100                   

捐贈收入 江玉瑄 100                   

捐贈收入 張桂香 100                   

捐贈收入 林样楨 100                   

捐贈收入 王俊欽 100                   

捐贈收入 張嘉琪 100                   

捐贈收入 林素珍 100                   

捐贈收入 王澄豐 100                   

捐贈收入 朱采櫻 100                   

捐贈收入 洪雅琴 100                   

捐贈收入 倪麗惠 100                   

捐贈收入 林玉梅 100                   

捐贈收入 林茂生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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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施佩吟 100                   

捐贈收入 邱先生 100                   

捐贈收入 王大沅 100                   

捐贈收入 侯如雪 100                   

捐贈收入 沈政寬 100                   

捐贈收入 杜昇勲 100                   

捐贈收入 張維庭 100                   

捐贈收入 李紅化 100                   

捐贈收入 吳寶鳳 100                   

捐贈收入 李博獻 100                   

捐贈收入 李榮東 100                   

捐贈收入 吳秀鳳 100                   

捐贈收入 王世音 100                   

捐贈收入 呂泰宏 100                   

捐贈收入 張翠蓉 100                   

捐贈收入 吳台生 100                   

捐贈收入 白哲瑜 100                   

捐贈收入 張仲榮 100                   

捐贈收入 王峙崴 100                   

捐贈收入 王長耀 100                   

捐贈收入 洪瑞梅 100                   

捐贈收入 徐美英 100                   

捐贈收入 呂英慧 100                   

捐贈收入 張學承 100                   

捐贈收入 洪詩珊 100                   

捐贈收入 何秀梅 100                   

捐贈收入 吳彩雲 100                   

捐贈收入 張宇震 100                   

捐贈收入 施品毅 100                   

捐贈收入 李怡臻 100                   

捐贈收入 許緹泠 100                   

捐贈收入 李維欣 100                   

捐贈收入 張玉鳳 100                   

捐贈收入 林哲瑋 100                   

捐贈收入 呂優花 100                   

捐贈收入 洪嘉孜 100                   

捐贈收入 洪如湘 100                   

捐贈收入 何則諭 100                   

捐贈收入 高玫雪 100                   

捐贈收入 吳彥德 100                   

捐贈收入 許文俊 100                   

捐贈收入 江鳳淳 100                   

捐贈收入 許文乾 許碧月 100                   

捐贈收入 沈進元 100                   

捐贈收入 朱義松 100                   

捐贈收入 左杰 100                   

捐贈收入 勾鄭鈺 100                   

捐贈收入 王芳 100                   

捐贈收入 林玲燕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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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何榮通 100                   

捐贈收入 侯金科 100                   

捐贈收入 周瑀 100                   

捐贈收入 林友榕 100                   

捐贈收入 吳彥融 100                   

捐贈收入 邱安麗 100                   

捐贈收入 余倩雲 100                   

捐贈收入 杜威德 100                   

捐贈收入 張錫祜 100                   

捐贈收入 何欣俞 100                   

捐贈收入 邱宏華 100                   

捐贈收入 林知世 100                   

捐贈收入 郭明發 80                    

捐贈收入 凃淑仙 80                    

捐贈收入 陳逸雪 50                    

捐贈收入 陳太汯 50                    

捐贈收入 曾珮欣 50                    

捐贈收入 陶彩鳳 50                    

捐贈收入 蔡美娟 50                    

捐贈收入 黃菁芸 50                    

捐贈收入 郭峻呈 50                    

捐贈收入 陳衍行 50                    

捐贈收入 蔡豐棋 50                    

捐贈收入 蔡文添 50                    

捐贈收入 蔡錞泓 50                    

捐贈收入 陳王麗英 50                    

捐贈收入 陳以真 50                    

捐贈收入 蔡戴秀琴 50                    

捐贈收入 潘曉薇 50                    

捐贈收入 廖朝成 50                    

捐贈收入 鍾毓珊 50                    

捐贈收入 蔡萬生 50                    

捐贈收入 蔡宇宣 50                    

捐贈收入 詹軒博 50                    

捐贈收入 郭姵君 50                    

捐贈收入 黃瑀婕 50                    

捐贈收入 陳榮杰 50                    

捐贈收入 曾進生 50                    

捐贈收入 廖錦進 50                    

捐贈收入 曾輝耀 50                    

捐贈收入 蘇錦珠 50                    

捐贈收入 蔡明禎 50                    

捐贈收入 廖進釧 50                    

捐贈收入 陳莉鵬 50                    

捐贈收入 葉明德 50                    

捐贈收入 鄭玉荃 50                    

捐贈收入 曾淑媛 50                    

捐贈收入 盧兆棋 50                    

捐贈收入 陳有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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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名稱 金額

捐贈收入 蕭椀心 50                    

捐贈收入 古秀香 50                    

捐贈收入 胡賴賢妹 50                    

捐贈收入 林淑美 50                    

捐贈收入 吳羿霆 50                    

捐贈收入 王世明 50                    

捐贈收入 辛旻桀 50                    

捐贈收入 林桂瑛 50                    

捐贈收入 余韻如 50                    

捐贈收入 胡惠津 50                    

捐贈收入 吳孟霖 50                    

捐贈收入 余金獅 50                    

捐贈收入 邱碧昭 50                    

捐贈收入 洪子晴 50                    

捐贈收入 李奕萱 50                    

捐贈收入 王鼎喆 50                    

捐贈收入 李劉水香 50                    

捐贈收入 周惠蘭 50                    

捐贈收入 吳唯瑄 50                    

捐贈收入 胡欣宏 50                    

捐贈收入 尤仁良 50                    

捐贈收入 林永松 50                    

捐贈收入 洪霈恩 50                    

捐贈收入 林明宏 50                    

捐贈收入 范宸睿 50                    

捐贈收入 李武傑 50                    

捐贈收入 吳梅英 50                    

捐贈收入 吳昊勳 50                    

捐贈收入 尤仁暐 50                    

捐贈收入 胡美霞 50                    

捐贈收入 江玲慧 50                    

捐贈收入 宋坤林 50                    

捐贈收入 胡秀淵 50                    

捐贈收入 宋承鴻 50                    

捐贈收入 范朝祥 50                    

捐贈收入 柯陳秀雪 50                    

捐贈收入 胡育嘉 50                    

捐贈收入 葉燿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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