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拾萬元 高繼文 便當王餐飲 陳冠霖 貮佰肆拾參元 善心人士 周儀君

新萬仁化學製藥

股份有限公司
簡碧慧 王啓翔 陳泰諺 茶專 黃琮然 吳宜珊

貮萬元 吳興儒 陳如敏 李慶宗 貮佰元 梁李伊悉 曾徐秀妹

陳金樹 鍾延迪 普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趙同杰 森發素食 施正峯 陳億嘉

余峯德 利嶸建材有限公司 伍佰元 黃柏銘.黃馨卉 郭碧珠 莊于嫺 黃靜卉.黃可馨

壹萬伍仟元 宋振宇 陳小姐素食精品總匯 陳秀琴 黃端己 昇仁鍾昇化學 華尉鈞

萬乘實業(股)公司 方榮瑞 張秋鳳 許雅菁 黃麗玲 全彩玉 許宇誠

壹萬貮仟元 蔡運煌 林亦謙 林小咪 廖碧珠 劉南希 吳棠勝

卓振輝 陳月華 黃筠恩 呂學政.蔡湘湄 賴碧芬 盧英傑 靖姝

壹萬元 彭貴華 徐美柔 蔡欣倚 陳秋美 張逢文 林玉涓

賴培培 楊子儀 黃育鳳 邱淑雲 蔡立紅 劉富妹 徐振雄

楊士賢 盧瑞雲 黃應榴 郭?舒 精英洗車中心 朱韻潔 參拾捌元

陸仟元 李秀華 黃弘凱 賴明輝 周立德 陳素美 快可立

潘泰吉 陳香君 鄭鳳美 肆佰玖拾元 賴瑞蓮 壹佰柒拾元 貮拾肆元

崇安企業有限公司 陳昭文 呂秋琴 常春藤素食商店 張文聰 善心人士 花蓮一信總社

伍仟元 高建華 七月霜釣具行 肆佰元 葛相憶 壹佰陸拾捌元 光復地區捐款壹仟陸佰元

台灣銀行受託信託專 楊玉菁.王智強.王峻逸 隱名氏 鄭佶嶸 吳懿蕙 麥味登 姜靜嫻

柯存賢 高繹盛 林生安 劉玲娟 呂智明 壹佰參拾貮元 何雅婷

鄭智元 民發精密有限公司 林秀梅 參佰捌拾陸元 廖玉筍 花蓮客運排班處 光復地區捐款貮佰元

宸英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林泳安
林建華.林耿志

林欣儀.黃選梅
科吉霸早餐店

彭英米
壹佰元 謝忠淵

王陳琴甘 高耀宗 蔡幸靜 參佰伍拾貮元 吳清壬 曾國寶 王詠濬

大梵天王-許家銘 王慧冠 陳正雄 花蓮一信自由分社 王旻瑋 翁順好 蔡誠

肆仟元 魏苡柔 魏念銘 參佰元 胡丹菱 張金蘭 李傳義

曾偉誠 周芳涪 吳易真 A型美髮 鄭惠玲 劉正英 張如鳳

參仟元 陳寶卿 黃惠郁 珍成有限公司 徐媛姬 廖世媛 許仙瑩

釋寂故 郭雪玲 黃文育 黃福來 長虹水族館 呂菊子 許劍秋

樺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爵綸 蔣治平 鄭麗珠 明德水電行 孫國鈞 張瑞華

胡立威 鄭彩珍.黃積常.黃少邑 許俊文.許陳玉清 盧秋玉 姜懿玲 孫美英 呂鳳嬌

戴謝梅英 莊凱閔 柯信伊 藍錦秀.楊劼智

劉志軒
李芳瑜 陳泓穎 許瑞文

大梵天王-許明仁
宇宸航空貨運

承攬有限公司
許秋玲 溫文田 蔡震洲 陳泓睿 許致祥

貮仟元 宇宸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陳玉婷 張覲伊
水世界

游泳用品
潘自強 黃美玉

楊玉美 林淑娟 李盈毅 王怡媚 鍾仁哲 盧永明 劉冠鴻

孔慶義 卜鐘藥 曾婉綾 范凱鈴 隱名氏
鉅昇金屬工業

有限公司
李天威

黃淑芬 干詠衡 李昌翰 蔡馨嬅 羅玉花 邱秀蓮 戴美鈴

三仁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林正賢 余建豐 賴思妤 謝機文.謝祺証 黃美玲

陳志偉 劉軒睿 余澄尹 王淑玲 王敏君 陳來德

王馨嬪.杜典澤 陳彥宏 顏巧琳 黃莉倩 葛蘭寶 陳文岳

陳俞安 王廷豐 吳宗瑋 周陳宥嫺 沈孟姜 陳寬隆

施火石 吳偵 翁仁燦 孫明 玉山淨水企業社 張怡徵

壹仟捌佰參拾元 蕭菊 王係棟 徐浩文 周明宗 陳彥君

瑞賢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熊政凱 湯佩瑜 林宏仲.魏色 張晏暉 杭亞雯

壹仟伍佰元 黃清極 連思慧 陸明濤 翁麗雪 陳奕良

鄭家泉 鄭宥晟 蔡瑞光 王祥宇 吳皎琴 曾立宇

謝英琪 陳怡伶 無名氏 貮佰玖拾柒元 許淵智 翁嘉宏

壹仟貮佰零壹元 捌佰元 劉宇謙 宏品平價牛排館 陶如玉 吳徐炘紜

呂錦樓 林淑甘.陳興榮 劉娟吟 貮佰伍拾元 王慈瑩 吳少萍

壹仟貮佰元 柒佰元 張顯德 陳色嬌 朱昶穎 吳愷恩

王永萍.黃士銓

黃玄如.黃士毓
施甚.盧宇千 李長明 鄧澤民 王秋婷 全政明

ATM隱名氏 陸佰元 李美金 鄧藝涵 許峯彰 張峻誠

黃淑慧 許寰夫.周振健 張薰云 ENJOY 張麗端 張惠雯

壹仟元 馮朝貴 陳威瑾 王資晴.嚴鈞霆 蔡忠煌 張仲豪

景礦企業社 邱運來 謝昀芷 王資晴.嚴鈞霆 郭金蘭 張晴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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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伯特利會總會：蘇打餅乾一箱、義

美泡芙二箱、玉米點心一箱 

袁貴花、楊庭綱：嚕肉飯料 24罐、紅燒鰻 6 罐、茄汁

鯖魚 14罐、麵筋 12罐、幼筍 8罐 

善心人士：全家禮券 100 元 10 張、全家禮券 50元 2 張 

曾育芯：包大人紙尿褲一包、包大人紙尿片六包 

善心人士：青菜一批、饅頭一批、板條一批 

善心人士：沐浴乳 3箱、洗髮精 2箱 

林秀梅：桃子 6箱、沖泡麥片 2箱 

高靜宜：冷凍魚肉一箱、生活食品一批 

鍾佰晟：生活用品一批、生活食品一批 

林詩倩：生活用品一批、衣服一批 

沛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牙膏二箱 

詹莉蘭：衣服一批 

林姿宏：衣服一批 

聯寶松：衣服一批 

何先生：衣服一批 

邵小姐：衣服一批 

許宮綸：文具用品一批 

朱韻潔：生活食品一批 

黃小姐：生活用品一批 

 

揚錫山：白米 100 斤、罐頭 80罐 

慈惠善導書院：白米 30kg7 包 

曾林含少：白米三斤 10包 

楊隆順：白米三斤 10包 

曾淑卿：白米三斤 10包 

黄鼎元：白米三斤 10包 

陳玫如：白米三斤 10包 

林姵君：白米三斤 5包 

戴瑞鸿：白米三斤 5包 

柯鄭楚：關廟麵一批 

中央山脈：麵條一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