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萬伍仟柒佰捌拾元 壹仟玖佰捌拾貮元 宇宸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蔣治平 盧秋玉 明德水電行
孫國鈞

光復地區捐款

葉永新 鍾凱皓 林正賢 許俊文.許陳玉清
陳色嬌

姜懿玲
孫美英

王詠濬

貮萬元 壹仟玖佰肆拾玖元 陳素真 柯信伊 鄧澤民 李芳瑜 陳泓穎 李傳義

余峯德 許筱均 張建凱.張佩琪 許秋玲 鄧藝涵 蔡震洲 陳泓睿 張如鳳

壹萬伍仟元 壹仟伍佰元 熊世雲 陳玉婷 ENJOY 水世界游泳用品 潘自強 許仙瑩

萬乘實業(股)公司
鄭家泉

林志誠 李盈毅 溫文田
鍾仁哲

盧永明 許劍秋

壹萬貮仟元 壹仟貮佰元 雄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曾婉綾 王怡媚 隱名氏 鉅昇金屬工業有限公司 張瑞華

卓振輝 旭日工程行 王宗良.劉美香 李昌翰 范凱鈴 羅玉花 邱秀蓮 呂鳳嬌

壹萬元
王永萍.黃士銓.黃玄如.

黃士毓
魏苡柔 吳永飛 王淑玲

謝機文.謝祺証
黃美玲 許瑞文

力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巴洛克音樂短期補習班 捌佰元 劉茂信 吳鳳娟 王敏君 張怡徵 黃美玉

柒仟元 呂錦樓 林淑甘.陳興榮 邱淑雲 黃小稜 葛蘭寶 陳彥君 李天崴

旺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淑儷 吳東餘 謝英琪 徐浩文
沈孟姜

杭亞雯 戴美鈴

陸仟元 壹仟元 柒佰元 連思慧 許金堆 玉山淨水企業社 曾立宇

謝淑雲
景礦企業社

施甚.盧宇千 許林英連 鍾利敏 隱名氏 翁嘉宏

伍仟元 高繼文 陸佰元 沈承業 黃莉倩 周明宗 吳徐炘紜

台灣銀行受託信託專 簡碧慧--佳音英語 許寰夫.周振健 王丹璟 陸明濤 張晏暉 巫素琴

李良杰 吳興儒 廖淑君 陳怡伶 蕭宗宏 翁麗雪 林倍楨

宸英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黃俊吉 何進昌

楊庭榮 林宏仲.魏色 吳皎琴 郭獻傑

柯存賢 利嶸建材有限公司 便當王餐飲 何振芳 貮佰伍拾元 許淵智 徐振雄

肆仟壹佰伍拾元
蔡瑛堂

王啓翔 曾明慧 王資晴.嚴鈞霆 陶如玉 吳少萍

瑞賢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宋振宇

陳如敏 上發不動產經紀業有限公司 蔡馨嬅 王慈瑩 吳愷恩

肆仟元 方榮瑞 陳世欽 劉致齊 貮佰元 朱昶穎 全政明

峻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蔡運煌

蔡瑞光 張宇榛 森發素食 王秋婷 張峻誠

林承瀚
劉錦蓮

普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顯德 高麗敏 許峯彰 張惠雯

參仟元 陳月華 伍佰元 劉宇謙 李惠美 張麗端 張仲豪

陳月卿 彭貴華 陳小姐素食精品總匯 釋寂故 郭碧珠 蔡忠煌 張晴剴

樺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盧瑞雲
張秋鳳

黃柏銘.黃馨卉 黃端己 梁李伊悉 周儀君

胡立威 李秀華
林亦謙

沈家億 黃麗玲 黃琮然 吳宜珊

金刪薩埵學生 陳香君 黃筠恩 劉娟吟 廖碧珠 施正峯 林佑?

黃鈺庭 陳昭文
黃郁嵐

陳秀琴 賴碧芬 莊于嫺 林曜輝

穎川堂 高建華 徐美柔 陳怡伶 陳秋美 李姿妍 洪美華

貮仟伍佰元 楊玉菁.王智強.王峻逸 黃育鳳 王繼賢 蔡立紅 全彩玉 昇仁教育機構講義組

瑞賢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繹盛 黃應榴 阮文清 精英洗車中心 陳素美 昇仁教育機構交通組

貮仟零陸拾捌元 民發精密有限公司 黃弘凱 肆佰壹拾貮元 周立德 曾徐秀妹 許宇誠

郭麗君 石志華 鄭鳳美 魯祝.拔尚 賴瑞蓮 劉富妹 謝鋇潢

貮仟元 林泳安
呂秋琴

肆佰元 蘇秀鴻 張逢文 貮拾元

溫維恭 柏森品牌開有限公司 七月霜釣具行 溫美珠 張文聰 賴孝賢 眾生

楊玉美 鄭彩珍.黃積常.黃少邑 隱名氏 許士建 葛相憶 王旭陞 眾生

洪招蘭 莊凱閔 林生安 鄭佶嶸 吳懿蕙 壹佰貮拾元 眾生

陳祉蓉 林淑娟 林秀梅 郭聿舒 呂智明 閻昌全

孔慶義 許焜輝
林建華.林耿志.林欣儀.

黃選梅
參佰陸拾元 廖玉筍 壹佰元

施承鋐 蘇幸如 蔡幸靜 陳恩杰
彭英米 曾國寶

三群有限公司 江偉塗料工業有限公司 劉奇璁 參佰元
吳清壬

翁順好

干詠衡 郭雪玲 陳正雄
A型美髮

王旻瑋
張金蘭

陳志偉 王廷豐 魏念銘 珍成有限公司
胡丹菱 劉正英

吳金柱 吳偵 吳易真 黃福來 鄭惠玲 永豐企業社

五將裝訂企業有限公司 陳寶卿 黃惠郁 鄭麗珠 徐媛姬 廖世媛

普暉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宇宸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 黃文育 侯家齊 長虹水族館
呂菊子

103 年 12 月 01 日至 12 月 25 日止捐款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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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時報 五 

合一生機-南京龍江門市：蕎麥麵 30包.全麥麵線 

30包.有機南瓜子 30包.有機十榖米 30包.綜合堅 

果仁 30包 

袁貴花.楊庭綱:家庭麵條 14包.巧克力派 3盒.餅乾
2包.衣服一件.帽子一頂 
林華恩.林易樺.古永章.古陳素琴：發芽米 4包 

楊錫山：白米 50斤 2包.麵條 20箱 

花蓮市農會信用部：白米 2kg三包 

曜瑩企業有限公司：衣服一批 

桌素英：衣服一批.生活食品一批 

紐巴倫復興門市：生活食品一批 

善心人士:青菜一批.饅頭一批 
永和 M3-米克斯：衣服一批 

蒲信宏：衣服一批.玩具一批 

何方元：生活用品一批 

郭惠君：白米 3斤 10包 

謝依芸：白米 3斤 10包 

陳玫如：白米 3斤 10包 

黃鼎元：白米 3斤 10包 

曾淑卿：白米 3斤 10包 

陽隆順：白米 3斤 10包 

戴瑞鴻：白米 3斤 5包 

林姵君：白米 3斤 5包 

張裕蓁:白米 3斤 5包 
 

李真如：衣服一批.白米一包 

林佳樺:衣服一批.文具用品 
善心人士：生活用品一批 

善心人士：尿布(M)一箱 

朱韻潔.劉玩睿：衣服一批 

水晶閣民宿：奶油酥條 5包 

承銘印刷社:奶油酥條 5包 

謝彰健:奶油酥條 5包 

李如雪:奶油酥條 5包 

謝銘桂:奶油酥條 5包 

謝銘泰:奶油酥條 5包 

郡婷煒:衣服一批 
周威成：衣服一批 

黃月秀：衣服一批 

黃姿伶：衣服一批 

柯麗卿：衣服一批 

張瑞璿：衣服一批 

吳雅倩：衣服一批 

謝睿陽：衣服一批 

台北人：衣服一批 

羅郁菁：衣服一批 

武風：圍巾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