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額 捐款方式
陳O怡 4200 匯款
林O斌 10500 匯款
鄭O婷 1050 匯款
凡O空間有限公司 420 匯款
陳O志 2000 匯款
張O甯 2100 匯款
巴O塔國際珠寶精品有限公司 5250 匯款
湯O涵 2100 匯款
張O芬 420 匯款
凡O空間有限公司 1050 匯款
凡O空間有限公司 1050 匯款
莊O真 1050 匯款
鄭O嘉 2100 匯款
陳O芳 2100 匯款
蔡O芳 2100 匯款
陳O芬 2100 匯款
凡O空間有限公司 4200 匯款
張O宇 1050 匯款
盧O康 2100 匯款
楊O竣 1050 匯款
吳O璇 2100 匯款
林O桂 2100 匯款
謝O鈴 1050 匯款
張O 10500 匯款
李O富 2100 匯款
舒O榮 2100 匯款
廖O君 6000 匯款
林O仁 4200 匯款
張O翔 2100 匯款
凡O空間有限公司 10500 匯款
凡O空間有限公司 630 匯款
林O華 4200 現金
凡O空間有限公司 10080 匯款
鍾O儀 1050 匯款
林O臻 2100 匯款
徐O傑 2100 匯款
許O婷 1050 匯款
陳O志 100 匯款
郭O翰 420 匯款
凡O空間有限公司 1260 現金
魯O寧 2100 匯款
陳O威 2000 現金
匿O捐款 3000 匯款
李O香食品有限公司 10000 匯款



捐贈者 金  額 捐款方式
千O小吃店 5,000 現金

程O明 1,000 現金
樂O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 轉賬
林O雯 2,000 匯款

吳O禧 1,000 匯款
泛O報關行 1000 現金

張O瑋 1,000 匯款
盧O儀 10,000 匯款
蘇O棱 2,000 現金

蔡O儀 1,000 現金
晟O汽車有限公司 3,600 匯款

賴O樺 100 匯款
陳O婷 5000 匯款
廖O全 600 匯款

廖O全 600 現金
莊O境 500 現金

許O成 3,000 匯款
周O惠 1,000 匯款
吳O 2,000 匯款

黃O揚 2,000 匯款
登O室內裝修工程行 6,000 匯款

張O甯 5,000 現金
尤O茹 3,000 匯款

史O克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2,000 匯款

何O雯 800 匯款
陳O睿 500 匯款

黃O倩 2,000 匯款

林O靜 黃韋欽 2,000 匯款

陳O君 5,000 匯款

游O騰 1,000 匯款
郭O慧 200 匯款

永O時代有限公司 2,000 匯款

黃O芬 3,000 匯款

陳O豐 1,000 匯款

蘇O毅 1,000 匯款
楊O邑 500 匯款

李O敏 2,000 現金

劉O軒 3,000 匯款

黃O詠 1,000 匯款

易O君 1,000 匯款
劉O豪 1,000 匯款
楊O巡 10,000 匯款

李O慈 1,000 匯款

沈O安 1,000 匯款
謝O宏 3,000 匯款
陳O怡 2,000 匯款
林O輔 1,000 匯款

林O婷 1,000 現金
王O寧 10,000 匯款

簡O彥 3,000 匯款
鍾O儒 2,000 現金
村O企業有限公司 1000 現金

劉O翠 1,200 匯款
鐘O儀 500 匯款

丁O 1,000 匯款
宏O企業有限公司 1,000 匯款
范O士奇 1,000 現金

有O企業 28,000 現金
姚O硃 500 匯款

陳O華 3000 匯款
曾O惠 200 匯款

孟O雅 3,000 現金
王O翔 1,500 匯款

梁O珮 5,000 匯款
吳O枝 3,000 現金



社O法人中華民國數位創新發展協會 1,000 匯款
賴O玲 2,000 現金

王O琪 2,000 匯款
李O芸 1,000 匯款
劉O琪 5,000 匯款

大O餐館 2,000 現金
方O 1,000 匯款

林O玲 200 現金
蘇O元 2,000 匯款
賴O賢 3,000 現金

林O珊 500 現金
奧O際企業有限公司 3,000 匯款

陳O宗怡 10,000 匯款
沈Oㄧ 5,000 匯款
廖O華 3,000 匯款

邱O昭一家：程愛娟 程宇賢 3,000 現金
魏O芳 500 匯款

李O芳 2,000 匯款
施O珊 1,000 匯款
龍O祥 10,000 匯款

吳O倩 3,000 匯款
王O俐 600 匯款

張O婷 1,000 匯款
濰O富餐飲有限公司 5000 現金

劉O麗 3,000 匯款

梁O華 2,000 匯款
許O琇 2,000 匯款

陳O華 5,000 匯款

劉O台 2,000 匯款

楊O弘 3,000 匯款

陳O均 500 匯款
李O 500 現金

李O梅 2,000 匯款

耀O有限公司 200 現金

馮O文 8,000 現金

濰O富餐飲有限公司 5,000 匯款
趙O榛 3,000 匯款

紀O師 2,000 匯款

許O凱 1,000 匯款

梁O娟 1,000 匯款

陳O哲 2,000 匯款
林O慶 500 匯款
顏O茹 2,000 現金

蔡O儒 5,000 匯款

陳O璿 5,000 現金
黃O縚 1,000 現金
張O樑 2,000 匯款
李O海 5,000 匯款

彭O育 5,000 匯款
林O 500 現金

林O 500 現金
黃O綾 4,000 匯款
黃O捷 500 現金

黃O維 300 現金
林O奇 300 現金

王O驊 200 現金
王O驊 300 現金
鍾O琬 500 現金

黃O婷 500 現金
林O君 300 現金

林O良 200 現金
楊O燁 500 現金

莊O榮 500 現金
翁O成 200 現金

楊O 1,000 現金
江O威 200 現金



王O騏 1,000 現金
謝O辰 500 現金

謝O萱 500 現金
謝O妮 500 現金
蔡O秀玉 600 匯款

謝O豪 100 現金
林O蓉 1,000 匯款

鍾O霖 1,000 匯款
許O源 1,000 現金
張O嘉 500 匯款

陳O丞 1,000 現金
賴O豪 10,000 匯款

陳O安 3,000 匯款
藍O田 3000 現金
蔡O庭 2,000 匯款

吳O睿 1,000 匯款
力O世紀工作室 1,000 現金

京O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1,000 現金
李O州 1,000 匯款
絕O數位影像工程有限公司 10,000 匯款

何O婷 2,000 現金
水O造型沙龍 20,000 匯款

威O盾除蟲企業有限公司 3,000 匯款
劉O孜 1,000 現金

吳O華 1,000 現金

大O餐館 12,000 匯款
參O設計有限公司 15,000 匯款

參O設計有限公司 5,000 匯款

浙O有限公司 50,000 匯款

張O慧  2,000 現金

故O工作坊 1,000 現金
曾O俊 3,000 匯款

何O屏 1,000 匯款

張O榕 3,000 匯款

祐O生技有限公司 2,000 匯款

世O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 現金
文O菱 2,000 匯款

游O菱  1,000 匯款

張O蔆 $500 匯款

廖O萱 2000 匯款

陳O達 2,000 匯款
陳O安 1000 匯款
李O頷 600 匯款

賴O昱 3000 匯款

陳O安 500 匯款
王O貞 3000 ATM
周O瑜 500 匯款
劉O宇 1000 匯款

許O澤 3000 匯款
陳O誠 500 匯款

鐘O文 500 匯款
葉O雲 500 匯款
鐘O枝 500 匯款

鐘O素琴 500 匯款
1O0 Anne 1000 匯款

妍O 1000 匯款
林O伶 3,000 匯款
梁O然 2000 匯款

JOyce 10000 匯款
張O誼 1000 匯款

李O津 1000 匯款
張O敏 2000 匯款

鈺O 1000 匯款
冠O 500 匯款

林O湞 500 匯款
林O瑄 10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錢O寰 6000 匯款

黃O鈞 1500 匯款
張O語 1000 匯款
黃O凱 2200 匯款

陳O楷 1000 匯款
楊O凱 2000 匯款

陳O成 500 匯款
徐O雅　　　　　　  1000 匯款
陳O佩 1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0 匯款
邱O力 1000 匯款

藍O君 1000 匯款
陳O瑱  5000 匯款
呂O鈴 2000 匯款

陳O彬 1000 匯款
林O婷 200 匯款

張O慈 1000 匯款
AOber HSIEH 6000 匯款
匿O捐款 2100 匯款

鄭O惠　　　　　　  10000 匯款
王O榮 20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郭O菱 10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黃O嘉 300 匯款
匿O捐款 200 匯款

張O凰 1000 匯款

匿O捐款 2000 匯款

WObber 1000 匯款

李O為 2000 匯款
王O貞 30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謝O娟　　　　　　  1000 匯款

維O 200 匯款

李O蓉 2000 匯款
黃O娟 10000 匯款

沈O惟 500 匯款

劉O霆 1000 匯款

ROx 10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林O璁 3000 匯款
林O和　　　　　　  1000 匯款

徐O娟 2000 匯款

許O智 4500 匯款
王O靖 500 匯款
游O菱 1000 匯款
吳O寶 10000 匯款

龔O波  500 匯款
王O民 1000 匯款

鄭O廷 500 匯款
AOY 500 匯款
張O緹 1000 匯款

王O馨 1000 匯款
李O翠 2000 匯款

李O瑛 3000 匯款
吳O霖　　　　　　  1000 匯款
楊O伃 500 匯款

黃O琳 1000 匯款
陳O媃 1000 匯款

趙O綱 1500 匯款
安O 1000 匯款

子O 500 匯款
賴O良 10,000 匯款

賴O州 10,000 匯款
許O泰 1000 匯款



周O仟 30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歐O 2000 匯款
蘇O弘 1500 匯款
陳O螢 500 匯款

吳O芳 3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nOna 3800 匯款
黃O琳 3000 匯款
陳O昕 2000 匯款

丁O 5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黎O嫈 1000 匯款
林O賢 500 匯款
DONIELLE 1500 匯款

陳O翰 1000 匯款
匿O捐款 1200 匯款

玥O 500 匯款
廖O翎 1000 匯款
李O霖 300 匯款

小O 1000 匯款
陳O弘 1000 匯款

陳O軒 2000 匯款
阿O 1000 匯款

鄧O佾 1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林O蓁 1000 匯款

范O敏 1500 匯款

王O諭 1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陳O宗 1000 匯款
jOmes 500 匯款

石O達 1000 匯款

匿O捐款 2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周O璇 1000 匯款
陳O燦 1000 匯款

李O毅 3500 匯款

傅O琴 300 匯款

林O玫 200 匯款

李O發 3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雷O德 3000 匯款

古O宇 1000 匯款

吳O宏  500 匯款
童O慧 50000 匯款
施O富 5000 匯款
蔡O真 3000 匯款

JOy 1000 匯款
詹O同 500 匯款

鄭O阿玉 5,000 匯款
江O彤 5,000 匯款
鄭O生 3,000 匯款

匿O捐款 2,000 匯款
陳O宗 1000 匯款

黃O銜 1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李O翰 1E+05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江O霖 1000 匯款

黃O鈴　　　　　　  5555 匯款
郭O家 1000 匯款

陳O州 2000 匯款
bOn 1000 匯款

匿O捐款 2000 匯款
朱O達 1000 匯款



顏O虹 1000 匯款
劉O瑀 500 匯款

洪O強 10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陳O瑩 5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林O菲 1000 匯款

洪O涵 1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陳O宇 1000 匯款

畢O銘 2500 匯款
國O 100 匯款
WOlliam 1000 匯款

許O瑾 500 匯款
SOmmer 500 匯款

諶O耀 500 匯款
JOn 10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依O瑜 1000 匯款
徐O偉 5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梁O 1000 匯款

林O俞 1000 匯款

江O榮 1000 匯款
匿O捐款 2000 匯款

張O萍 1000 匯款

匿O捐款 2000 匯款

葉O秀 800 匯款

匿O捐款 2000 匯款
AOber  1000 匯款

李O心 1000 匯款

林O闈 1000 匯款

謝O米 2000 匯款

盧O鋒 1000 匯款
謝O儀 1000 匯款

林O奇 王思驊 王珮宜 1000 匯款

鄭O寶 500 匯款

SOphy 1000 匯款

童O娜 500 匯款
陶O維 1200 匯款
瑀O 500 匯款

劉O明 1000 匯款

FOank 1000 匯款
彭O茹 10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匿O捐款 1500 匯款

莊O美 2,000 現金
匿O捐款 2E+05 現金

匿O捐款 5000 匯款
吳O琪 2000 匯款
嚴O俊 2000 匯款

馮O晴              20683 匯款
吳O綸 1000 匯款



捐贈者 金  額 捐款方式
匿O捐款 3000 轉帳
楊O君 2000 轉帳
王O欽 1000 轉帳
佳O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3000 匯款
劉O文 1300 轉帳
穆O汽車商行 800 轉帳
趙O羚 1000 轉帳
陳O怡 2000 匯款
匿O捐款 3000 匯款
晟O汽車有限公司 6600 匯款
謝O彬 1000 匯款
范O輝 4400 匯款
蔡O婕 1000 匯款
周O瑜 500 轉帳
宋O怡 1000 匯款
洪O婕 2000 現金無卡存款
吳O桐 200 匯款
謝O峰 500 匯款
羅O馨 1000 匯款
李O政 2000 轉帳
康O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0000 轉帳
吳O翔 1000 匯款
徐O雅 1000 匯款
匿O捐款 2000 匯款
胡O菘 1000 匯款
何O芳 1000 匯款
羅O瑄 3000 匯款
藍O田 2000 匯款
小O 1000 匯款
楊O婷 1000 轉帳
陳O維 1000 匯款
燿O企業有限公司 2000 轉帳
周O叡 1500 匯款
謝O良 1000 轉帳
劉O珠 5000 匯款
賴O宸 1000 轉帳
林O富 2000 轉帳
張O枝 500 轉帳
周O娥 3000 轉帳
溫O 500 轉帳
ROkuta 1000 轉帳
鄭O華 1000 轉帳
陳O淼 1000 轉帳
張O綺 2000 轉帳
蔡O寬 1000 匯款
劉O志 1000 轉帳
王O傑 1000 轉帳



匿O捐款 1000 轉帳
莊O瑋 200 轉帳
張O麟 500 轉帳
涂O菊枝 2000 轉帳
劉O珠 2000 轉帳
楊O瑄 200 轉帳
芷OIN150 1000 轉帳
徐O芳 1000 轉帳
匿O捐款 3000 轉帳
徐O信 2000 轉帳
簡O輝 500 轉帳
盧O翰 1000 轉帳
羅O璟 500 轉帳
許O榮 500 轉帳
陳O佑 1000 轉帳
謝O媛 2000 轉帳
陳O竣 1000 轉帳
陳O豪 500 轉帳
陳O倫 3000 轉帳
邱O皓 500 轉帳
pOter 1000 轉帳
李O哲 600 轉帳
蔡O璉 1000 轉帳
江O燕 1000 轉帳
蔡O宇 2000 轉帳
林O彣 1000 轉帳
匿O捐款 1000 轉帳
許O青 200 轉帳
魯O寧 2000 轉帳
匿O捐款 500 轉帳
匿O捐款 500 匯款
陳O廷 500 匯款
劉O(鹿業) 600 匯款
韓O亮 1000 匯款
收O-張文華 500 匯款
陳O璿 5000 匯款
金O緣 2000 匯款
徐O綸 3000 匯款
黃O億 2000 匯款
張O櫻 1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黃O家 800 匯款
陳O原 1000 匯款
黃O臻 1200 匯款
林O儀 2000 匯款
李O瑜 500 匯款
善O科技有限公司 2000 轉帳
1O0 stanley 2000 轉帳



陳O語 2000 匯款
朱O鈞 2000 匯款
陳O儀 1000 轉帳
億O汽美保修工坊 2000 轉帳
劉O煌 2000 匯款
陳O勝 3000 匯款
張O眉 1000 匯款
陳O嬌 2000 轉帳
威O 2000 匯款
鍾O雯 2000 匯款
吳O積記帳士事務所 2000 轉帳
陳O珖 2000 轉帳
陳O生 1000 匯款
張O碧 1000 匯款
曹O汾 1100 轉帳
芳O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2600 轉帳
莊O凱 500 匯款
COok Bar 張玹齊 1000 轉帳
莊O婷 500 匯款
匿O捐款 2000 匯款
劉O峰 2000 匯款
胡O境 1000 匯款
范O雯 1000 匯款
小O 1000 匯款
小O女兒 1000 轉帳
王O蘋 2000 轉帳
匿O捐款 2000 轉帳
徐O駿 500 轉帳
匿O捐款 1000 轉帳
阿O 1000 轉帳
王O靖 500 匯款
林O 1000 匯款
何O堂 2000 轉帳
吳O璇 500 匯款
蕭O英 2000 匯款
YOng-Pin Tsai 2000 匯款
陳O港 2600 匯款
黃O婷 500 匯款
陳O菖 3000 匯款
劉O萍 1000 匯款
賴O宇 20000 轉帳
童O雲 1000 轉帳
張O眉 1000 匯款
鐘O宏 500 轉帳
匿O捐款 3000 轉帳
林O嬅 600 轉帳
陳O誼 1000 轉帳
陳O儀 1000 轉帳



簡O宇 300 轉帳
龔O豪 500 匯款
沈O宣　　　　　　  1000 匯款
朱O(女勻) 1000 轉帳
砵O街全體員工 飛鏢隊 傳說戰隊全體成員 3000 匯款
翁O隆 2000 匯款
JOssica 1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孟O雅 500 匯款
翁O薰 500 匯款
賴O立 6000 轉帳
吳O諺 1000 轉帳
嚴O皓 3000 匯款
簡O翰 1000 匯款
許O庭 1000 轉帳
邱O佑 100 匯款
吳O玲 100 轉帳
施O溦/王威靖 1000 轉帳
AOthur 1000 匯款
王O仁 1000 轉帳
呂O嘉 1000 匯款
陳O聰 1000 轉帳
賴O騰 3000 轉帳
陳O平 1000 匯款
始O皮件行 1000 匯款
蕭O如 1000 轉帳
范O慈 2000 匯款
林O慶 500 匯款
周O庭 500 轉帳
周O任 500 轉帳
林O志 2000 轉帳
方O瑩 3000 匯款
林O賢 500 匯款
陳O泰 2000 匯款
陳O瑋 2000 匯款
1O3  rick 2000 轉帳
劉O中 1000 轉帳
徐O涵 500 匯款
直O時尚企業股份有限 6612 匯款
直O時尚企業股份有限 160 匯款
直O時尚企業股份有限 160 匯款
張O慧　　　　　　  2000 郵政跨行匯款
邱O葳 1000 轉帳
匿O捐款 1000 轉帳
黃O燁 500 轉帳
LOO 500 轉帳
林O連 1000 匯款
簡O東 1000 轉帳



陳O銘 3000 轉帳
潘O謙 500 轉帳
王O惠 500 轉帳
林O興 2000 轉帳
1O3 vic 3000 轉帳
紅O餐廳股份有限公  1000 轉帳
王O瑜 1000 轉帳
達O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1000 轉帳
TOeng Sharon 1000 轉帳
賴O瑋 2000 轉帳
王O翔 1000 轉帳
曾O梅 600 轉帳
陳O宇 5000 轉帳
葉O讓 6000 轉帳
張O玲 1000 轉帳
林O靖 1000 轉帳
施O姐 1000 轉帳
匿O捐款 1500 轉帳
湯O彥 1000 轉帳
陳O成 1000 轉帳
邱O文 200 轉帳
黃O芬 1000 轉帳
杜O洲 1000 轉帳
東O機車行 500 現金
楊O玲 1000 現金
郭O豪 1000 現金
郭O蓉 500 現金
劉O耘 600 現金
林O超 100 現金
陳O 100 現金
徐O筑 500 現金
葉O陽 200 現金
李O勳 200 現金
呂O哲 300 現金
吳O柔 500 現金
黃O 1000 現金
黃O敏 2000 現金
李O宸 2000 現金
龍O彬 1000 現金
朱O鑫 1000 現金
葉O珍 2000 現金
劉O菁 2000 現金
吳O璇 1000 現金
林O桂 1000 現金
林O傑 5000 現金
楊O祥 1000 現金
AOxe 1000 現金
李O瑩 2000 現金



余O龍 2350 現金
鄭O勳 2000 現金
邱O 5000 現金
謝O賢 10000 現金
林O斌 1000 現金
顧O 1000 現金
陳O瑩 430 現金
阮O富 4300 現金
閎O 430 現金
信O 8600 現金
陳O婷 500 現金
陳O怡 1000 現金
邱O芬 4000 現金
田O燕 2000 收現
劉O珠 5000 收現
楊O秀 1500 收現
梁O慧 1000 收現
舜O生技有限公司 14500 收現
郭O昌 26000 收現
張O聖 300 我墊
蔡O蘭 2000 收現
葉O基 300 收現
謝O廷 500 收現
李O國 200 收現
李O興 200 收現
李O民 100 收現
俞O玲 200 收現
何O鋒 200 收現
黃O華 500 收現
黃O鳳鑾 1000 收現
戴O朝 860 收現
龍O 5000 收現
黃O一 1000 收現
小O楊 1000 收現
黃O美 500 收現
謝O娥 500 收現
詹O紅 500 收現
陳O雪 500 收現
楊O芬 500 收現
葉O銀 200 收現
徐O金 200 收現
楊O珍 300 收現
陳O雲 200 收現
賴O華 200 收現
陳O治 300 收現
王O昭 500 收現
謝O鳳 500 收現
王O鳳 500 收現



陳O貞 200 收現
楊O珍 200 收現
洪O鑾 100 收現
陳O昇 300 收現
章O貞 200 收現
鍾O醫 200 收現
王O霞 500 收現
釋O願 1000 收現
1O6 matcha 200 收現
1O6 monica 500 收現
1O5果凍 500 收現
1O0 大象 1000 收現
mOrrison ma 1300 收現
1O8 eva 200 收現
1O8 傑 200 收現
8O rick 1000 收現
李O庭 500 收現
李O睿 500 收現
蔡O璋 1000 收現
林O德 2000 收現
蔡O志 1000 收現
陳O宏 1000 收現
蔡O竣 2000 收現
張O和 1000 收現
張O元judy 2000 收現
黃O月 1000 收現
1O3 陳小A 1000 收現
蔡O瀚 3000 收現
彭O瑜 1000 收現
柯O義 1000 收現
巧O 2000 收現
鄭O廣 1000 收現
阿O 1000 收現
黃O玲 2000 收現
1O3 丁丁 500 收現
TO 1000 收現
林O荷 2000 收現
張O珊 1000 收現
陳O婷 1300 收現
COCO 1000 收現
邱O力 1000 收現
方O之 1000 收現
陳O先 2000 收現
陳O平 3000 匯款
蔡O真 1000 匯款
匿O捐款 8000 匯款
匿O居款 500 匯款
鐘O儀              3000 匯款



陳O軒 400 匯款
黃O頤 1000 轉帳
林O容 1000 轉帳
匿O捐款 10000 轉帳
呂O宇 200 現金
郭O儀 500 現金
雷O誠 2000 現金
李O錫 1000 現金
賴O群 1000 現金
闕O庭 800 現金
林O正 1000 現金
張O桂 1000 現金
蔣O芸 1000 現金
施O莉 2000 現金
吳O瑄 500 現金
游O玲 500 現金
劉O紋 500 現金
宋O達 500 現金
張O文 500 現金
林O智 500 現金
阿O老闆 500 現金
林O群 200 現金
黃O儀 1000 現金
俊O 1650 現金
歐O華 1000 現金
蔣O梅 1000 現金
EOily緗 500 現金
何O蘭 1000 現金
張O涵 1000 現金
鄭O騰 4000 現金
許O蘭 500 現金
吳O恩 100 現金
張O中 1000 現金
MOy Yeh 1000 現金
陳O如 200 轉帳
朱O帆 1000 轉帳
BOss 1100 轉帳
匿O捐款 500 轉帳
匿O捐款 19110 轉帳
桃O千杯聯盟 10000 轉帳
新O市私立傑恩幼兒園 5000 轉帳



捐贈者 金  額 捐款方式

王O貞 1000 匯款

游O翊 2000 匯款

宸O投資有限公司 1000 匯款

葉O睿 5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吳O婷 1000 匯款

匿O捐款 18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練O薇 500 匯款

李O 500 匯款

陳O凱 1000 匯款

林O遠 2000 匯款

LOuis 1000 匯款

黃O媛 200 匯款

陳O唐 1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金O翔 500 匯款

林O儒 500 匯款

江O芸 1000 匯款

高O維 1000 匯款

匿O捐款 300 匯款

匿O捐款 2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匿O捐款 3000 匯款

童O彰 1000 匯款

李O瑄 1000 匯款

吳O亞 2000 匯款

楊O澐 2000 匯款

曾O慧 2000 匯款

鄭O鈺 2000 匯款

陳O雯 200 匯款

施O仁 1200 匯款

張O明 500 匯款

林O兒 1000 匯款

賴O華 1000 匯款

匿O捐款 1500 匯款

陳O宏 1000 匯款

匿O捐款 10 匯款

朱O鈞 3000 匯款

邱O祥 1000 匯款

徐O翎 10000 匯款

楊O芬 3000 匯款



黃O華 1000 匯款

莊O雪 1000 匯款

陳O瑄 1000 匯款

劉O 1000 匯款

陳O言 3000 匯款

盧O伊 200 匯款

LOw Yan Kuan 500 匯款

歐O涵 1000 匯款

王O璇 1000 匯款

黃O瑜帝 1000 匯款

吳O佑 500 匯款

鄭O盈 1500 匯款

匿O捐款 2000 匯款

楊O容 2000 匯款

艾O飲品有限公司 20000 匯款

新O興醫院 10270 匯款

周O華 1000 匯款

何O蘭 1000 匯款

何O華 2000 匯款

金O伶 500 匯款

盧O煌 1000 匯款

薛O萱 3500 匯款

沈O伶 500 匯款

劉O儒 1000 匯款

莊O靚 1500 匯款

鄭O嘉 5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賀O芳 3000 匯款

陳O翰 500 匯款

蔡O奇 3000 匯款

桀O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3000 匯款

1O3善款 671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匿O捐款 300 匯款

匿O捐款 3000 匯款

張O菁 500 匯款

劉O瑛 3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呂O翰 500 匯款

AOthur 2000 匯款

何O蓉 1000 匯款

葉O均 200 匯款

謝O慧 3600 匯款

黃O賢 2000 匯款

SOeven 2000 匯款



邱O雅 4000 匯款

楊O穎 2000 匯款

楊O竣 500 匯款

姚O瑞　　　　　　  1000 匯款

匿O捐款 3000 匯款

李O珍 3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薛O晴 500 匯款

顏O帆 1000 匯款

許O榮 Brian 500 匯款

郭O芳 50000 匯款

林O瑩 1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王O梅 1000 匯款

林O宏 2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匿O捐款 5000 匯款

匿O捐款 3000 匯款

莊O強 3000 匯款

蔡O倫 6000 匯款

匿O捐款 2000 匯款

汪O郁 5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黃O迪 30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江O曄 500 匯款

匿O捐款 5000 匯款

曹O壽 2000 匯款

匿O捐款 1500 匯款

趙O輝 1000 匯款

林O麒 300 匯款

許O恆 100 現金

張O鈞 1000 現金

李O燕 2130 匯款

湯O涵 2000 現金

李O如 廖癸丞 1500 現金

蔡O 1000 現金

吳O徵 400 現金

楊O淳 275 現金

黃O睿 1000 現金

黃O瑞 1000 現金

楊O睿 1000 現金

沈O廷 100 現金



賴O廷 5000 現金

林O達 200 現金

謝O君 1000 現金

盧O如 1000 現金

鄭O雯 2000 現金

褚O珍 1000 現金

許O倫 1000 現金

陳O曄 2000 現金

羅O亓 1000 現金

雷O誠 2000 現金

林O婷 1300 現金

米O時尚有限公司 10000 現金

張O榕 500 現金

江O惠 1000 現金

顏O涵 10000 現金

楊O誠 900 現金

捷O報關有限公司 500 現金

許O恆 100 現金

潘O柑 2000 現金

林O玲 500 現金

鄭O婷 500 現金

吳O翔 1000 現金

楊O淇 800 現金

張O萱 500 現金

簡O婕 1000 現金

簡O炘 1000 現金

吳O敏 1300 現金

王O元 100 現金

米O興 1000 現金

銘O有限公司 10000 現金

許O榆 1000 現金

蔡O宏 1000 現金

陳O如 1000 現金

李O毅 1000 現金

蘇O華 1000 現金

中O無極天恩宮 3000 現金

私O承康護理之家 1000 現金

羅O緯 1000 現金

林O華 3000 現金

黃O雯 1500 現金

陳O霖 300 現金

MOnita Chang 1000 現金

郭O桂 20000 現金

柯O鳳 5000 現金

郭O煌 10000 現金



郭O華 10000 現金

郭O君 5000 現金

郭O錦 5000 現金

黃O發 5000 現金

賴O瑄 1000 現金

王O墨 5000 現金

楊O玲 7000 現金

黃O雯 1500 現金

蘇O牡丹 500 現金

張O櫻 1000 現金

周O霓 500 現金

陳O枝 300 現金

蔡O興 500 現金

吳O蓁 200 現金

李O祝 500 現金

蔡O兒 1000 現金

士O 200 現金

王O蓉 1000 現金

BOn 1000 現金

NOck 2000 現金

MOllar 600 現金

DOc 2000 現金

蘇O婷 500 現金



捐贈者 金  額 捐款方式

益O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匯款
朱O儒 588 匯款
辛O恩 1000 匯款
潘O蘭 10000 匯款
匿O捐款人 1000 匯款
游O怡 600 匯款
陳O廷 2000 匯款
濰O富餐飲有限公司 10000 匯款
靚O國際有限公司 2000 匯款
王O升 1500 匯款
李O樂 500 匯款
陳O樺 500 匯款
陳O楠 1000 匯款
莊O美 1000 匯款
公O捐款 1000 匯款
蔡O宸 150 匯款
吳O承 500 匯款
張O儀 2000 匯款
林O宸 2000 匯款
李O軒 1000 匯款
呂O嘉 1000 匯款
郁O 500 匯款
陳O真 1000 匯款
邱O銓 500 匯款
愛O絲 1000 匯款
林O萱 800 匯款
陳O良 1080 匯款
匿O捐款人 2000 匯款
陳O維 1000 匯款
匿O捐款人 1000 匯款
王O靖 500 匯款
湯O涵 1000 匯款
文O 500 匯款
吳O翔 2000 匯款
蔡O震 1000 匯款
DONNY 520 匯款
翁O姍 500 匯款
魏O全 500 匯款
林O瑩 1000 匯款
夏O玟 1500 匯款
黃O翰 200 匯款
詹O萍 3000 匯款
范O超 1000 匯款
鄧O維 1000 匯款
吳O芹 800 匯款
杜O萱 1000 匯款
公O捐款 300 匯款
詹O東 500 匯款
公O捐款 200 匯款
趙O儀 1000 匯款
高O玉 1000 匯款
莊O文 1000 匯款
羅O清 3000 匯款
劉O雄 500 匯款
莊O萍 1000 匯款
蔡O容 3000 匯款
匿O捐款人 2000 匯款
陳O慈 500 匯款
穆O汽車商行 1000 匯款
吳O宏 1000 匯款



陳O蓉 3000 匯款
公O捐款 6000 匯款
張O龍 300 匯款
唐O文 3000 匯款
凡O 500 匯款
公O捐款 1000 匯款
陳O雅 2000 匯款
馬O多(HK IN)-王彬宇 500 匯款
張O佩 3000 匯款
歐O婷 1000 匯款
陳O暘 500 匯款
玉O 500 匯款
范O安 500 匯款
李O融 2000 匯款
林O錚 1000 匯款
鄭O嘉 2000 匯款
陳O霖 1000 匯款
陳O均 1000 匯款
彭O睿 500 匯款
張O中 300 匯款
楊O連 2000 匯款
羅O珊 1000 匯款
陳O皇 1000 匯款
蔡O霖 1000 匯款
陳O廷 1000 匯款
葉O君 3000 匯款
洪O翔 5000 匯款
黃O捷 500 匯款
呂O旂 500 匯款
許O榮 500 匯款
陸O蓁 500 匯款
楊O嵩 2000 匯款
張O瀚 500 匯款
楊O珍 2000 匯款
張O珍 3000 匯款
白O 1000 匯款
潘O成 500 匯款
公O捐款 500 匯款
陳O傑 1000 匯款
羅O瑄 3000 匯款
洪O澤 1000 匯款
張O嫺 1000 匯款
富O（小柯） 1000 匯款
錢O縈 1000 匯款
朱O偉 1000 匯款
黃O義 1000 匯款
黃O蘋 500 匯款
大O 500 匯款
游O禎 1000 匯款
黃O正 2000 匯款
楚O 1000 匯款
潘O鴻 3000 匯款
邱O民 1000 匯款
林O彪 1000 匯款
POter 500 匯款
蕭O竹 500 匯款
李O毅 2000 匯款
公O捐款 1000 匯款
蔡O杰 1000 匯款
張O琦 500 匯款
許O如 3600 匯款



蔡O燕 5000 匯款
陳O婷 5000 匯款
何O勁 600 匯款
梅O 2000 匯款
馮O晴 1000 匯款
陳O予 2000 匯款
張O毅 10000 匯款
王O潔 2000 匯款
劉O宜 1000 匯款
陳O靜 1000 匯款
王O永 300 匯款
廖O智 2000 匯款
祐O 1000 匯款
姚O伊 1000 匯款
林O臻 1000 匯款
朱O鈞 1000 匯款
連O珍 500 匯款
ROnee 300 匯款
劉O和 1000 匯款
小O 1000 匯款
黃O榮 1000 匯款
王O凱 500 匯款
蔡O璇 1000 匯款
啵O國際有限公司 1000 匯款
謝O興 1000 匯款
張O鈞 2000 匯款
黃O 8000 匯款
張O慈 200 匯款
邱O穎 500 匯款
高O心 200 匯款
徐O賓 1000 匯款
楊O瀚 5000 匯款
郭O妤 1000 匯款
康O韓 500 匯款
王O文 1000 匯款
溫O任 500 匯款
晟O汽車有限公司 3600 匯款
洪O賢 100 匯款
曾O蕙 2000 匯款
林O伶 2000 匯款
楊O達 1200 匯款
傅O融 500 匯款
彭O茹 2000 匯款
龔O安 500 匯款
林O琴 300 匯款
俞O仁 1000 匯款
大O企業社 3000 匯款
陸O勳 800 匯款
黃O寧 500 匯款
JOnet （陳小姐） 1000 匯款
雨O 500 匯款
石O明 1000 匯款
陳O鈴 200 匯款
吳O輝 500 匯款
林O慶 500 匯款
劉O耘 200 匯款
匿O捐款人 2000 匯款
劉O芳 1000 匯款
彭O悅 87 匯款
郭O翰 1000 匯款
黃O傑 1000 匯款



匿O捐款人 1000 匯款
呂O剛 500 匯款
沂O有限公司 5000 匯款
邱O祺 1000 匯款
蔡O諺 1000 匯款
偉O(SPIKE) 3000 匯款
陳O倫 500 匯款
張O婷 500 匯款
賴O群 1000 匯款
王O蓉 2000 匯款
郭O霖 2000 匯款
游O國 1000 匯款
黃O惠 1000 匯款
黃O中 1000 匯款
陳O誼 1000 匯款
謝O峻 500 匯款
彭O之 2000 匯款
曾O玉 500 匯款
陳O義 1000 匯款
COANG TJ 1000 匯款
王O權 1000 匯款
林O沅 500 匯款
姚O瑄 500 匯款
薛O萱 500 匯款
有O思國際娛樂有限公司 1000 匯款
AOple 1000 匯款
楊O彰 2000 匯款
張O皓 1000 匯款
城O銓 100 匯款
蔣O倫 1000 匯款
JOe 200 匯款
許O軒 1000 匯款
許O赫 800 匯款
周O瑜 1000 匯款
王O豪 1000 匯款
張O潔 1000 匯款
AOhley Chiu 100 匯款
黃O心 2000 匯款
黃O賢 1000 匯款
郭O葳 200 匯款
楊O喻 100 匯款
吳O芳 600 匯款
阿O 1000 匯款
青O化工實業有限公司 10000 匯款
楊O涵 2200 匯款
家O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 2000 匯款
李O玉 1000 匯款
官O玉 2000 匯款
洪O惠 500 匯款
陳O松 2000 匯款
王O心 100 匯款
ROchel 5000 匯款
李O玉 1200 匯款
吳O怡 1000 匯款
SOmnul KAI 300 匯款
胡O安 2000 匯款
匿O捐款人 100 匯款
周O姝 1000 匯款
陳O琳 1000 匯款
陳O均 1000 匯款
ZOn 10000 匯款



黃O文 1000 匯款
劉O祥 1000 匯款
公O捐款 2000 匯款
孚O貿易有限公司 2000 匯款
張O為 2000 匯款
劉O函 1200 匯款
AO咖啡 1600 匯款
潘O玲 1000 匯款
蔡O倫 500 匯款
吳O聰 2000 匯款
程O英 3000 匯款
謝O明 1000 匯款
公O捐款 500 匯款
洪O寳 2000 匯款
匿O捐款人 1500 匯款
陳O武 20000 匯款
公O捐款 1000 匯款
黃O杰 2000 匯款
范O豪 300 匯款
張O宸 1000 匯款
蕭O仁 2000 匯款
楊O升 1000 匯款
公O捐款 1500 匯款
子O Joe 1000 匯款
蔡O忠 1000 匯款
林O婷 3000 匯款
朱O鈞 2000 匯款
游O超 2000 匯款
林O緯 3000 匯款
彭O璽 600 匯款
黃O儀 1000 匯款
張O宇 1000 匯款
劉O玲 2000 匯款
彭O淳 2000 匯款
蔡O宇 300 匯款
蔡O倢 3000 匯款
劉O甜 1000 匯款
公O捐款 500 匯款
張O屏 500 匯款
宋O傑 1000 匯款
公O捐款 500 匯款
吳O興 1000 匯款
康O翔 500 匯款
馬O姐 2000 匯款
陳O駿 1000 匯款
康O涵 2000 匯款
吳O齊 1000 匯款
陳O佐 1000 匯款
劉O鋐 500 匯款
林O媛 1000 匯款
蔣O彤 500 匯款
林O鋒 5000 匯款
張O恩 1000 匯款
王O穎 300 匯款
黃O琄 500 匯款
張O斌 2000 匯款
黃O雯 500 匯款
楊O庭 1000 匯款
吳O承 2000 匯款
曾O中 2000 匯款
陳O羚 500 匯款



陳O安 2000 匯款
莊O育 500 匯款
康O朋友 500 匯款
柯O雄 1000 匯款
黃O茜 1000 匯款
達O攝影社 2000 匯款
陳O如 2000 匯款
楊O強 2000 匯款
張O郎 3000 匯款
李O峰 500 匯款
謝O君 1000 匯款
楊O瑤 1000 匯款
宋O雲 2000 匯款
劉O駖 1000 匯款
王O芬 2000 匯款
盈O有限公司 3000 匯款
陳O慧 1000 匯款
吳O樺 1000 匯款
黃O雯 1000 匯款
吳O馨 1000 匯款
潘O群 500 匯款
陳O建 2000 匯款
周O木 200 匯款
丁O辰 2000 匯款
陳O筠 1000 匯款
傅O秦 1000 匯款
周O慧 500 匯款
藍O田 1000 匯款
賴O怡 2000 匯款
陳O汝 1000 匯款
任O哥 3000 匯款
林O芳 1000 匯款
范O儀 1000 匯款
謝O雯 1000 匯款
cOief 1000 匯款
顏O桑 3000 匯款
陳O芳 2000 匯款
陳O真 2000 匯款
陳O圈 1500 匯款
陳O瑞 1000 匯款
葉O勤 1000 匯款
莊O逸 3000 匯款
陳O銘 3000 匯款
江O達 1000 匯款
黃O菲 300 匯款
煇O企業有限公司 2000 匯款
李O容 4321 匯款
秦O峻 800 現金
龔O悌 1000 現金
陳O洲 500 現金
闕O凱 500 現金
徐O彥 500 現金
蔡O雨 1000 現金
楊O玲 500 現金
邱O順 1000 現金
大O 200 現金
馮O香 500 現金
陳O健 1000 現金
王O明 2000 現金
李O霖 1000 現金
周O玉 500 現金



林O斌 1000 現金
孫O育 500 現金
COing 200 現金
高O頊 2000 現金
陳O林 2000 現金
凃O蘭 2000 現金
李O青 1000 現金
鄭O明 1000 現金
邱O恆 1000 現金
蘇O何 1000 現金
謝O謙 500 現金
吳O龍 1000 現金
簡O菁 300 現金
胡O庭 500 現金
呂O毅 1000 現金
新O地藏庵 30000 現金
李O宸 3100 現金
李O諭 500 現金
鄭O宏 185 現金
潘O霞 500 現金
朱O倫 2000 現金
吳O 800 現金
馮O文 2000 現金
李O仲 200 現金
林O賢 100 現金
髮O 500 現金
連O緯 119 現金
潘O美 1000 現金
王O淇 500 現金
鍾O華 3000 現金
黃O煌 500 現金
許O珍 500 現金
雷O誠 1000 現金
陳O達 1000 現金
陳O嬌 1000 現金
張O鑫 500 現金
中O無極天恩宮 3000 現金
匿O捐款人 2000 現金
楊O彥 5000 現金
陳O翔 5000 現金
郭O豪 5000 現金
余O華 1000 現金
象O媽咪 1000 現金
水O噹姊妹花 10000 現金
林O賢 500 現金
陳O豪 500 現金
張O智 100 現金
廖O棉 1000 現金
展O庭漫畫休閒館 300 現金
林O聿 500 現金
陳O鑫 500 現金
蔡O如 2000 現金
張O 3525 現金
游O馨 600 現金
李O樹 100 現金
李O榮 1000 現金
LOGO 500 現金
陳O凱 10 現金
楊O生 2000 現金
謝O仁 1000 現金
趙O香 1000 現金



姑O 3700 現金
楊O雄 1000 現金
蔡O芬 1000 現金
洪O馨 500 現金
承O 100 現金
郭O雪 1000 現金
顛O 500 現金
劉O怡 1000 現金
高O宗 2000 現金
黃O珠 1000 現金
石O芳 1000 現金
吳O佑 100 現金
陳O佑 100 現金
JOcky 400 現金
劉O耘 100 現金
王O萍 1000 現金
王O儀 1000 現金
莊O境 109 現金
陳O龍 100 現金
楊O珠 3000 現金
莊O仁 1000 現金
黃O琪 500 現金
AOE 200 現金
藍O田 1800 現金
于O 1000 現金
SOan 1000 現金
EOisin 1000 現金
張O 1000 現金
黃O尚 1000 現金
新O武聖廟 10000 現金
何O祐 500 現金
林O棟 3000 現金
陳O蜂 1000 現金
高O謙 1500 現金
鄭O輝 500 現金
林O梅 1000 現金
黃O貞 200 現金
高O敏 1000 現金
沈O益 500 現金
蘇O彰 1000 現金
趙O宸 200 現金
范O容 4000 現金
陳O宇 100 現金
吳O靜 1000 現金
龔O霖 1000 現金
莊O君 5500 現金
陳O豪 500 現金
王O筠 700 現金
王O筠 300 現金
蔡O芳 3000 現金
邱O晏 500 現金
謝O豪 1000 現金
怡O達通運有限公司 1000 現金
柏O特 2000 現金
華O玻璃有限公司 500 現金
李O杰 1000 現金
林O伸 200 現金
陳O怡 600 現金
李O翔 500 現金
陳O宏 200 現金
健O燒臘店 500 現金



高O城 100 現金
李O如 2000 現金
黃O新 2000 現金
章O殷 1000 現金
張O喆 1000 現金
李O鋒 1000 現金
王O蕙 2000 現金
張O瑋 1000 現金
吳O明 2000 現金
蔣O剛 1000 現金
新O市新莊書畫會 2000 現金
黃O婷 1000 現金
孫O剛 200 現金
尚O 1000 現金
配O國際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2000 現金
張O蘭 1000 現金
徐O新 10000 現金
許O娟 3000 現金
連O惠 500 現金
何O諦 1000 現金
張O宙 2000 現金
商O禎 1000 現金
楊O和 2000 現金
陳O瑟 1000 現金
吳O融 500 現金
鄭O玲 500 現金
林O卿 1000 現金
邱O恒 2000 現金
劉O哲 1000 現金
流O 2000 現金
月O 300 現金
佩O豬 1000 現金
李O源 3000 現金
蔡O芬 1000 現金
林O立 2000 現金
黃O國 1000 現金
陳O權 2000 現金
小O 500 現金
黃O梅 1200 現金
威O 300 現金
陳O怡 2000 現金
李O娥 2000 現金
宋O宏 500 現金
沈O慧 3000 現金
黃O浚 500 現金
潘O 1000 現金
湯O騰 2000 現金
陳O儒 500 現金
李O菁 500 現金
蘋O兄弟 500 現金
俆O涵 100 現金
王O智 300 現金
陳O璇 520 現金
匿O捐款人 200 現金
林O隆 2000 現金
翁O嘉 2000 現金
蘇O元 2000 現金
匿O捐款人 1000 現金
黃O鑫 500 現金
林O華 5000 現金
黃O翎 1000 現金



陳O菖 1000 現金
彭O月 3000 現金
DOrrick 100 現金
蔡O振 2500 現金
張O媓 1000 現金
TOffany小 109 現金
匿O捐款人 500 現金
匿O捐款人 3000 現金
匿O捐款人 1000 現金
蜜O熊 500 現金
阿O 1000 現金
GON CHRIS 1000 現金
張O甯 5000 現金
蘇O雪 500 現金
馬O 2000 現金
李O佑 1000 現金
雅O 500 現金
NOck朋友 3000 現金
陳O銘 3000 現金
劉O捷 100 現金
陳O蓉 2000 現金
陳O元 2000 現金
陳O驊 2000 現金
沈O正 10 現金
孟O雅 2000 現金
黃O秋 200 現金
劉O婷 1000 現金
象O國際有限公司 1000 現金
台O寶利淨水有限公司 1000 現金
張O真 1000 現金
江O漢 1000 現金
沈O玲 2000 現金
LOmier 500 現金
蕭O英 IN114 1000 現金
涂O銘 200 現金
AOna 500 現金
黃O發 2000 現金
1O8 某人 200 現金
胡O庭 100 現金
ROse 2000 現金
蔡O建 1000 現金
王O翔 600 現金
曲O豐 500 現金
李O倪 1000 現金
蔡O方 600 現金
王O俞 1000 現金
陳O靜 500 現金
黃O絡 152 現金
IO154 -總教練 Justin 3000 現金
王O倫 500 現金
姜O年 2000 現金
王O蓮 200 現金
賴O隆 1000 現金
高O國 1000 現金
秦O棠 500 現金
高O隆 1000 現金
葉O芳 5000 現金
劉O敏 2000 現金
李O弘 500 現金
陳O菊 100 現金
莊O娟 5000 現金



香O137 1570 現金
陳O凱 1000 現金
韓O琳 500 現金
COris 1000 現金
丹O 400 現金
東O 200 現金
POeal 1000 現金
#VALUE! 200 現金
SOan 200 現金
李O儒 1000 現金
范O雄 2000 現金
劉O強 1000 現金
吳O晉 2000 現金
廖O學 1000 現金
王O香 1000 現金
陳O理 1000 現金
鍾O珍 1000 現金
胡O惠 1000 現金
黃O環 500 現金
郭O傑 500 現金
林O偉 1500 現金
新O市慈惠愛心慈善協會 5000 現金
徐O菱 500 現金
蔡O溪 1000 現金
周O燕 2000 現金
周O燕 2000 現金
周O燕 2000 現金
麗O 2000 現金
林O欣 1000 現金
陳O穗 500 現金
馮O生 100 現金
管O蘭 100 現金
周O華 500 現金
VOcky 1000 現金
SOeven 100 現金
邱O梅 1000 現金
林O秀 1000 現金
朱O駒 2000 現金
JOck朋友 200 現金
永O時代有限公司 72000 現金
MOles 500 現金



捐贈者 金  額 捐款方式

匿O捐款 200 轉帳
匿O捐款 1000 轉帳
李O翰 500 轉帳
李O霖 100 轉帳
蔣O緯 1000 轉帳
康O翔 700 轉帳
胡O瑜 200 轉帳
楊O澤 3000 轉帳
郭O希 5000 轉帳
陳O中 1000 轉帳
陳O璿 5000 轉帳
劉O麟 2000 轉帳
葉O燕 1200 轉帳
陳O駿 2000 轉帳
陳O豪 500 轉帳
李O萱 3000 轉帳
溫O欽 500 轉帳
陳O宇 3000 轉帳
蕭O涵 1000 轉帳
王O毅 2000 匯款
匿O捐款 800 匯款
蔡O謙 1000 匯款
許O翔 1000 匯款
劉O毅 500 匯款
張O騰 2000 匯款
楊O毅 10000 匯款
匿O捐款 2000 匯款
黃O雯 500 匯款
匿O捐款 200 匯款
羅O棠 1000 匯款
李O偉 1000 匯款
藍O 1000 匯款
陳O誠 1000 匯款
創O文化有限公司 1000 匯款
顏O格 1000 匯款
葉O華 1000 匯款
楊O人 2000 匯款
趙O婷 1000 匯款
匿O捐款 3600 匯款
賴O生 1000 匯款
莊O儀 1500 匯款
葉O軒 1000 匯款
藍O 500 匯款
李O薇 1000 匯款



亞O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00 匯款
陳O誠 1000 匯款
戴O明 5000 匯款
明O造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匯款
榮O實業有限公司 5000 匯款
何O霖 1000 匯款
MOnica 1000 匯款
江O真 1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周O毅 500 匯款
其O音樂工作室 5000 匯款
許O靜 1000 匯款
王O靖 1400 匯款
EOic.lu 1000 匯款
#VALUE! 300 匯款
朱O鑫 5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美O子有限公司 10000 匯款
呂O田 500 匯款
王O峰 690 匯款
王O恩 2070 匯款
謝O遠 2000 匯款
匿O捐款 6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匿O捐款 500 匯款
李O米 1000 匯款
匿O捐款 300 匯款
COirs 3000 匯款
全O交通有限公司 1000 匯款
酮O日廚房 2000 匯款
江O暉 1000 匯款
吳O璇 7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邱O鴻 2000 匯款
黃O德 2000 匯款
陳O廷 150 匯款
程O生 1200 匯款
藍O田 2000 匯款
高O宜 2000 匯款
MOa 20000 匯款
強O 2000 匯款
許O育 1000 匯款
原O駿 500 匯款
穆O汽車商行 2000 匯款
崔O 1000 匯款



簡O寧 1000 匯款
陳O翰 2000 匯款
匿O捐款 1000 匯款
吳O翔 1000 匯款
匿O捐款 300 匯款
姚O丞 985 匯款
匿O捐款 2000 匯款
黃O睿 2000 匯款
匿O捐款 2000 匯款
鄭O華 2000 匯款
溫O樂企業社 1100 匯款
吳O璇 1000 匯款
陳O菖 13500 匯款
鄭O騰 6200 匯款
賴O美 2000 匯款

陳O斌 1000 匯款

曾O鈴 1000 匯款

曾O慶 1000 匯款

蔡O霖 500 匯款

曾O誼 2000 匯款

王O萍 1000 匯款

楊O淳 500 匯款

YOway 100 匯款

高O項 500 匯款

孫O 500 匯款

切O皮克有限公司 500 匯款

COing 100 匯款

IO156Bobo 100 匯款

許O華 100 匯款

AOna 200 匯款

EOen 300 匯款

莊O境 200 匯款

IO158Joy 100 匯款

HOgo 200 匯款

IO158Joy 200 匯款

王O筠Tiffany 500 匯款

袁O雯 1000 匯款

鄭O薇 3000 匯款

黃O玉 5000 匯款

姚O鑾 2000 匯款

高O辰 2000 匯款

IOE&AMY 500 匯款

陳O䨤 2000 匯款

鍾O楠 3000 匯款

連O糴 1000 匯款



IO156-Miller 600 匯款

王O亮 4800 匯款

林O璇 200 匯款

eOily 500 匯款

IO157-PERRY 1500 匯款

導OJEFF 5000 匯款

MOrrison 1000 匯款

黃O一 1000 匯款

黃O一 1000 匯款

LOgo 1000 匯款

魏O金 3000 匯款

林O賀 5000 匯款

孔O明 2000 匯款

王O杓 1000 匯款

鐘O駿 1000 匯款

莊O水 1000 匯款

闕O卿 1000 匯款

劉O宏 3000 匯款

涂O榛 2000 匯款

楊O哲 500 匯款

程O蓉 10000 匯款

林O傑(蘭奧丁企業社) 5000 匯款

鍾O徵 10000 匯款

陳O中 1000 匯款

郭O左 2000 匯款

程O姐 1000 匯款

劉O宏 1000 匯款

劉O釵 1000 匯款

KOnt 1000 匯款

謝O猛 1000 匯款

琴O食館 5000 匯款
黃O霆 5000 匯款
黃O儒 5000 匯款
呂O欣 1000 匯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