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姓名 捐款項目 捐款金額

邱O寧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謝O君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0

顏O香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0

顏O良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0

謝O蓮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鄭O華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郭O呈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王O權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黃O葭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50

花O棋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王O君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花O傑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陳O壽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0

王O櫻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王O慧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王O雅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許O予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郭O娥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陳O禎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600

沈O芳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陳O人、鄭秀枝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楊O麟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0

徐O如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鍾O鳳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陳O荻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結O飽工作室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690

吳O代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500

李O詠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600

林O芬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陳O宏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陳O凱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王O男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王O火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劉O蒿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

陳O任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600

呂O庭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林O金足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陳O慈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陳O源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李O宗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00

王O慶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0

王O智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0

王O晴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羅O月嬌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2022/1月捐款芳名錄



簡O蘇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丁O程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楊O賢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劉O嫆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張O如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張O勇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0

黃O鈞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陳O華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0

劉O妤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黃O燦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0

黃O慧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蕭O翊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蕭O禎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黃O美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詹O恩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梁O鏞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陳O鶯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利O興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李O芬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王O慈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蔡O容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鍾O達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劉O婷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廖O平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陳O彥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林O萱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黃O雯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許O治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陳O芬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李O婷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葉O毅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林O禹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張O媖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0

潘O筠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陳O君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吳O雯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梁O真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陳O嬌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曾O筠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200

林O倫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6000

帝O慈慧共修園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0

陳O伊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0

劉O凱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0

陳O珍,石鈐鳯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600

吳O芬 張茂源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高O文理補習班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蕭O花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0

陳O穎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元O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0

何O興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林O明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全O牛角撥筋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吳O倢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王O程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鷺O國小附幼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8339

李O娟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王O櫻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陳O林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洪O照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陳O蓓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吳O姐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2000

洪O穎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7000

李O姍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600

莊O銀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朱O良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鄭O山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陳O名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劉O慈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不O名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不O名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不O名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不O名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不O名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李O對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0

陳O秉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600

吳O賢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0

簡O雲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陳O琳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0

甯O面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20

陳O鳯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鄭O畢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林O波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吳O琴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鄭O歆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吳O寰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林O員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0

鄭O隆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0

劉O鈞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王O慧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王O雅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許O予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群O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00



何O蓓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0

劉O昌.黃敏玲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廖O林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紀O涵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張O欣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0

林O維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50

林O豪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0

黃O雄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200

陳O萍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0

丞O製作團隊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0

陳O涵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陳O靜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邱O琦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洪O銓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林O莉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許O琪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200

陳O如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800

郭O月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800

林O娟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徐O玹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800

劉O辰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800

曹O慈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方O輝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蔡O庭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洪O菱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李O葳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200

張O芸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黃O鳴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賴O行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600

詹O澤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連O企業社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0

胡O禎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蘇O云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蘇O萱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李O恵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葛O蒂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張O堯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周O涵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許O菀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200

吳O霓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0

巫O樂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陳O粉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鄭O佳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0

林O晴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700

張O翎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200

張O誠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500



梁O美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200

王O毓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劉O瑜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200

郭O男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紀O仁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顏O珍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韓O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0

胡O凱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顧O惠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200

李O君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0

鄧O婕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200

羅O玲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黃O雅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500

徐O晴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0

陳O姐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0

呂O圖 鄧靖玉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200

阮O龍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200

林O芳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200

陳O雅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0

邱O慈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300

陳O妃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10

鄭O惠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00

郭O伶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150

陳O安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 200

謝O淮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黃O睿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0

白O哲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800

陳O芊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00

皇O不動產有限公司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00

蔡O儀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王O鼎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0

李O震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0

林O均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立O建材行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0

陳O梅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周O琪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

蘇O珠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

黃O珊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800

余O益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陳O婷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0

黃O潔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800

張O陽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0

高O涵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0

廖O詠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蔡O翎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0

郭O蘭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許O婷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00

張O晴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00

蔡O樺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

孔O博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紀O慧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0

張O朋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陳O均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00

林O宜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0

陳O靜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600

劉O洋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端O晴明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陳O珠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孫O羚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洪O耀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王O泰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

鍾O婷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

洪O晏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500

廖O庸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600

張O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洪O穎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7000

丁O裕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0

陳O蓉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何O龍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譚O禎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0

連O璠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0

王O娟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6000

王O淵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

阮O淑熙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

徐O林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郭O文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0

林O斌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00

林O伃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陳O令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常O英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00

歐O齊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0

邱O心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

協O鋼鐵興業有限公司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0

陳O英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0

梅O源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500

林O合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李O玹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

莊O涵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600

甄O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

李O宏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呂O翰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沈O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張O蕙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

安O土木技師事務所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0

張O聰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

陳O婷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0

張O鵬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莊O興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黃O芬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00

賴O甯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

黃O程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0

殷O龍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500

葉O子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林O慧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

鄧O政鳯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

吳O安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陳O艷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0

HON NI CAI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00

范O姐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6000

曹O玲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4000

張O程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500

林O微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吳O秀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50

洪O賓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汪O蔭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0

施O君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0

游O伊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蔡O如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蔡O婷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0

洪O蒨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劉O明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黃O勳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

詹O鈞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0

鄭O瑩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0

許O香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林O安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0

石O宜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黃O慈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00

美O企業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500

汪O玉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

楊O皓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彭O良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0

林O姿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0

李O貞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0

林O萱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詹O蓉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

梁O月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00

范O婷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0



黃O君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00

陳O穎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00

103早餐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41

捷勝彩券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8

閤坊豬排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64

宏盛彩券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99

好口味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698

牛丼快餐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43

歐嗨喲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3

熊吧早餐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78

五路鍋聖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1

鄉村之家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3

宏ㄟ早餐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78

溫州大餛飩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89

全津便當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7

魯不停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77

甲八霸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80

美式早餐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458

燕飛來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79

拉亞漢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7

丹丹快餐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21

客來早餐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30

Me me tea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19

路易莎圓通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1

松水境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53

大胖肉羹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797

來好小館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74

鬼匠拉麵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14

大亨鐵板燒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5

two shots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23

蔓食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65

王的咖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86

喜年來彩券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720

初宅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17

赤糰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65

聯禾咖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94

萬芳彩券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831

合康復建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412

虎斑咖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699

老郭牛肉麵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1

泉利麵包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93

陳蜂彩券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654

喜旺來彩券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72

米粒早餐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99

弘爺漢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408

游正賢中醫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8



Cafe,8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3

草本軒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60

美式早餐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2

忠順美早餐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6

隆發彩券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40

翔二屋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76

春雄彩券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16

妃鍋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647

一碗麵舖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26

彩虹屋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39

品咖坊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42

casa咖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6

福美阿姨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626

好吃水餃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11

思月小館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4

西貢越南美食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620

原榮小食堂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75

享咖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

傑克漢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5

甲咖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40

朝鮮閣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46

福嗑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48

同記排骨酥麵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1

Bobolu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5

30巷咖哩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57

珈珈麵線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8

新四海豆漿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33

陳記米糕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3

佳香滷味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407

出外人便當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8

倆人出餐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6

spaggo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99

派克雞排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4

欣宜快餐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92

職人丼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61

義麵屋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776

良品宜食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73

伯那咖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9

料理王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12

九鬼魚屋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1

吉野烤肉飯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6

加爾第咖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0

回憶茶餐廳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92

fancy poke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68

續食堂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714

錢城涮涮鍋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71



韓式食堂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14

cloud9 cafe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1

super zone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41

美又美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46

胖老爹吳興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37

法爾木咖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52

白暮蛋餅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

纖饌美食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78

黑沃咖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48

毅壽司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0

丁媽虱目魚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494

塔吉特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6

廣香廚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917

莊記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1

重慶抄手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80

元鍋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1

永新豆漿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19

鑫來發彩券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1

金緹咖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36

雪球咖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96

響初麵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70

五二牛肉麵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

茶道序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1

忠孝米苔目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00

懿品小珍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63

已知用火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26

沐慕茶飲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78

五草車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870

臻鮮麵線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0

白胖咖啡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94

金品食堂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56

老張牛肉麵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323

武林茶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04

泰食堂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28

沙嗲士多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966

豆漿店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700

cafe365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110

順發麵線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3

金冠軍彩券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235

永和豆漿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98

鑽緣彩券 關懷獨居失依老人公益專案 598

陳O豪 當我們幼在一起 6000

馮O容 當我們幼在一起 1000

廖O雄 當我們幼在一起 3000

陳O芊 當我們幼在一起 1200

蕭O玟 當我們幼在一起 100



余O益 當我們幼在一起 500

王O娟 當我們幼在一起 2000

張O朋 當我們幼在一起 1000

周O 當我們幼在一起 2000

廖O瑜 當我們幼在一起 1200

吳O茹 當我們幼在一起 100

王O淵 當我們幼在一起 300

陳O良 當我們幼在一起 1000

李O慧 當我們幼在一起 1000

陳O聿 當我們幼在一起 1000

楊O正 當我們幼在一起 5000

楊O正 當我們幼在一起 5000

張O聰 當我們幼在一起 300

呂O順 當我們幼在一起 6000

張O文 當我們幼在一起 3000

釋O歡 當我們幼在一起 2000

李O奕 當我們幼在一起 500

吳O秀 當我們幼在一起 250

楊O麟 當我們幼在一起 2000

林O寬 當我們幼在一起 1200

黃O玲 當我們幼在一起 1200

吳O羚 當我們幼在一起 2000

蘇O雯 當我們幼在一起 300

敦O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當我們幼在一起 1000

王O君 當我們幼在一起 1200

彭O治 當我們幼在一起 300

林O毫 當我們幼在一起 1200

吳O樺 當我們幼在一起 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