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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旭穩宏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1,000 白麗宜 200 邱昱材 3,000 李余耀 1,000

唐一平,唐陳美杏 500 周仲雲 1,000 劉吉城 5,000 謝釗益 1,000

冠宇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2,000 周仲傑 1,000 宋艷蓉 500 忽德興 2,000

康喬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5,000 邱聿真 500 陳的的 2,500 孫吉志 500

莊豐奇 3,000 游義地 500 邵友信 2,500 杜俊和 200

姚蘭馨,張稼民 2,000 陳姿妤 200 善心人士 300 陳姿妤 4,000

詹育銘 1,000 劉寶仁 1,000 利吉印刷 250 張美枝 1,000

蔡瑞美事務所 2,000 吉鑫興業 3,000 宋艷蓉 500 葉榮樁 500

楊顯星 1,000 廖武雄 4,000 游義地 500 玉山銀樓 3,000

張耀微 1,200 林恊松 3,000 陳其銘 1,000 廖武雄 3,000

李高弘 500 賴天雄 2,000 朱梅瑄 500 覃祖敉 3,000

林博川 6,000 朱世德 2,000 王進士 1,000 侯隨吟 500

張源杉 6,000 梁杜初雪 33,500 黃淑娟 200 黃湫淑 1,000

趙守義,黃韻如 200 許 瑞 1,000 林老師 500 任芳玲 2,000

誼璉有限公司 1,500 曾惠娟 1,000 廖勝冠 2,000 陳啟勲 1,000

新成發禮儀公司 5,000 邱奉亭 1,000 徐鑫基 1,000 楊錦富 1,000

屏東縣國際蘭馨交流協會 3,000 張涪屏 2,000 曾秀櫻 2,000 鄭凰敏 1,000

屏東中央獅子會 10,000 潘來成 1,000 李坤木 4,500 沈佳生 500

林水龍 3,000 蔡弦恩 50 楊秉豫 1,000 林筱增 1,000

蔡秀珠,楊梅謹,蔡灑金 6,000 陳瑞祥 2,000 蔡伯崑 500 謝啟棟 1,000

遠東牙醫診所 1,000 杜維育 2,000 杜育朋 2,000 葉宸君 2,000 

神農加油站 1,000 杜俐育 2,000 杜沛羿 2,000 黃鑫寶 1,000 

游碧霞 5,000 利吉印刷 250 蕭清來 300 許琇惠 1,000 

屏東縣國際蘭馨交流協會 5,000 張漢明 1,300 李奕德 2,000 鍾沛穎 500

蕭博仁,尤雅微 1,000 吳朱阿炒 9,000 柯志穎 1,000 邢水龍 5,000

山鐘水電材料行 2,000 善心人士 3,000 鍾紹熙 1,000 梁正芳 30,000

中華消防室內裝修工程行 3,000 曾漢全 1,000 詹順全 1,000 林敏鳳 500

社團法人屏東縣牙醫師公會 1,000 鍾國棟 2,000 莊荏惠 500 賴玉英 2,000

王牙科診所 1,000 黃文德 2,000 陳惠美 500 潘柏愿 3,000

慈惠實業有限公司 2,000 杜英吉 10,000

百 元 小 天 使 黃美玲 林欣慶 蔡淑梅

廖思媛 林玉金 黃秀芳 郭信宏 鄞徐瑞蘭 曾瓊慧 曹  琛 劉敏珠 徐國霖 蔡金聰 利秉益

李宛苓 顏莉真 李孟雲 張盛斌 郭雲涵 江孟穎 石雪花 羅國慶 簡杏霏 劉其昌 鄭美芳

周新潭 方志明 蘇秋碧 林佳縈 華玉珍 蔡迪蘭 邱坤毅 葉素珍 楊承孝 李月足 蘇龍上

王秀英 林淑惠 李幸靜 林筠晞 朱麗諭 賴政宏 謝宜儒 鍾金鳳 郭柏陞 廖文魁 林姵綺

傅曉芬 陳怡君 何修文 王建英 郭秀玲 莊玄昇 陳義平 鍾俊銘 李金蓮 李仲元 陳美佳

徐朝英 邱宗綸 林雅玟 高銓余 羅云英 潘如庸 邱贊儒 黃春枝 李長源 李家君 鍾蘭香

張簡明洞 謝玉美 徐文賢 林美芳 許玉蘭 周芷岑 游步隨 陳芝蘭 王林秋雲 陸能鑫 楊雅玲

林秀玟 廖德魁 楊文山 謝裕興 潘婉芬 陳玉輝 吳麗貞 陳玉珍 蔡沛妏 董誌遠 李清開

陳詩筠 官俊吉 陳采慧 陳秀月 張友山 蕭詩荺 林淑霞 李曾親梅 陳金香 廖素嬌 葉欣姿

吳育耐 宋惠婷 戴沄蓁 吳姵霖 林慧卿 張月芬 李郁萱 郭惠淑 吳師姐 徐明志 邱偉隆

尤健輝 陳智仁 王玉珊 利富凱 盧逸洋 鍾文龍 徐麗玲 熊裕坤 洪慈恩 潘展中 潘瑞信

施宏明 曾啟原 李菊瑞 楊美玲 陳鳳瑜 郭淑靜 董淑玲 唐玉如 劉振煌 丁楨民 黃莉盈

 

上帝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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