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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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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淑華 6,500 洪慈恩 50 郭林罔市 1,000 杜育朋 2,000

許  瑞 1,000 唐一平,唐陳美杏 10,000 徐玉美 50 杜沛羿 2,000

曾星潤 1,000 吳權盈,郭玉真 2,000 陳姿妤 15,000 杜維育 2,000

張麗蘭 50 杜英吉 200,000 潘世輝 3,000 杜俐萱 2,000

宋癸華 50 謝美真 1,000 張均傑 500 張立恩 50

竇清菊 3,000 黃秀蜜 1,000 涂瑞英 50 賴天雄 2,000

徐玉美 50 洪甄婉 500 遠東牙醫診所 1,000 高美蕙 6,000

陳建財 2,000 杜俊和 9,000 吳碧佳 50 陳瑞祥 2,000

田佩玉 200 劉許盆 36,000 王振沼 1,000 覃馨儀 20,000

林月溪 50 邱昱材 3,000 林炳榮 1,000 詹順全 1,000

李政道 200 莊豐奇 3,000 張創宏 50 李桂鈴 400

郭文珠 300 魏正豪 1,000 涂成貴 50 鄭淑華 6,500

林文俊 200 吳蕙聿 2,000 杜東諺 50 李煥彬 4,500

張天河 6,000 謝梅枝 40 杜育朋 250

百元小天使

吳惠蓁 林怡君 黃美卿 周明輝 謝秀枝 楊尚霖 簡麗珮 詹智勝

謝榮宗 張珮瑄 陳春美 周玫君 鍾莉娟 曾御涵 林芝瑜 李秀琴

陳翠貞 王賢正 鍾益新 林瑞賢 楊盛益 洪開誠 林胡瓊 陳忠雄

李  萱 吳忠錦 王武德 巴福泰 羅坤志 曾秀雲 黃惠淑 林夢軒

伍淑美 陳麗如 翁妙慧 何  埤 洪祥語 黃梅香 柯櫻華 林夢雯

楊學文 王秀美 黃雅惠 徐志銘 劉淑君 李如蕙 張珮瑄 黃許美蘭

林冠良 黃業翔 曾國政 蔡謙量 鄧子英 徐國禛 周楊綉鳳 李玉嬌

郭姿君 林天印 顏秀妃 鄭美環 許秀勤 鄭雅文 劉淑君 徐家順

施龍政 施佳芬 賴嘉泓 黃國安 鍾華峰 宮鳳釵 張循鈁 王美靜

許秀珍 李麗欗 吳雪雯 陳秋眉 陽立傑 陳永富 張嘉鈞 韓文山

張菁蘋 陳惠飛 蔡滿國 王君雅 謝玉琴 楊珠鈴 王聰明 班馨仁

曾光潭 黃蓮枝 黃麗珠 游淑美 洪敏益 李明洲 陳永山 阮碧繡

黃堯平 許浿卿 王湘炫 涂麗珠 張  敏 夏佳培 戴  莉 沈佳璇

伍銘鴻 林宗賢 涂俊泰 王純敏 莊淑如 楊國雋 廖繼云 藍子宗

羅淑娟 劉芸漾 劉美宜 鄭筠筠 王茹茵 楊辰俞 楊正豪 林靜悅

李星辰 王苹睿 蘇意禎 黃柏鈞 邱黃蓮 李瑞哲 賀姿綾 張瑜玲

孫念維 張秋香 李俊明 陳相池 林志明 劉晉瑋 何靜琳 余鼎龍

張  香 黃唯思 羅鍵昌 胡延昇 李志文 鄭清輝 楊孟雅 杜俊和

陳潘銀琦 林韋成 洪佩貞 李曄婷 黃雅梅 王雯慧 鍾佩倫 覃馨儀

韓月香 湯雅筑 邱秀英 丁雪惠 孔  喆 李政翰 黃淑娟 黃春香

周傳貿 陳俊彥 蘇莠詅 楊雅玲 李建九 林巧淩 鄭麗娟 張友信

張玉燕 楊瑞文 賴耀燊 陳寶山 許心瀞 王雅菱 林秀娣 歐陽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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