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同學捐助芳名冊(單位、企業) 

 培爾傑特幼兒園 致遠理財工作室 

 3502地區大興扶輪社  苗邑照天宮文衡聖帝慈善會 

 7-11統一校舍門市  英展糖業有限公司 

7-11新聖母門市 軍暘設計室內裝潢整合工程 

Cookiemeow  首席時尚髮藝  

Elsa uen  員山玄開廟  

Eyelash晶晶美睫紋繡 夏至光語水井班 

Feidi手工烘焙 展青科學 

hc chen 振東托運行 

 Hito石花凍  旅行風社團 

 How 強 Brunch  晟泰欣業公司 

HUNG CHEN 晟馨麵包店 

Kenya Lrunmer 桃子妞妞 

Li Daniel  桃園市大世界國際同濟會  

 MAZDA 新店所   桃園市復興國際同濟會  

 MR.BIG健身房  桃園廣明宮 

TOC-SMT倉儲管理課 桔恩飲食有限公司 

Winning star Leadership Development 浩宇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一○八八誠意鴨肉冬粉  浴車坊車體鍍膜 

 一中衛生工程行   海勒廚具  

 一句話工作室  益信成企業社 

二年八班 真善美獅子會 

 二佰會   神農包子  

二寶國際有限公司  耕鈺有限公司  

力準設計企業社 般若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十七式醫學氣功早、晚場 茶茶良麵 

十八式氣功宜蘭分會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宜蘭教會 

十方弟子 財團法人佛乘宗大乘禪功文教基金會 

三和通運(股)公司 財團法人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基金會 

三星上天太子宮太子會 
 財團法人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基金會蒲公英

志工社  

三星大地春果園 財團法人宜蘭縣慈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三星國中 財團法人高雄市百善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三星國中輔計處  財團法人夢想之家教育基金會 宜蘭館 



廖同學捐助芳名冊(單位、企業) 

三媽臭臭鍋東港店 財團法人爐源寺 

三聖廟 財團法人觀音根滿慈善基金會 

三壐國際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陞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上禾伸企業 馬林寶珠 

上廚廚具 馬瑞聰建築師事務所 

久久通運公司 高雄岡山市民學苑瑜珈班 

千歲水泥製品廠  偉世紀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大王水肥清運行一友企業社  偉芳設計有限公司 

大佑土木包工業 健誠大藥局 

大坑里協天宮 啟瓦居會館 

大肚國小 六年戊班 啟欣企業社 

 大湖蔬菜行  啟德機械起重工程(股)公司 

大圖廣告 國三忠 

大鎰吊車 國泰人壽展宜蘭 

 小禾文創有限公司  國產署宜蘭分署 

小師父 國際電腦打字印刷 

 小甜甜幼兒園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新北市會 

小蜜蜂廣告 培根課照 

小麗子服飾 基銀企業有限公司 

中山國小家長會 康樂服裝行 

中信房屋新店安康行銷團隊 得利水果 

中華全民瑜珈推廣協會  得祐家具  

中華國中 306班師生家長 救國團宜蘭縣工商青年服務隊 

中華國中學務處  救國團宜蘭縣團委會  

中華國中籃球隊 清溝國小 

中華華夏希望關懷協會 盛泉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宜蘭客服中心 盛盛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宜蘭營運處 祥宏燈飾 

 中華羅東北港媽祖文化慈善發展協會  祥泉營造有限公司 

中道中學 第一人力顧問有限公司 

中壢成果補習班 統冠獅子會 

井彥企業有限公司 速捷汽車 

元弘企業社  都江建設   



廖同學捐助芳名冊(單位、企業) 

元旭國際不動產 陳麗情地政士事務所 

元祖不動產仲介企業社 陸輝瀝青股份有限公司 

公勝保經羅東志工團 頂佑有限公司 

六福堂中醫診所 鳥人愛心會 

升源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鹿安宮蘇花行腳團隊  

天母舞蹈學苑 麥味登內湖新明 

 天合廚具   麥味登東港店  

天后宮慈善功德協會 創群開發有限公司 

天敏企業全體員工 善禾企業(股)有限公司 

天善素食自助餐館 喜登食品有限公司 

太誠興業有限公司 富士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手機聯盟  復興國中 

文興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復興國中女籃 

 日升實業社  普陀山觀音寺 

日盛證券宜蘭分公司 景佑商行 

日晴汽機車公司  森茂企業社  

月眉早點 植愛關懷弱勢獨居老人公益團體 

水文資訊有限公司 渱基工商會計記帳士事務處 

水禾亞投資有限公司 湖西鄉甘露會 

王子的幸福甜點 湧成貿易有限公司 

 王牌語文補習班  無形慈惠堂 

王鼎食坊 無限映像製作有限公司 

世邦國際集運-海運業務部  無極宮  

仟朝車業 琚珈海岸休閒民宿 

以馬內利麵食館 發奇建設 

冬之陽愛心協會  童樂園親子民宿  

加旺團隊  翔順暉土木包工業  

 可米汽車美容  翔鶴家食品行 

可米車體美容鍍膜工作坊  菁英獅子會  

台中大安玉玄宮慈善會 菁髮沙龍 

台中市宜蘭縣同鄉會 華岱開發有限公司 

台中私立點點作文短期補習班 華東社工(股)公司 

台中梧棲無極懿尊宮 華晉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廖同學捐助芳名冊(單位、企業)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華瑞廣告有限公司  

台北市張氏宗親會 華碩電腦-外包管理中心-帳務部 

台股 500壯士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台北總

公司 
華銀宜蘭分行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宜蘭廠 萊爾富校舍門市 

台灣宜蘭農田水利會 象岩企業社 

台灣慈愛心救急布施協會  貴族派東港店  

右昇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賀眾飲水機  

四年八班  陽大心導管室  

 四和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陽大急診室  

四結國小五年孝班 陽大醫院門診組 

四結國小五年忠班 陽大醫院醫學部 

四臂觀音清淨道場 陽信企業社（82028300） 

巧品屋禮贈品公司 隆潁飯店用品開發行 

巧富地板 順毅商行 

巨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傳藝鐵道食堂  

正大開發有限公司 圓鴻商行 

正興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媽祖慈惠宮 

正聲宜蘭台  愛育幼兒園  

永安漁港 乾一杯海鮮快炒 愛寶貝基金會 

 永松鐵櫃家具行  慈安宮 

永青煤氣行 慈安宮 

永傳汽車有限公司 慈輝救護車有限公司 

永慶中科 101店  搖尾巴寵物  

永慶礁溪信義店  新化准提宮  

永慶礁溪健康店 新北市大三鶯關懷協會 

永慶礁溪菁英店 新北金聖天媽祖會 

禾丞開發科技 新光人壽 

禾淞工程有限公司 新竹市志願服務協會 

禾荷服飾 新竹特斯拉 Model 3車友 

禾業投資有限公司 新店安康陽光群 

禾寶舍季室內裝潢有限公司 新睿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立早餐 楊梅和韻國樂團 



廖同學捐助芳名冊(單位、企業) 

立早餐 溫馨小棧-夢想館民宿 

立峰室內裝修 照光寺 

立堅企業社  瑞發商行  

立潔商行 瑞聯不動產有限公司 

亦盛建設有限公司  當代鐵板燒  

兆鋒工程有限公司  祺豊煤氣有限公司  

全家福冷凍水餃 群將建設有限公司 

全家福照相陳東吉 聖米莎手工吐司 

全家福購物站全體團員 聖宗學堂 

全能電器行 聖達汽車修理廠 

全順餐盒食品工廠 聖嶽寶殿 

全聯嵐峰店 萬康生技 

吉鈁有限公司 萬鈺工程行 

同心坊麵包店  葉綠墅社區  

名派電腦雕刻廣告社 詮民汽車涂熊國 

好享家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徐珮玲 詮鑫策劃製作有限公司 

好食在分享社團  誠泰水電工程行  

 好管家有限公司  資三忠 

妃指藝術美甲  遇見愛多元 探索短期文理補習班  

 安信汽車商行  道源基金會 

成功不動產有限公司 達承汽車維修廠 

成功國小六年三班 鈺瑄企業社 

成功獅子會 鉅昌企業社 

成佳汽車黃佳臻,黃俊銘 鼎御興業有限公司 

成豐建材行 僑福房屋（基隆安樂加盟店） 

旭昇消防安全設備有限公司 嘉義市志工服務協會 

有一家雞蛋糕 嘟嘟燒肉飯 

有億不動產 夢的成真美容生活館 

朵妍美學館 彰化銀行宜蘭分行 

汎亞儀器工業有限公司 彰化銀行羅東分行 

 百合眼鏡行  彰化觀慈宮 

百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旗遠興業有限公司 

米谷多媒體有限公司 漢森創意有限公司 



廖同學捐助芳名冊(單位、企業) 

老婆吃鍋 熊兄弟體能工作室 

 老眷村  碩聯自動化有限公司（53991156） 

西瓜兄弟 福國冷凍股份有限公司 

亨利派雞排 精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利民液化石氣分裝有限公司 綜三愛 

君晟企業社 綠動能科技有限公司 

吳記工程行 綠寶石有機休閒農場 

 呈獻海鮮   聚群商行  

宏大鉄材行  艋舺雞排羅東店  

宏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蒸鮮研磨腸粉 

 材穩有限公司  銘全工程行 

汰旭科技有限公司 億祥興有限公司 

玖鴻鷹架 廣生藥房 

 私立常春藤語文短期補習班  廣華管理顧問公司 

 私立聚星文理補習  廣興堂聖王公善德會 

 貝樂米顧問有限公司  廣鴻企管顧問公司 

邑和興業有限公司 德利貨物裝卸有限公司蔡瑞能 

 亞特金屬  德明文理補習班 

佬姆堂玉宸宮 德勝工程有限公司 

佳和汽車有限公司(藍淑玲)  德億禮企業社  

初老基隊聯隊  慧燈中學  

協德企業社 慧燈中學 502班 

和義機械有限公司 樂泉商行 

夜墅 樂善救助團 

 宗硯建設有限公司  歐德床墊 

宙億科技  潤霖門市  

宜美印刷 潮州阿明肉包 

 宜興不動產有限公司  潮麻吉雞排舊城店 

 宜蘭人善心人士群  澎湖縣君品眼鏡行 

宜蘭中山獅子會 罵子蛋創始店 

宜蘭冬山無極紫雲慈惠堂  蔚昌隆商行  

宜蘭市三清宮 複聖科技 

宜蘭市金七結福德廟 請上座熱炒 



廖同學捐助芳名冊(單位、企業) 

宜蘭市新東社區發展協會  輝哥民宿  

宜蘭民防第二中隊  銲翔企業社  

宜蘭扶輪社  鋐明企業社  

 宜蘭怪點子手作工作室   鋐達企業社  

宜蘭附幼 黎明羽球社 

宜蘭食品  黎明國小一年七班  

宜蘭校外會春暉志工隊  黎明國小一年二班  

 宜蘭區清原芋園飲料   黎明國小一年八班  

宜蘭國小六年愛班  黎明國小一年三班  

宜蘭國中 103班  黎明國小一年五班  

宜蘭國中 203班  黎明國小一年六班  

宜蘭國中 204班  黎明國小一年四班  

宜蘭國中 205班  黎明國小二年一班  

宜蘭涵舍民宿  黎明國小二年七班  

宜蘭普現殿萬義堂  黎明國小二年二班  

 宜蘭無極妙玄宮   黎明國小二年三班  

宜蘭琦華獅子會  黎明國小二年五班  

宜蘭獅子會  黎明國小二年六班  

宜蘭獅子會獅嫂  黎明國小二年四班  

宜蘭瑜珈教室  黎明國小三年一班  

 宜蘭農工森林科   黎明國小三年七班  

宜蘭夢想之家  黎明國小三年三班  

宜蘭縣工商婦女協會  黎明國小三年五班  

宜蘭縣有愚齋慈善共修協會  黎明國小三年六班  

宜蘭縣自由車運動協會  黎明國小三年四班  

宜蘭縣私立愛育幼兒園  黎明國小五年一班  

宜蘭縣社會福利館志工團  黎明國小五年七班  

宜蘭縣肢體障礙者協會志工隊  黎明國小五年九班  

宜蘭縣思源社區關懷協會  黎明國小五年二班  

宜蘭縣神農社區關懷協會  黎明國小五年八班  

宜蘭縣張氏宗親會  黎明國小五年三班  

 宜蘭縣慈惠救急布施協會   黎明國小五年五班  

宜蘭縣慈暉獅子會  黎明國小五年六班  



廖同學捐助芳名冊(單位、企業) 

宜蘭縣萬國道德會  黎明國小五年四班  

宜蘭縣鼎護慈善協會  黎明國小六年一班  

宜蘭縣廣結善緣服務隊  黎明國小六年七班  

 宜蘭縣蘭陽青年公益發展協會   黎明國小六年二班  

 尚辰鋼業有限公司  黎明國小六年八班 

尚杰企業社 黎明國小六年八班 

尚翔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黎明國小六年三班 

岩信會計師事務所 黎明國小六年三班 

岩信實業  黎明國小六年五班  

幸福雞排  黎明國小六年四班  

延平社區團體人員  黎明國小四年七班  

延平社區環保資收站 黎明國小四年二班 

延平惜福功德會  黎明國小四年三班  

延平媽祖廟慈善宮德協會  黎明國小四年五班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公司蘭陽分公司  黎明國小四年六班  

昇富企業社  黎明國小四年四班  

昌騰工程行 黎明國小廚房 

明春有機農場 黎明廚房 

明僯營造有限公司  黎明總務處  

明龍傢飾館 燁釩生技有限公司 

東利水菓行 燒媽粉絲 

東村守望相助隊第 7分隊 築地市場行銷有限公司 

東村社區志工隊 錩運貿易有限公司 

 東村康福舞  頭城協天宮 

東育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頭城東嶽興安堂  

東門夜市美茶坊 頭城青商會 

東泰水產行  頭城慈善宮  

東聖宮神將會 頭城藥局 

東聖宮媽祖會 龍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武暖童窑  龍翔開發有限公司  

武藤龍川 龍縢實業有限公司 

河濱毛巾操運動班 爵儷珠寶有限公司 

 泓宇企業社  環保志工隊 



廖同學捐助芳名冊(單位、企業) 

炘奇有限公司 礁溪五月天 

炘陽兄弟會 礁溪代天府 

炘駐營造有限公司 礁溪永慶房屋 

社團法人台北市仁愛扶輪社 礁溪國小五年信班 

 社團法人宜蘭縣天籟慈航關懷協會  礁溪國小六年信班 

社團法人宜蘭縣生命線協會 礁溪麵當家 

社團法人宜蘭縣芥菜種愛鄰全人關懷協會  聯合國際實驗教育機構  

 社團法人宜蘭縣陽光之友會  聯鴻裝潢企業社 

社團法人宜蘭縣賢德禪修協進會 薇安占卜 

社團法人新北市千手千眼觀音護持會 薪竹鴨肉麵礁溪店 

社福館毛巾運動班 駿小吃部 

秉棋製衣廠 駿宜企業社 

采柔髮舖  駿馬海鮮快炒  

金車蘭花員山廠組培員  駿隆門市  

金車蘭花員山廠組培課全體員工 鴻明企業社 

金剛咖啡茶飲-健康店 鴻揚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金敦不動產有限公司 鴻運兔早餐店 

金聖旨天宮公德會 鴻藝工程行 

長江廣告 曜揚不動產有限公司 

長鴻工程行  檸檬樹露營區  

阿花夢工廠 簡阿章畜牧場 

阿郎玻璃行 簡師父養生館 

 阿娟姨素食  藏之田料理屋 

 阿爹 A灶腳  豐韡有限公司 

阿榮師工作室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員工愛心社 

青山茶葉行 鎰速車業 

青年互助發展協會 騏將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保祿股友社 羅東好多人 

信宏眼鏡 羅東快樂家族愛心協會 

冠鈞宅配企業社 羅東扶輪社 

冠億工程行 羅東博愛醫院三樓加護病房 

 勁安骨外科診所  羅東鎮家長會長聯誼會 

 勁旺企業社  蟻巧貝 



廖同學捐助芳名冊(單位、企業) 

勇盛水電工程行 寶倍潔 

 勇程資訊國際有限公司  寶樹原木創作工室 

南方澳愛心聯誼會  耀穩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南北建材行  蘇菲亞貝果 

品味坊餐飲有限公司 蘇澳扶輪社 

哞哞達行動餐車 蘇澳芥菜種陪讀班 

建佶工程有限公司 蘇澳隘丁朝進宮 

 恆賞企業社   蘋果樹服飾  

 政男企業社  馨馥華商行 

政漢不動產有限公司 騰勳機車行 

故事屋 儷昌電料有限公司 

 星榮榮造有限公司   蘭亭食品林北烤好  

映畫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蘭城晶英宴會廳 

 春水笈湯屋  蘭陽 CRV車隊 

昱興電機企業有限公司 蘭馨保姆系統溪北第五組 

柏藝傳統整復推拿館 饗宴鐵板燒 

泉根企業(股)有限公司 魔法屋童裝 

洗洋洋汽車美容  驊騮不動產  

 活力泉源手工優格   鑫沅企業社  

珊瑚愛心聯誼會 鑫欣立有限公司 

皇璽建設有限公司 鑫洲企業社 

科風國際材料有限公司 驥將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美城租車公司 馫宴創意料理 

 美麗莎髮廊  鱻泓水族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