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芳名錄  
101年 12月 1日~102年 1月 31日  
濟興慈善會  
一︾常年會費   共$53,200 

1,200－王保貴 王冠懿 王秀好 王麗華 莊  敬 陳月華 何寶龍 施楊猜 施民哲 陳俊明 

陳尤雪 陳月嬌 李榮舜 陳翠娥 陳美麗 林麗花 吳寶惜 王素卿 林素美 吳阿麗 

黃春菊 董金琮 林澄治 朱  環 郭麗香 徐宏明 林芳玉 許春保 莊明隆 蔡義村 

李隆道 魏紀璿 林寶全 曾燈福 簡天拱 蔣美琴 李秀珍 唐張水菊 姜吳愛麗 

孫謝阿淑 蔡陳翠瓊 陳鄭鳳嬌 

400－吳依庭 李宜琦 李益宏 

200－吳碧珠 王彩鑾 黃文清 楊慶仁 楊翔宇 楊巧姿 楊巧茹 楊林秋桂 

二︾行政贊助收入   共$24,000 
8,000－簡秋林 曾燈福 蔡秋姝 

三︾捐贈收入   共$12,600 
10,000－劉明潭     1,000－張婉華      800－林澄治 曾燈福 

四︾活動贊助收入   共$185,200 
尾牙聯誼餐敘活動  
15,000－邱茂祥 

10,000－陳銘華 蘇成達 許慶章 蔡國彬 董振淵 羅銘鴻 王沅沂 吳永城 

8,000－王文生 王智民 

6,000－呂國柱 林印發  

5,000－陳清銓 曾燈友 邱水林 何孟蓉 張振成 許春保 張嘉誠 

3,000－黃慾機 王玉桂 陳明福 胡明約 林斐章 李豪富 

2,000－高桓懋 李尚明 黃月櫻 

1,200－江慶隆 

1,000－陳永賢 簡秋林 

濟興基金會  
一︾捐贈收入   共$60,142 

老人餐食  $51,302 
 30,000－賀漢傑   6,600－林家顯   3,400－林佩瑩   2,800－徐健益   2,200－黃妍菱 
1,701－張雅雯 楊宗翰  950－鄭溢凡 田芳媛   500－周家鈴 盧瑞玲 

自強活動  $8,840 
8,840－翔富土木包工業 

二︾建園專款收入   共$5,830,500 
460,000－范珍華         80,000－劉明潭         50,000－王文生 

30,000－賀漢傑 財團法人再好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20,000－黃國良 蘇金樹 林水來 陳梅月 李林金霞     

14,500－蔡明印 

10,000－張銘庭 李鴻琦 何清榮 邵錦華 高雄市社福慈善團體聯合會 財團法人慈暉社會福

利基金會    

7,000－陳惠玲           6,000－陳佩詠 顏淑娥 許春保 許連祥 

5,000－張仁輪 社團法人合德慈善會 台灣東芝國際採購(股)公司  

4,800－李昭瑩           4,000－張鈺明 張子泓 蕭數娥   



3,000－張月雲            2,600－靖海加油站(股)公司       2,400－鄭潔霞    

2,000－楊碧玉 鄭定群 鄭志翔 高桓懋 林桂米 許秋蘭 魏紀璿 陳芃羽 陳秀菊 黃春田 

吳慧明 黃健治 張凰娟 謝素香 陳女士    

1,900－無名氏            1,500－甘美如 李興根       1,300－許陳宿霞 陳王真珠 

1,200－黃春菊            1,100－林本源                   

1,000－蔡政曄 呂永松 張秀滿 張乃元 馮宜蓁 陳太郎 曾期正 黃瓊瑩 郭保柑 李美雲 

鄭淑禎 徐瑞卿 劉子中 洪雪燕 董秀美 林福義 林琴中 壽唯然 陳珮婷  

濟興長青學苑瑜珈班 贊霖科技有限公司 澐真有限公司 

600－張秀燕 蔡文章 董敏慧      550－陳寶娟      

500－劉秋玉 葉雪悶 邱月魯 蔡秋姝 陳清誥 周純珍 黃鍾月英 

400－陳秋淑 張秀定 賴春英 廖心悅 邱文平 邱吳春葉 

300－劉杰翰 張瑞月  

200－陳寶春 郭明通 郭金全 郭明豪 郭吉利 張金釗 郭純宜 吳秋月 郭昭麟 郭昭宏 

方淑貞 簡美枝 郭泓毅 蔡林金連 林江女兒 

150－楊淑雅 

100－蘇金利 林沛瀅 許宗勝 黃斯宜 鄭雲鳳 鄭宇珊 鄭雲燕 鄭陳淑清  

600－無名氏(發票) 

長青園空調與洗衣設備  
4,860,000－財團法人永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三︾清寒邊緣老人照護服務基金  共$160,193 
12,000－鍾丙蘭        10,000－陳大宇        8,000－蔡岳勳           

7,500－陳俞臻         5,000－鄧茂松 林麗明 陳昱凱 楊宗翰      

3,000－呂佳瑩 廖昭敏 謝依蓉 龔萬財 藍  琦       

2,000－謝祥弘 蕭天生 李宗訓 莊宇欽 童偉安 陳婉茹 鄭鈞元 陳  墨 

1,000－洪小雯 洪偉翔 皮義理 簡嘉宏 傅維讓 吳錦雲 林定雄 蘇孟雯 莊閔盛 鍾昀臻 

王暐程 江盈蓁 吳詠薇 巫靜怡 林熾琦 洪承佑 洪淑禎 袁肇辰 張培庭 莊嘉惠 

許可琪 連英志 陳淑麗 陳慈慧 童玉蘭 黃如彬 黃秉琦 黃俊彰 黃賀麟 黃墘隆 

蔡俊傑 鄭雅惠 賴敬桓 顏藻汾 吳  菲 無名氏 許高蓮治 潘黃梅香 陳元諧全家 

裘比諾衣鋪 哇寶國際資訊(股)公司 

800－林岱瑩 黃琬瑜        700－林偉全        600－曹擇尹 廖娸妘 鄭文瑋 

500－廖錦呈 李銘心 尤鴻德 田灶水 王尊聖 王琨欽 石志宏 江燕茹 吳美蕙 呂錦華 

李佳達 林雨涵 柯敏漪 洪育裕 張志吉 張偉德 陳韻安 黃致紘 歐桂年 潘嘉慧 

蔡孟翰 蔡淑燕 鄭靜美 盧建文 簡辰郡 黃  斌 奇  奇 巨庫文興文理短期補習班  

400－王士奇 林國豪 蘇意雯   310－泰菱有限公司 

300－郭琇玉 蕭晴璘 蕭晴鎡 夏忠平 朱美虹 李新珍 凌立基 張兢文 陳立穎 陳忠庭 

廖儀輝 李梁素月 陳柳金螺 PEIDIYU        

250－李育婕 游絜如 

200－黃鎂喻 陳富平 王勃凱 吳佩珊 吳威毅 周佩儀 林玉檸 林宗玄 林耿彰 張佳媚 

張景倫 彭佳儀 劉謹睿 蔡坤潁 盧佳璟 安小蕎 安小蕎玩美粉絲團 大益水果行 129

號 宮旨聖灣台旨聖 奧索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180－jeremy         150－劉席寧 蕭易騰      103－張智嘉 

100－江慧玲 吳日華 林佳玟 林寬俊 范勝浩 張雅芳 梁青源 許杏如 許純慈 陳乃維 

陳昂咨 陳羿霏 黃怡真 黃怡雅 黃婉慈 蔡侑君 蔡欣樺 鄭婉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