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芳名錄  
102年 2月 1日~102年 3月 31日  
濟興慈善會  
一︾常年會費   共$100,200 

2,400－周沛蓁 陳勇志 

1,200－張哲銘 張振成 孫孟珠 張琨揚 吳若綺 林勝雄 陳麗雲 莊淑芬 黃欣怡 林靜宜 

陳明福 陳昱廷 董雪美 曾義忠 黃鳳綿 王博民 王沅沂 王柔驊 王堂驊 王登傳 

謝  娥 許月女 林當貴 林世忠 張順興 董秀櫻 張詠詠 張小涵 張瑋麟 林雪美 

盧富裕 吳順寬 鄭麗真 王丁清 陳重榮 陳世真 林斐章 曾素月 彭玉珍 賴俊源 

林足英 黃新富 郭靜玲 吳惠茹 吳惠玲 蔡鴻文 許智豪 呂國柱 黃俊雄 林世俊 

蔡慶星 陳東陽 蔡家政 李明男 朱麗霞 施瑞金 丁婷婷 丁勝哲 陳秋敏 丁珊珊 

施獻明 賴士萱 李久子 史偉曉 莊月里 劉豐隆 吳柔萱 吳柔葶 吳柔儀 吳冠霆 

吳冠翰 黃于容 黃冠儒 黃柏瑋 陳樹木 陳効鎂 傅仰德 

700－楊均皓 

200－吳碧珠 王彩鑾 黃文清 吳依庭 李宜琦 李益宏 楊慶仁 楊翔宇 楊巧姿 楊巧茹 

楊林秋桂 

100－徐志宇 

二︾行政贊助收入   共$97,000 
40,000－王玉桂       15,000－陳黃鳳美 

8,000－林翡章 張月雲 謝在萬 陳樹木 蘇育璋  

2,000－曾義忠 

三︾捐贈收入   共$13,400 
10,000－黃偉峰      1,800－陳東陽      800－黃俊雄      300－董雪美 榮鑫電氣行 

200－張素桂 

 
 
濟興基金會  
一︾捐贈收入   共$60,142 

老人餐食  $51,302 
 13,500－銀宇有限公司    3,000－葉以婕 蔡根城 陳昕     2,600－李啟琳 
  2,035－吳俊明 

二︾建園專款收入   共$426,090 
100,000－陳曾香仔         50,000－黃信智 鄭師師         36,000－邱茂祥 

20,000－林順財 楊聰源 中山大學 EMBA8    

12,000－合盛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10,000－趙琬君 許郭秀珍 

6,000－盟松企業有限公司     

5,000－周正雨 陳玫樺            4,000－許春保 黃春田 

3,200－楊惠如                   3,000－呂春明 王文照 許連祥            

2,000－楊素妃 許月桃 陳女士 粘耿瑋 盧金珠 吳慧明 黃健治 張凰娟 許郭秀珍   

1,800－潘林雪             1,200－包玉菁 包文淳  

1,000－黃麗花 吳秀娥 無名式 莊月鳳 黃春菊 黃松榮 李翠柳 陳豪猛 林炯甫 馬積舜 

何永貴 沈杏娟 謝秀蘭 林琴中 壽唯然 陳珮婷 



600－劉冠宏 董敏慧 李彥佑 李柔霈 李枝係 張瑞月 蕭晴鎡 蕭晴璘       

500－林月琴 陳萬清 陳世濱 吳淑惠 陳姿汎 洪君怡 陳昭銘 彭建彰 吳祖山 忻賢文 
黃陳幼 

480－陳玉枝 

400－郭昭麟. 郭昭宏 方淑貞 簡美枝 郭泓毅 王  英 陳秋淑 洪基鄉 楊淑雅 

300－邱文平 張秀定 賴春英 王碩麒 陳清峰 陳奕倩 李財貴 邱吳金葉  

250－張金釗 

200－陳寶春 郭明通 郭金全 郭明豪 郭吉利 郭西揚 陳鼎濤 陳義豐 陳淑霖 張依倩 

黃秀美 劉旻龍 林鴻祥 李國源 林詳賀 丁國峰 吳家隆 葉建忠 楊凱壬 游丁權 

褚卉萌 林麗貞 陳玥禔 吳秋月 郭純宜 陳王真珠 

160－黃千瑞 

100－鄭雲鳳 鄭宇珊 鄭雲燕 楊欣怡 林君翰 賴軍佑 陳欣雯 林蓉妙 孫巧儒 林哲右 

賴玉美 孫佳樺 鄭陳淑清  

三︾清寒邊緣老人照護服務基金  共$593,750 
230,700－GROUPON 愛心捐款 

5,000－洪淑惠 謝巧婷 黃裕華 傅世靜 五十嵐企業有限公司  

3,000－陳嘉娟 陳韻雅 李珮綾 曾晨育 張志維 彭范甜妹  

2,500－郭子瑜 

2,000－謝祥弘 陳奕睿 范文傑 陳麗雲 林麗慧 宋思沛 張肇玟 柯建鋒 王先生 蔡  奇 

筌聖老家食品有限公司 

1,800－湯司菁       1,600－無名氏      1,500－蔡馨儀      1,300－梁璨蘭 

1,000－陳有豐 蘇孟雯 劉維昌 江雅慧 潘惠櫻 簡顯鑑 陳柏均 蕭悅仁 林政賢 楊雯如 

賀湘君 陳炭良 鄭先生 林揚展 沈若怡 陳佳慶 李羽涵 陳柳蓉 陳又菁 林蘭桂 

周碧瑜 鍾媚芳 陳文祥 陳家瑩 郭佩芳 陳黃玉子 (傅小珍.林宛嫻.林祐任) 

800－林岱瑩 吳瑞禮         600－張雅茹 王頌舜 王盟勳         

500－洪小雯 洪偉翔 葉俋秀 葉泳村 廖錦呈 洪秋玉 邱  波 陳俊吟 林家秀 鍾賢璋 

張  琦 張瑞麟 林品君 吳詩潔 伍宣蓉 陳立穎 李信忠 黃明擎 李婷儀 李昆諭 

洪羚喬 鄭靜美 韓  珍 林本源 王麗珠 蔣佩珍 許志仲 王兆民 楊仕良  張志邦 

盧俏樺 呂藍萍 陳盈妤 傅世欣 (莊志華.邱昱甄.莊凱琝) 

400－王敬儒                  350－徐欣儀 

300－郭琇玉 賴國福 黃沁婉 廖小姐 郭政翰 陳清泉 林翊安 劉欣豪 林美妤 高葦昕 

陳林寶秀 

200－魏琮紘 劉杰翰 楊鈞淯 陳富平 陳瑋伸 邱琳潔 黃立端 林秋卉 陳世軒 葉銘仁 

陳怡樺 曾雅惠 蘇瀅鑑 德  希 豐盈本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蔡侑君 鄭毓書 施  惠 洪素卿 羅敏玉 徐上詠 林原駿 余勇德 蔡子誼 

健康廚房設備  $213,800 
GROUPON 愛心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