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芳名錄  
102年 4月 1日~102年 5月 31日  
濟興慈善會  
一︾常年會費   共$19,100 

1,200－田台君 蔡成輝 呂秀花 賴進財 郭家財 陳淑姬 陳金振 張月雲 張秀滿 張乃元 

張益彰 呂永松 黃烏甜 郭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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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林秋桂 

100－孫愛媖 

二︾行政贊助收入   共$8,000 

8,000－林太平 

三︾捐贈收入   共$35,500 

10,000－許慶章 劉明潭      5,000－邱茂祥 丁秋仁 黃陳金蓮    500－蔡雯曦 

 

濟興基金會  
一︾捐贈收入   共$12,245 

老人餐食  $12,245 
5,500－林佩瑩     4,245－陳俐佳   500－黃柏維 黃柏華 黃思嘉 林淑貞 黃春松 

二︾建園專款收入   共$172,525 
40,000－劉明潭                10,000－翁鳳英 林麗月 華春營造有限公司 

5,810－張仁輪                 5,000－李明男 朱麗霞 葉俊亨 顏清榮 

3,000－許土木 呂春明 無名氏   2,200－靖海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2,000－謝祥弘 童馨如 吳慧明 張凰娟 黃健治 黃瓊瑩 

1,600－陳佩詠          1,500－李興根 江青峰 

1,200－賴榮全          1,100－王智民                   

1,000－黃春田 陳豪猛 董雪美 傅仰德 劉信亨 陳建猛 蕭數娥 蘇孟雯 黃春草 陳梅娟 

盧錦蓉 黃烏甜 羅文昌 陳寶娟 陳珮婷 林琴中 壽唯然 

600－龔阿時 林岱瑩 蕭晴璘 蕭晴鎡 張瑞月 邱月魯 董敏慧 

500－張小姐 呂宜亭 洪小雯 洪偉翔 蕭耀文 顏裕老 倉頡賜 邱  英 潘宗明 黃陳幼 

400－陳秋淑 洪基鄉 張秀定 郭昭麟 郭昭宏 方淑貞 簡美枝 郭泓毅 

350－邱文平 邱吳春葉 

300－陳玥禔 林振德 廖錦呈 朱仁鐘 郭琇玉 王頌舜 洪秋玉 

200－楊先生 陳寶春 郭明通 郭金全 郭明豪 郭吉利 郭純宜 楊淑雅 王薏棽 吳秋月 

李思蓉 劉杰翰 鄭雲鳳 鄭宇珊 鄭雲燕 簡  珮 蔡林金連 陳王真珠 鄭陳淑清 

115－林韻姿 

100－梁小姐 李家芯 郭先生 莊先生 蔣先生 涂小姐 黃立堯 吳佳偉 吳逸豐 文懿婕 

許玉嬋 陳韋溢 林根蓮 邵宗隆 陳  春 

200－無名氏(發票) 

8,800－國稅局捐贈發票 

73,000－momo 購物台  

三︾清寒邊緣老人照護服務基金  共$228,878 
10,000－陳秀鳳 陳  遜 

5,000－鄧茂松 李淑珍 蔡琇羽 溫瑞婷 曾逸晉 巫郁國 周敦鍠 劉陳嫦娥 王謝金英      



3,000－顏健文 林亞萱 牟美智 柯美如 羅翠玊 趙雅琴 林佳葦  Rowland Heights       

2,500－王姿蓉 

2,000－仲雅竹 詹馥慧 莊劉錦 莊子家 蔣艾琪 屠慧珍 臻藏坊 趙沛然 徐  帆 吳伊恂 

紀玉鳳 榮沛文 邱怡文 蔡憲明 

1,500－駱欣梅 阮  盟 阮  勻  

1,000－王丹綺 王敏姿 王琮勝 伍宣蓉 吳宛真 沈方茹 林琬馨 邵  馨 邱伊文 金佳蓉 

姜曉芬 孫  誠 徐愛莉 張心華 張文銘 張惠珍 張順閔 張綺瑩 莊宛妮 許珮琳 

許智堯 許詩宜 郭美滿 郭麗美 陳文祥 陳有豐 陳宏志 陳岡佑 陳明志 陳致樺 

陳鈞棓 陳祴尹 無名氏 黃仲良 黃竹嫆 黃玟綾 黃冠欽 楊  蕙 黃曉萍 趙雲霞 

劉松婷 劉榮仁 劉榮蓮 潘秀琴 蔡秀玉 鄭進當 謝存益 謝萍華 羅今宏 蘇千惠 

蘇育葶 王兆民 張婷雅 蔡光雄 彭范甜妹 王善心人士 蔡善心人士 光網實業有限

公司 創意新視覺企業社 

700－黃品銜 

600－楊育榛 林蔡恨 李怡和 孫昌華 吳佳蓉 姚立倫闔家 偉能有限公司 

500－李曾好 李照娥 洪德行 梁永定 梁永達 方田松 王心怡 王振強 王愷琳 石惠宇 

吳明峰 吳彥霖 宋靜瑢 李金葉 李宥潔 李麗玲 卓美儀 林月卿 林明傳 林淑玲 

林榆婕 邱雯悅 施玉修 范 勻 徐  玉 徐梅菁 高淑貞 張庭軒 張紜紜 連慧媛 

陳君萍 陳泳蓁 陳盈君 陳淑珠 陳煜婷 黃人傑 黃于倩 黃文茹 劉杰翰 蔡馨嫺 

鄭茜文 鍾漢卿 莊志華 王梁玉枝 謝善心人士 弘聖國際有限公司  

400－林詠智 王雅慧 林小佳 陳樹文   

300－尤苡蓁 王如玉 王進國 王頌舜 朱仁鐘 吳旻娟 呂雅倫 李盈慧 林惠婷 邱  波 

秦佩妮 許禎汝 曾怡璇 游雯茹 黃如璽 楊宜蓁 楊曜彰 廖錦呈 戴秋玲 譚宇伶 

龔哲白 戴善心人士 丞賀企業公司 

250－陳畇帆 

200－李志宏 李宥萱 孟劭祺 林承岳 林莊巡 邱雪芬 翁雅倫 張福財 郭柏廷 郭惠蘭 

陳韋均 陳婕妤 陳富平 曾婉婷 游富登 黃國書 楊雪美 萬潔之 劉于瑄 盧麗如 

顏錦裕 鄭雲鳳 鄭宇珊 鄭雲燕 鄭陳淑清 戴善心人士 meygo  

168－林慈敏          150－蕭易騰 曹景章 曹陳阿春      110－陳仁煌 

100－王于庭 王湘傑 向筠菡 吳佩柔 吳皓蘋 吳增昀 呂姣慧 李佩如 李青蓉 沈婉琤 

林家任 邱淑惠 洪宜君 紀惠雯 徐瑛禪 張全綾 張伯瑋 張金蓮 張書萍 郭佩芸 

郭蓬松 陳文琪 陳依寧 傅玉秋 曾寶雅 無名氏 黃彥凱 楊民玉 葉律均 劉曉羲 

羅筱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