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芳名錄  
102年 6月 1日~102年 7月 31日  
濟興慈善會  
一︾常年會費   共$42,400 

2,400－甘海清 

1,200－李孟庭 李宜軒 賴樹人 蔡秋曉 林茂妹 林溫美 林春榮 林印發 邱月玲 陳文山 

曾寶春 林東生 莊素貞 林金松 黃松榮 林水來 呂淑貞 蘇玄宗 梁長青 洪誌隆 

林秀玉 莊勝劭 莊文琪 楊清芬 陳錦菊 林文雄 蔡春香 李茂山 許陳耀惠 林蘇金妙

劉曾玉仔 蔡曾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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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00 

40,000－許慶章                15,000－朱玩泰 

8,000－張振成 許連祥 林印發 陳明福 邱水林 莊勝劭 

三︾捐贈收入   共$1,009 

1,000－方瑞香      9－無名氏 

 

濟興基金會  
102年 6月 1日~102年 8月 15日  
一︾捐贈收入   共$2,482 

老人餐食  $2,482 
2,000－李明雄     482－邱韋傑 

二︾建園專款收入   共$247,104 
33,000－國稅局捐贈中獎發票     28,803－陳永賢         25,000－陳渂瑄 陳明心 

15,000－楊淋傑                 13,200－林以紳         11,407－陳秋淑          

3,200－許碧紋                  3,000－吳慧明 謝祥弘 黃舒堂 筌聖老家食品有限公司 

2,000－張凰娟 黃健治 呂原彰 劉黃素琴 

1,600－陳佩詠 程紋貞           1,500－林琴中 壽唯然    

1,000－曾素蘭 陳豪猛 陳珮婷 張淑婷 林佩蓉 陳依宸 歐陽珊 陳雅婷 張靜雯 郭歐玉雲 

凱程開發工程有限公司 

980－張維玲                   900－董敏慧 張瑞月 

600－莊展昌 林岱瑩 朱仁鐘 陳玥禔 王頌舜 林小姐 郭昭麟 郭昭宏 方淑貞 簡美枝 

郭泓毅 洪基鄉 簡  珮 王豪志 邱文平 邱吳金葉 張陳慶花 

520－吳小姐 

500－潘怡禎 潘咨宏 方彥丹 方韻筑 王汝汶 王福祥 江銘鴻 吳錦雉 李滿幸 林育哲 

林招治 林長目 林靜芬 邱志斌 邱  波 夏忠平 馬永嵩 張峰嚴 張耀文 莊月里 

許逸嫻 陳明湖 黃陳巧 楊玲娜 董湘雲 廖怡玲 蔡東翰 鄧雲添 謝芳伶 蘇雅雯 

許可琪 鄭雅茹 朱淑杏 蘇倩玉 葉芯妤 何佳純 張菊娟 張玲玲 曾瑞凱 鄭茜文 

曾善心人士 汐止中正市場土地公廟 哇寶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325－鄭雲鳳 鄭宇珊 鄭雲燕 鄭陳淑清 

300－蕭晴璘 蕭晴鎡 謝邵玲 蔡青松 林麗真 陳寶春 郭明通 郭金全 郭明豪 郭吉利 

     洪秋玉 王豪志 李俊杰 吳孟璇 郭力瑛 郭力瑗 許純慈 葉姿妤 杜昱騏 陳王真珠 

208－黃立端 陸燕青 黃一恆 

200－張振成 莊江地 曾淑貞 李雅惠 楊明昌 林鳳頡 吳秋月 張秀定 陳富平 吳伍男 



 王小姐 陳冠宏 陳淑姬 蘇郁閔 洪子平 柯宇謙 李宥君 陳仁煌 林家弘 林宜儒 

劉惠雯 瓊  玉 許鈺君 劉世煌 

150－王美蘭 陳冠群        120－郭吉祥 

141－泰菱有限公司         115－林韻姿 

100－柴建民 黃榮彬 吳春婷 吳小姐 曾先生 郭姿怡 王先生 謝彥霖 鄭煜展 莊小姐 

葉小姐 陳祖偉 郭小姐 潘麗環 蔡淑雅 余昭儒 余欣怡 李柔霈 黃鎂喻 黃怡真 

彭佳儀 劉俊賢 朱陳梟 黃信淵 沈立威 陳乃維 張景倫 蔡秉諺 李青蓉 林宗玄 

許純慈 奧索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順豐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yenn 

294－無名氏(發票) 

3,200－靖海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發票) 

三︾護老之友  $77,000 
20,000－普圓慈善會                  5,000－高雄市佛光腎臟關懷協會 

3,500－新北市老人運動福利協會 桃園縣社會福利協會 

2,000－李錦澤 王秋玲 鄭勝文 廖建瑋 薛鈺蓁 邱紀分 王景弘 黃仲毅 謝金英 胡敏雄 

       曾英月 黃靖紋 潘玫如 吳振國 黃聖忠 張機福 高美麗 張義敏 齊祥中醫診所 

1,500－黃龍生                      1,000－無名氏 

600－王雄洲 范彩芸                 500－黃  滿 

400－楊杏堂 沈淑娟 楊欣諭 楊佳諭 楊茜諭 陸敬蘭 

200－林美華 林李秀貴 

四︾�濟興護老  有您真好�系列活動  $5,191,415 
201,000－邱侯烏絨            200,000－河邊餐飲集團 濟興慈善會  140,000－許連祥 

135,000－江瑞雲              125,000－林俊宏 

100,000－陳文昱 陳文風 陳麗蓉 張德賢 邱茂祥 東億企業行 華盛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82,500－張月雲               75,000－昇曄營造有限公司     65,000－高江月桂 

60,000－高肇勳 翔富土木包工業  
50,000－蘇成達 蔡麗美 陳建維 高再福 黃月櫻 羅清美 莊伯欽 陳新全 陳冠維 周村來 

高屏通運有限公司 高雄市泰山慈善會 南傑實業(股)公司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

司 中華民國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 

30,000－呂國柱 蔡國彬 張來川 羅銘鴻 潘孝銳 許慶章 羅啟和 林詠盛 王玉桂 永成企業

行 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 台灣三菱商事(股)公司 

25,000－張光耀 張憲仁 韓秀英 張熊秋月 玖建室內裝修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合德慈善會 

23,500－許春保 

20,000－陳惠玲 許坋妃 伍啟維 董振淵 林三郎 劉明潭 劉曾玉仔 高雄市街友關懷協會 高

雄市慈賢慈善會會長林秀珠 高雄市燕之巢扶輪社 

19,500－李振商               18,000－高雄市愛之船慈善會 

15,000－劉美妤 黃俊發 潘玉華 高桓懋 林印發 王沅沂 莊美忍 邱水林 楊春長 王彩鑾 

陳樹木 朱玩泰 曾燈福 上美工程有限公司 勁光興業有限公司 科亮企業有限公司 

良香食品有限公司 泰成水電行 聖母慈善會 捷運警友辦事處黃俊豪主任 高雄市晨

曦慈善會 高雄市大港保安宮 高雄市福樂慈善會 高雄市慈德親幼協會 高雄市音樂

養生慈善公益協會 高雄市積德慈善會 高雄市亞鐳慈善會 國威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

限公司 善士慈仁會 富億電機企業社 高雄市社福慈善團體聯合會 順益聯合會計事

務所 高雄市北區獅子會 高雄市鳳林觀音慈愛會 崇茂企業行 辛達(股)公司 益和興

企業有限公司 順泰發實業(股)公司 立禾機電有限公司 高雄市陽光婦女協會 

12,000－陳麗珠 



10,000－謝在萬 呂秀花 謝雯欽 謝媛如 謝志良 洪嘉億 葉英鏘 吳依庭 黃妍菱 陳高英 

羅耀章 鄭照男 釋會謹 簡彬原 翁鳳美 陳民宏 劉世鐘 周清和 許釗涓 李維強 

林淑如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正信會計師事務所 齊祥中醫診所 彌興精密工

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益成紙業有限公司 

9,000－陳醫師 吉隆鋼鐵有限公司 石安水泥製品實業(股)公司 

8,000－張仁輪  

7,500－范珍華 董建華 櫻花通商有限公司 采瓷建材實業有限公司 肯一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7,000－余文仁 黃春菊                6,500－方崇秀 

6,000－黃瓊瑩 許月桃 賴朝卿 蔡靜彰 江朵玉 莊雅雯 李淑芬 張哲銘 許陳宿霞 晉豪工

程行 

5,800－蔡子薪                 5,200－張倍榮           5,100－陳王美雲 

5,000－黃淑容 陳俐安 劉錦鴻 藍健台 林淑華 吳國正 徐東海 蔡芳明 徐鄭鳳美 中都園

藝行 高雄市春陽協會 高雄市同心慈善會 惠德慈善會 台灣東芝國際採購(股)公司 

高雄市愛心手足慈善會 黛安娜文理補習班 高雄市天心慈善會 

4,500－陳世貞 智惠(股)公司     4,000－簡天拱            

3,900－林建成                 3,500－莊月光                  

3,000－王如虹 蕭數娥 李雪梅 施偉民 黃麗琴 蔣文興 黃啟明 廖麗華 戴澄洲 黃松榮 

呂淑貞 吳宏烈 李炳城 陳丁財 陳重榮 簡宏仲 黃麗花 留靜鴻 劉于宏 邱榮喜 

沈洪泮 許擇良 程雯霞 施長青 李冠瑩 王詠辰 丁婷婷 曾連和 莊勝劭 黃春田 

許舒嵐 黃榮全 呂春明 李秋瑛 李志成 李明男 顏淑惠 李久子 張碧銀 潘進派 

楊素美 張陳寶娥 林李秀貴 坤展貿易(股)公司 鑫本企業(股)公司 超群混凝土工業

(股)公司 紘宥工程有限公司 理捷工程有限公司 興旺工程有限公司 匠科技有限公

司 鑫德工程行 高雄市小港區婦女會 振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500－陳韻雅 洪玉秀 

2,000－陳菁徽 邱秀枝 陳文輝 武  琪 王秀如 陳麗梅 黃瑞榮 黃德珉 黃素連 李宗訓 

郭木蘭 林合妹 陳玉娟 陳珀君 顏明鋒 蔡旻晃 邱秋華 鄭源滔 林太平 田耕瑋 

周偉堂 黃常榮 林良吉 謝秀蘭 林光榮 張義興 歐  美 蕭進發 張家楹 蔡弼丞 

邱玲宜 陳林素真 高雄市明道慈濟會 中華民國基督教會錫安宣教協會 澄清眼科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1,800－楊清芬                1,715－何四川 

1,500－林琴中 陳秀菊 鄭淑禎 黃如幸 蕭正男 董美雪 謝阿淑 陳翠瓊 陳錦雀 吳阿麗 

蘇秀碧 李綉勤 余子琛 鄭鳳嬌 洪玉碖 張  芬 翁錫銘 李瑞聰 楊忠民 陸敬蘭 

許盧甘 張麗虹 董敏慧 吳其龍 劉純光 林足英 張仰延 楊延昌 曹正賢 黃崑生 

曾素月 董秀櫻 鄭正男 黃秀雲 陳玉梅 華孟達 莊月鳳 許世昌 許浩銘 沈淑娟 

楊杏堂 侯端端 張壽海 蔡蓮花 鍾金蓉 馬榮梨 朱雪峰 莊惠芳 王惠珍 廖淑靜 

林秀鳳 汪緯斌 林來達 鄭德中 陳清美 陳秀清 郭美妙 周閏芳 黃振嘉 孫瀅瀅 

林綉梅 黃進能 孫麗雪 黃介穗 陳蘊雯 陳慶福 蔡金祝 陳正庭 梁水龍 郭盈麟 

張淑媛 曾寶美 黃丁福 林永利 林月琴 吳慧貞 龔秋蓮 丘海梅 吳美瑾 康立臻 

洪巧娟 廖瓊瑛 陳富美 李姬靜 莊于惠 朱英鸞 蔡聲薇 孫任助 蕭菊英 李益燕 

楊憶萱 王智民 林清金 陳春梅 林春榮 陳豪猛 陳宥築 陳貞宜 黃靖雅 黃素美 

黃寶雲 張滿玉 蕭麗娟 黃健治 馮宜蓁 劉育倩 王倍惠 曾桂美 林玉英 陳素雲 

蔡惠香 黃阿蘭 周何靜 劉金男 無名氏 楊玉華 李尚明 張永怡 翁清泉 王淑雲 

陳佳宏 沈方瑞香 李張月娥 鄭陳秋月 楊李清草 登鉅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政府工

務局 高雄市服務與學習發展協會 居邇企業有限公司 銀麥企業有限公司 億旺企業



行 聯安建材有限公司 信賢工程行 輝鴻工程行 吉鷹企業有限公司 千益玻璃有限公

司 泰安事務機器有限公司 

1,300－林福義         1,200－蔡陳翠瓊                

1,000－洪小雯 洪偉翔 王惠珍 朱永泰 江淑美 江瑞芬 何芳華 吳昌順 吳秋絨 吳朝斌 

吳緞妹 李瑛珠 汪月翠 周暉哲 林木成 林麗凰 邱菁菁 邱雲陽 侯玉花 宣瑋華 

施沛妤 施凱馨 施皓棠 施 宋 柯翔翌 洪久代 胡晴倩 高美麗 張立宗 張益誠 

淑  心 莊道宗 莊道宗 莊錦佳 莊錦佩 許秀鑾 郭明福 陳玉柳 陳有豐 陳秀玉 

陳則誠 陳素珍 陳淑珍 陳寶娟 無名氏 黃宏輝 黃秀梅 黃怡菁 黃阿枝 黃俊信 

黃路安 楊輝山 董  萍 董順河 劉佶名 劉勇成 劉萬民 蔡宜靜 蔡梅桂 賴小燕 

戴家禎 簡嘉宏 蘇孟雯 黃瓊瑩 于桂蘭 楊淑雅 李淑妹 曾期正 王邱阿菊 王許節燕 

余林秀麗 李林雪紅 郭黃金菊 陳劉桂花 黃邱和枝 黃陳素珠 永擎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 

800－鄭雪娟 劉麗珍 林定雄             750－黃  用 王  約 

500－鍾阿珠 蔡坤利 陳  春 林炯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