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芳名錄  
102年 8月 1日~102年 10月 15日  
濟興慈善會  
一︾常年會費   共$44,600 

3,600－劉協銘 

1,200－曾燈福 曾瓊輝 周沛蓁 陳勇志 陳德霖 許淑濱 謝佩宜 陳永賢 翁碧霞 邱水藤 

曾秀珠 張永怡 王淑雲 陳佳宏 邱茂祥 陳明來 莊坤川 楊士輝 陳澤文 李豪富 

陳美雲 吳明鶯 張耿銘 林太平 邱水林 陳正國 曾期正 陳建維 陳建雄 林鄭美金 

1,000－林來源 

700－吳依庭 李宜琦 李益宏 

300－吳碧珠 

200－林本源 王彩鑾 黃文清 楊慶仁 楊翔宇 楊巧姿 楊巧茹 楊林秋桂 

二︾捐贈收入   共$21,405 

10,000－戴麗雪             4,800－陳德霖        2,500－周沛蓁 陳勇志 

1,000－李尚霖              600－楊芯蘋            5－無名氏 

 

濟興基金會  
102年 8月 16日~102年 10月 15日  
一︾捐贈收入   共$500 

老人餐食  $500 
500－黃思嘉 

自強活動  $19,000 
10,000－許慶章     5,000－蘇育璋     4,000－陳清銓 

二︾建園專款收入   共$603,301 
200,000－李西田          60,000－高雄市愛樂協會          32,000－高雄東區扶輪社 

20,000－陳清銓 謝奇享   17,000－盧錦蓉                  15,000－蔡毓麟           

14,418－陳永賢          10,000－楊淋傑 曾逸軒 孫儷娟 五十嵐企業有限公司         

6,000－王文魁 陳建維 姜吳愛麗           

5,000－吳彥儀 蘇育正 許春保 中都園藝行 福建省生殖保健協會 

4,500－陳蕙薰           3,200－邱偉欽 

3,000－鄭儀華 鄭月裡 蘇紅花 鄭智文 釋會謹 黃春田 謝祥弘 高雄市街友關懷協會 高市

愛之船慈善會 

2,520－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 

2,000－張建雄 郭榮德 童馨怡 陳麗雲 張凰娟 黃健治 新長安船具五金行 巾富企業有限

公司 江東爸爸傢俱有限公司 

1,655－莊月鳳           1,500－歐素香 黃文昌          

1,200－陳淑姬 黃林足 朱  環 鄭吳阿雀      1,150－林錫欽      1,009－謝如平 

1,000－翁偉真 林秀美 洪小雯 洪偉翔 倫詠瑄 林如敏 鄭淑珠 土地公 黃鈞德 溫  惠 

莊淑惠 鄭淑禎 蕭數娥 林定雄 黃馹敏 鄭漢卿 陳思傑 段宜萱 陳柳蓉 陳依宸 

楊建榮 舒淑珍 黃瓊瑩 趙智帆 廖參村 吳慧明 楊奇周 吳瑞禮 謝昭仁 許梅玲 

張鈺明 張乃元 張子泓 張秀燕 林太平 蘇孟雯 陳有豐 洪韻翔 陳豪猛 陳珮婷 

林琴中 

800－沈雪梅 曾期正 



600－吳建明 張錦源 朱仁鐘 林本源 林岱瑩 曾俊堯 董敏慧 張瑞月 李枝係 李柔霈 

李彥佑 王靖媚 林黃牡丹  

570－謝佩宜 

500－程思婕 李素鈴 鄭靜美 莊志華 陳恩幼 吳懿修 陳鴻瑋 李滿幸 吳美佳 蕭耀文 

李城雪花 范善心人士 陳善心人士 

450－陳政隆 

400－楊杏堂 沈淑娟 楊欣諭 楊佳諭 楊茜諭 劉鴻槿 洪基鄉 邱文平 邱吳春葉 

國稅局捐贈中獎發票 

325－鄭雲鳳 鄭宇珊 鄭雲燕 鄭陳淑清 

300－王  瑾 王盟勳 石志恆 王頌舜 邱  波 林振德 胡敏雄 鄧善心人士 王善心人士 

吳保堂全家 

364－南傳鮮奶茶坊(西子灣店)善心人士 

200－林瑞渝 陳寶春 郭明通 郭金全 郭明豪 郭吉利 劉秀貞 吳秋月 張秀定 張振成 

蘇郁閔 洪子平 涂玟吟 羅敏玉 簡  珮 陳富平 楊淑雅 陳祖偉 許敏惠 黃育祥 

陳王真珠 蔡林金連 劉善心人士 李善心人士 

150－潘嘉慧         120－余宗泫 余昱澂 余鴻文 林月鳳 余承雲     115－林百男 

100－郭昭麟 郭昭宏 方淑貞 簡美枝 郭泓毅 王士奇 王淨彥 陳冠宏 陳韋均 陳元明 

吳嘉興 吳庭逸 韋嘉驊 孫定義 林志偉 黃小姐 吳宇婕 羅靜瑩 蔡小姐 洪銘助 

林月里 邱月魯 余欣怡 余昭儒 黃榮彬 許善心人士 賴善心人士 曾善心人士 

三︾護老之友  $44,800 
2,400－劉  用 劉世欽 劉韋男 劉柯愛珠        

2,000－許世昌 蕭秀雲 靳旭紝 朱內斌 余許愛 陳慶漳 宋季純 宋姿穎 楊碧玉 鄭志翔 

鄭定群 宋堃誠 楊安俐 張義敏 林良吉 齊祥中醫診所 

1,200－侯艷秋 

400－林美華 陸敬蘭 王雄洲 范彩芸 林李秀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