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芳名錄  
102 年 10 月 16 日~102 年 12 月 31 日  
濟興慈善會  
一、常年會費   共$90,100 

4,000－黃茂雄              2,400－吳寶銓 

2,000－邱崇成 陳素月 陳文輝 葉金盆 施  明 王智民 王文生 胡明約 邱鴻霖 邱靖雯 

吳月英 林寶全 魏紀璿 廖清平 

1,200－王玉桂 郭麗香 李尚明 盧意存 黃仁懌 吳憶琪 陳松淵 林怡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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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汪駿 林平和 徐瑋廷 

許進益 王永生 柯慶祥 呂芳印 廖勝雄 盧思縈 董振淵 陳錦雀 李隆道 吳阿麗 

謝阿淑 唐張水菊 陳蔡翠瓊 上進廣告社 

600－許陳宿霞 

300－王彩鑾 黃文清 楊慶仁 楊翔宇 楊巧姿 楊巧茹 楊林秋桂 

200－吳碧珠 

二、捐贈收入   共$22,920 

20,000－劉明潭              800－董振淵          500－許韓湘 呂佳紋 董婉瑩 

320－陸敬蘭              200－王英圭          100－無名氏             

三、活動贊助收入  共$40,000  

    會員大會紀念品 

    30,000－邱茂祥            10,000－許慶章 

四、行政贊助收入   共$47,000 

15,000－李尚明      8,000－王智民 王文生 胡明約 黃茂雄 

 
濟興基金會  
102 年 10 月 16 日~102 年 12 月 31 日  
一、捐贈收入   共$1,000  

老人餐食 

1,000－許連祥 

二、建園專款收入   共$925,760 
60,000－劉明潭          42,500－林永福          40,000－趙雅琴 

38,200－高雄市鳳林觀音慈愛會                   30,000－再好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21,025－無名氏          15,258－陳永賢          10,800－陳甲上           

10,528－凱達格蘭學校第 13 期國家領導與發展策略班   

10,000－林志鴻 黃國良 葉素貞 宋堃誠 邵錦蓮 王兆璋 楊淋傑 中都園藝行 棗子樹小吃店 

慈暉社會福利基金會 中國國民黨身心障礙者保護基金會 

9,100－明泰路面機械有限公司           9,0 00－羅榮華         7,000－賴詹傑 

8,500－丁友淞 丁珮心 丁云惠 丁  圭 林英枝 

6,000－邱蕭金妹 嚴選名模有限公司 台灣區瀝青工業同業公會           

5,000－曾燈福 柳雪琳 徐國忠 蘇成達 王雀樺 李芹英 李美英 張仁輪 張簡文金 盟松企

業有限公司 台灣東芝國際採購(股)公司  Kueifu Lai 

4,000－陳家瑩 黃春田 高興藥行 吳善心人士          3,800－靖海加油站(股)公司 

3,000－陳麗珠 陳文里 莊家榮 黃健治 張凰娟 張乃元  2,686－濟興長青學苑瑜珈班 



2,500－易言瀚 張峰嚴 張耀文 傅仰德 展良企業有限公司      2,100－林進淳 

2,000－何清榮 余  辦 何岱耿 余秋萱 何柏毅 陳奕睿 沈泊宜 江青峰 陳姿穎 邱瑞德 

洪貴容 高林蔥 李宗訓 許月桃 羅瑤樂 黃德珉 高寶玲 蕭  穎 蔡佩妗 蔡奇霖 

孫麗秋 張月雲 謝祥弘 黃瓊瑩 張莊春銀 楊許牡丹 昇曄營造有限公司 

1,800－陳善心人士       1,700－張子泓 張鈺明    1,688－林慈敏 

1,600－林以紳           1,500－許春保 蘇榮蓮 洪小雯 洪偉翔 

1,350－陳政隆           1,240－何四川           1,200－永吉上品香 

1,050－濟興長青學苑經絡班                     

1,000－陳寶娟 謝進和 許連祥 葉俊麟 楊琬雯 溫宏康 陳志銘 許珮琳 郭淑惠 蕭麗雯 

黃  滿 陳有豐 蘇孟雯 蕭數娥 曾士原 蔡佩君 陳木林 李加仲 劉勇成 黃柔榕 

陳巡寶 黃俊誌 林政良 曾期正 簡嘉宏 林琴中 陳珮婷 壽唯然 曾瑞凱 紀政孝 

李高姮娥 李城雪花 溫楊淑慧 楊陳寶治 許善心人士 高雄市柯蔡宗親會 智邦數位

多媒體有限公司 哇寶國際資訊(股)公司 

900－王  瑾             800－王佑民             700－莊宛妮         

600－朱仁鐘 李  福 林岱瑩 王頌舜 董敏慧 張瑞月 李枝係 李柔霈 李彥佑 李彥誼 

簡  珮 洪小姐 林黃牡丹 溪州代天府 

537－李昆鴻             515－蔡宛真        508－棗子樹蔬食餐飲善心人士 

500－小松樹 湯司菁 許可琪 李敏村 李佾璇 李滿幸 邱  波 林本源 林嘉昶 徐 丞 

謝雅妍 邱  琪 蕭言劭 朱薇潔 許文豪 呂金瑄 陳楷東 曾潘桂枝 郭善心人士 

400－楊杏堂 沈淑娟 楊欣諭 楊佳諭 楊茜諭 洪碁鄉 陳玥禔 蘇郁閔 王靖媚 邱文平 

黃俊舉 施  惠 邱吳春葉 張善心人士 

350－楊淑雅 

300－洪秋玉 江倚菁 劉欣豪 釋傳賢 蘇家興 郭琇玉 林振德 翡凱毅 盧俊安 查孝芸 

張秀定 林芯羽 郭姿怡 林善心人士 

250－鄭雲鳳 鄭宇珊 鄭雲燕 鄭陳淑清              205－黃立端 

200－林麗貞 陳寶春 郭明通 郭金全 郭明豪 郭吉利 郭昭麟 郭昭宏 方淑貞 簡美枝 

郭泓毅 吳秋月 張振成 黃蒼松 林幸豪 林秋卉 劉世煌 吳士宏 陳梅鶯 柯宇謙 

余欣怡 洪子平 陳富平 張鐀方 洪以安 余昭儒 林婷婷 黃斯宜 黃怡真 鄭劉遠 

余先生 吳士宏 蔡林金連 陳王真珠 楊善心人士 順風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195－陳仁煌           180－華仔的店善心人士             168－億客堂超市         

160－泰菱有限公司     150－林福文地政士事務所           125－柴建民 

100－王士奇 盧弘展 陳乃維 林澐銘 林小姐 林宗玄 林根蓮 林信廷 王智民 劉洽民 

張億安 莊先生 安玟龍 詹小姐 莊孟勳 趙先生 鄭小姐 李宛諭 謝依儒 羅茂松 

謝彥霖 徐淑婷 高嘉琪 徐輝明 葉立群 蔡善心人士 王善心人士 謝善心人士 許善心

人士 涂善心人士 花善心人士 吳善心人士 沈善心人士 黃善心人士 廖善心人士 宏

達國際(股)公司 豐盈本草生技(股)公司 YENN  

三、護老之友 $16,000 

5,000－台灣省私立 天一圓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3,000－林良吉 

2,000－王衍翔 張義敏 齊祥中醫診所 

400－林美華 陸敬蘭 王雄洲 范彩芸 林李秀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