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捐贈內容 金額

張慧玲                       會員捐款 500

林佩萱                       會員捐款 200

晟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會員捐款 60,000

高雯稜                       會員捐款 1,800

來鼎電訊工程公司        會員捐款 5,000

李忠勝                  會員捐款 3,000

黃瑜美                  會員捐款 200

李彗禎                  會員捐款 200

李崇源                  會員捐款 200

黃世昌                       會員捐款 12,000

李漢斌                       會員捐款 200

許淑娥                       會員捐款 200

鄭朝章               會員捐款 12,000

高雯稜                       會員捐款 2,000

劉寶玉                       會員捐款 4,028

何坤錥                       會員捐款 200

蔡雅如                       會員捐款 200

羅淑惠                       會員捐款 400

羅翔蓮                       會員捐款 400

張豐棚                       非會員捐款 200

張心慧                       非會員捐款 10,000

黃月鳳                       非會員捐款 500

張王雪珠                     非會員捐款 1,500

李進源                       非會員捐款 600

林佩儀                       非會員捐款 200

周麗珠             非會員捐款 1,000

邵郁詠                   非會員捐款 200

邵郁雅                   非會員捐款 200

吳品嫻                   非會員捐款 200

李佳倩                  非會員捐款 200

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捐贈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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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玟潔                  非會員捐款 200

李黃月娥                非會員捐款 200

黃蔡色                  非會員捐款 200

張素貞                       非會員捐款 600

何賴娥                       非會員捐款 200

張天民                       非會員捐款 7,950

程瓊瑩                       非會員捐款 455

富達旅行社                   非會員捐款 1,000

蔡孟惠                       非會員捐款 500

李玟儜                       非會員捐款 200

李玟圻                       非會員捐款 200

李金來                       非會員捐款 200

李陳鉗                       非會員捐款 200

何賴娥                       非會員捐款 200

何書維                       非會員捐款 200

蔡承翰                       非會員捐款 200

羅藤發                       非會員捐款 400

陳娟娟                       非會員捐款 400

羅世明                       非會員捐款 400

楊愛芸                       非會員捐款 400

羅莞庭                       非會員捐款 400

羅紫媛                       非會員捐款 200

李漢斌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3,000

王惠珍           專案計劃收入-生活扶助 1,000

孫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李秀雲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68,000

邱栩蓉          專案計劃收入-喪葬補助 3,000

高海濱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20,000

張王雪珠                 專案計劃收入-物資發放 5,000

捐款收入金額合計 244,433

利息收入金額合計 314



姓名 捐贈內容 金額

黃世昌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張王雪珠 會員/一般捐款 1,500

張慧玲 會員/一般捐款 500

李恩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槃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劉寶玉 會員/一般捐款 5,250

邵郁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邵郁雅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宗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博昀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信良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吳品嫻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林雪卿 會員/一般捐款 240,000

富達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蔡孟惠 會員/一般捐款 500

李漢斌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許淑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儜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圻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金來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陳鉗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賴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坤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雅如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書維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承翰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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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藤發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娟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淑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世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楊愛芸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翔蓮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莞庭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紫媛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來鼎電訊工程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5,000

李忠勝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黃瑜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彗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崇源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佳倩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潔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黃蔡色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黃月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曹媛湘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李進源 會員/一般捐款 600

林佩萱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林佩儀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黃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16,800

林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2,400

黃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3,000

張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4,800

侯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藍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林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洪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洪先生.洪先生.洪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吳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林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60,000

彭維政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2,000

蔡素嬌 專案計劃收入-餐費補助 3,000

捐款收入金額合計 430,750

利息收入金額合計 527

發票收入金額合計 18897



姓名 捐贈內容 金額

江俊嶙 會員/一般捐款 240,000

劉碧山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林政耀 會員/一般捐款 1,600

李飄玲 會員/一般捐款 1,600

林佩萱 會員/一般捐款 1,800

林佩儀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進源 會員/一般捐款 600

林秉羿 會員/一般捐款 2,400

林戎彥 會員/一般捐款 2,400

羅世明.楊愛芸.羅莞庭.羅紫媛 會員/一般捐款 6,000

邵郁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邵郁雅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黃 蓁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邱沛茵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彭維政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王惠珍 會員/一般捐款 500

陳宜琳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張舒涵 會員/一般捐款 100

張家嘒 會員/一般捐款 100

李素霞 會員/一般捐款 100

張賢宗 會員/一般捐款 100

張劉秀鑾 會員/一般捐款 100

許明絜 會員/一般捐款 240,000

唐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10,000

陳文敬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陳昱全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陳星達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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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雄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許明絜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陳宇來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陳李敏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許正義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游阿素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來鼎電訊工程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5,000

李忠勝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黃瑜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彗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崇源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佳倩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潔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黃月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黃蔡色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趙泰山 會員/一般捐款 6,000

黃麵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李飄玲 會員/一般捐款 240,000

羅盛民 會員/一般捐款 500

何賴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坤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雅如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書維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承翰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藤發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娟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淑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翔蓮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富達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蔡孟惠 會員/一般捐款 500

李漢斌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許淑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儜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圻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金來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陳鉗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佳真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王楷絲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黃國誌 會員/一般捐款 300

黃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9,600

張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4,800

江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60,000

郭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劉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72,000

高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許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60,000

黃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沈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李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60,000

李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王婷偉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500

白碧蓮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500

何沛諼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500

侯存真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500

李恆宇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500

杜喆宇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500

范玉珍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2,000

傅虹雯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1,000

黃信凱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10,000

駱湘嫻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10,000

駱品升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1,200



捐款收入金額合計 1,154,500

利息收入金額合計 841



姓名 捐贈內容 金額

陳建樺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李進源 會員/一般捐款 600

林佩萱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林佩儀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劉祐昇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劉祐豪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黃世昌 會員/一般捐款 600

張雅婷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吳品嫻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萬怡伶  會員/一般捐款 20,000

謝承濂 會員/一般捐款 50,000

藍玉梅 會員/一般捐款 500

藍玉真 會員/一般捐款 500

張王雪珠 會員/一般捐款 1,500

張慧玲 會員/一般捐款 500

鍾清安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邵郁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邵郁雅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蕭耀文 會員/一般捐款 500

陳浩熊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魏莉蓉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王楷絲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富達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蔡孟惠 會員/一般捐款 500

李漢斌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許淑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儜                       會員/一般捐款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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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玟圻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金來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陳鉗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賴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坤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雅如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書維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承翰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藤發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娟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淑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翔蓮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恩 會員/一般捐款 400

李槃 會員/一般捐款 400

李悟   會員/一般捐款 400

林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2,400

黃女士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3,000

洪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2,400

黃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26,400

沈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劉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48,000

劉女士 專案計劃收入-喪葬補助 7,000

劉女士    專案計劃收入-喪葬補助 7,000

黃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喪葬補助 21,500

捐款收入金額合計 219,500

利息收入金額合計 684

發票收入金額合計 16490



姓名 捐贈內容 金額

汪銀滿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陳秀惠 會員/一般捐款 2,500

張王雪珠 會員/一般捐款 1,500

張慧玲 會員/一般捐款 500

翁建銘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王惠珍 會員/一般捐款 1,500

來鼎電訊工程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10,000

李忠勝 會員/一般捐款 6,000

黃瑜美 會員/一般捐款 400

李彗禎 會員/一般捐款 400

李崇源 會員/一般捐款 400

李佳倩 會員/一般捐款 400

李玟潔 會員/一般捐款 400

李黃月娥 會員/一般捐款 400

黃蔡色 會員/一般捐款 400

彭維政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鄭勝介 會員/一般捐款 500

鄭喬文 會員/一般捐款 500

陳阿銀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佐藤勝義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林芳嬋 會員/一般捐款 500

張宏榮 會員/一般捐款 3,600

邵郁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邵郁雅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吳品嫻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游碧霞 會員/一般捐款 600

鐘小姐 會員/一般捐款 500

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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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堂 會員/一般捐款 10,000

中華淨因眾生關懷協會 會員/一般捐款 20,000

林佩萱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林佩儀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進源 會員/一般捐款 600

藍玉梅 會員/一般捐款 500

藍玉真 會員/一般捐款 500

王楷絲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高雯稜 會員/一般捐款 3,400

富達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蔡孟惠 會員/一般捐款 500

李漢斌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許淑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儜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圻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金來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陳鉗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賴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坤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雅如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書維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承翰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藤發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娟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淑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翔蓮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雅雯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洪禎瞰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2,400

黃世昌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26,400

劉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李女士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陳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汪女士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王惠珍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1,000

李明珠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1,000

石文雄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1,000

黃世昌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1,600

捐款收入金額合計 163,900

利息收入金額合計 684



姓名 捐贈內容 金額

張王雪珠  會員/一般捐款 1,500

張慧玲 會員/一般捐款 500

李進源 會員/一般捐款 600

林佩萱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林佩儀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恩 會員/一般捐款 100

李槃 會員/一般捐款 100

李悟 會員/一般捐款 100

鄭勝介 會員/一般捐款 500

邵郁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邵郁雅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來鼎電訊工程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5,000

李忠勝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黃瑜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彗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崇源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佳倩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潔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黃月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黃蔡色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翔蓮 會員/一般捐款 2,200

劉寶玉 會員/一般捐款 7,210

高海濱 會員/一般捐款 4,000

吳品嫻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賴靜宜 會員/一般捐款 100

賴張美珠 會員/一般捐款 100

鄭勝介 會員/一般捐款 500

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捐贈明細

中華民國102年06月01日至102年06月30日



劉子瑩 會員/一般捐款 20,000

黃國誌 會員/一般捐款 500

富達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蔡孟惠 會員/一般捐款 500

李漢斌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許淑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儜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圻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金來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陳鉗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王楷絲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何賴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坤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雅如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書維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承翰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藤發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娟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淑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張慧玲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4,800

林永錦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2,400

黃秀筆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3,000

洪禎瞰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2,400

蔡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張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陳女士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黃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黃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李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李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侯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藍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廖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石文雄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1,000

李雅雯 專案計劃收入-生活扶助 1,000

捐款收入金額合計 190,310

利息收入金額合計 2369

其他收入金額合計 22691



姓名 捐贈內容 金額

張慧玲 會員/一般捐款 700

謝月嬌 會員/一般捐款 900

何信良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無名氏 會員/一般捐款 100

田正英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吳先生 會員/一般捐款 600

張秀美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劉政鴻 會員/一般捐款 10,000

鎮鑫企業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10,000

高宜蓁 會員/一般捐款 10,000

鄭勝介 會員/一般捐款 500

周麗珠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和盛汽車商行 會員/一般捐款 2,417

邵郁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邵郁雅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吳蕙如 會員/一般捐款 400

劉小姐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李進源 會員/一般捐款 600

林佩萱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林佩儀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張建立 會員/一般捐款 4,301

來鼎電訊工程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5,000

李忠勝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黃瑜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彗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崇源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佳倩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潔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黃月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捐贈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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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蔡色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雅雯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賴秀娟 會員/一般捐款 100

張王雪珠 會員/一般捐款 1,500

石文雄 會員/一般捐款 1,100

楊月英 會員/一般捐款 5,000

王楷絲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吳家奎 會員/一般捐款 100

黃 蓁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邱沛茵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何賴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坤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雅如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書維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承翰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藤發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娟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淑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翔蓮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黃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陳女士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鄭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24,000

陳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王桂分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賴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石文雄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1,000

李明珠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1,000

劉曉親 專案計劃收入-生活扶助 1,200

張建立 專案計劃收入-生活扶助 手錶乙只

捐款收入金額合計 159,518

利息收入金額合計 841



姓名 捐贈內容 金額

陳明堂 會員/一般捐款 240,000

劉子瑩 會員/一般捐款 20,000

李進源 會員/一般捐款 600

林佩萱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林佩儀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張王雪珠 會員/一般捐款 1,500

張慧玲  會員/一般捐款 500

鄭勝介 會員/一般捐款 500

富達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蔡孟惠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李漢斌 會員/一般捐款 400

許淑娥                       會員/一般捐款 400

李玟儜                       會員/一般捐款 400

李玟圻                       會員/一般捐款 400

李金來                       會員/一般捐款 400

李陳鉗                       會員/一般捐款 400

石文雄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田正英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邵郁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邵郁雅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吳品嫻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來鼎電訊工程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5,000

李忠勝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黃瑜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彗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崇源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佳倩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捐贈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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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玟潔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黃月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黃蔡色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賴秀娟 會員/一般捐款 100

李佳樺 會員/一般捐款 5,000

李恩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槃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張素貞 會員/一般捐款 400

王楷絲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羅藤發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陳娟娟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羅淑惠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羅翔蓮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何賴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坤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雅如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書維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承翰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60,000

鄭先生.黃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36,000

陳女士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24,000

謝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張慧玲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4,800

林永錦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2,400

黃秀筆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3,000

黃世昌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30,000

洪禎瞰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28,800

黃瑜美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10,800

蔡家隆.陳春華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14,400

石文雄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1,000



蔡家隆.陳春華 專案計劃收入-生活扶助 5,600

捐款收入金額合計 527,800

利息收入金額合計 684

發票收入金額合計 13400



姓名 捐贈內容 金額

陳正憲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沈好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游東陽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素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游硯鈞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許明絜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龐豫銅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田正英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陳秀慎 會員/一般捐款 500

邵郁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邵郁雅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張王雪珠 會員/一般捐款 1,500

張慧玲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李進源 會員/一般捐款 600

林佩萱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林佩儀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郭宥婕  會員/一般捐款 240,000

晟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14,290 北區

高晟塑膠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11,490 北區

來鼎電訊工程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3,675 北區

佐藤勝義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陳阿銀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鄭勝介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高雯稜 會員/一般捐款 3,200

劉政鴻 會員/一般捐款 10,710

李漢森 會員/一般捐款 10,000

張宏榮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來鼎電訊工程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5,000

李忠勝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黃瑜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彗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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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崇源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佳倩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潔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黃月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黃蔡色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賴秀娟  會員/一般捐款 100

蕭耀文(菩提工程) 會員/一般捐款 500

王楷絲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何賴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坤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雅如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書維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承翰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藤發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娟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淑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翔蓮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富達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蔡孟惠 會員/一般捐款 500

李漢斌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許淑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儜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圻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金來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陳鉗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游采蓉 會員/一般捐款 300

陳女士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李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陳女士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黃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郭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60,000

陳明華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劉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劉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0

鄭先生.黃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劉大丘 專案計劃收入-喪葬補助 36,000

江秀華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1,000

劉子瑩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10,000

無名氏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30,200

劉大丘 專案計劃收入-生活扶助 44,000

余宗泫.余昱徵.余鴻文.林月鳳.余承霙 專案計劃收入-生活扶助 600

捐款收入金額合計 720,365

利息收入金額合計 815



姓名 捐贈內容 金額

劉寶玉 會員/一般捐款 6,418

劉子瑩 會員/一般捐款 20,000

石文雄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高雯稜 會員/一般捐款 3,200

張王雪珠 會員/一般捐款 1,500

張慧玲 會員/一般捐款 500

李進源 會員/一般捐款 600

林佩萱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林佩儀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恩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槃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張豐棚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張芸茜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正憲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沈好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游東陽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素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游硯鈞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邵郁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邵郁雅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田正英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王惠珍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黃雅資 會員/一般捐款 600

來鼎電訊工程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5,000

李忠勝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黃瑜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捐贈明細

中華民國102年10月01日至102年10月31日



李彗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崇源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佳倩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潔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黃月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黃蔡色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如遂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鄭勝介 會員/一般捐款 500

顏義雄 會員/一般捐款 4,000

林雪娥 會員/一般捐款 4,000

顏鴻宇 會員/一般捐款 4,000

王孝文 會員/一般捐款 4,000

顏君宇 會員/一般捐款 4,000

富達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蔡孟惠 會員/一般捐款 500

李漢斌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許淑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儜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圻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金來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陳鉗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游采蓉 會員/一般捐款 300

陳彥瑋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黃承隆 會員/一般捐款 1,200

解明田 會員/一般捐款 5,000

藍玉梅 會員/一般捐款 500

藍玉真 會員/一般捐款 500

陳秀慎 會員/一般捐款 500

王楷絲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何賴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坤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雅如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書維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承翰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藤發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娟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淑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翔蓮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女士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李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蘇建文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10,000

蘇崇恩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10,000

黃世昌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30,000

張慧玲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4,800

林永錦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2,400

黃秀筆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3,000

捐款收入金額合計 170,418

利息收入金額合計 684

發票收入金額合計 20527



姓名 捐贈內容 金額

張宏榮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陳正憲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沈好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游東陽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素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游硯鈞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藍玉梅 會員/一般捐款 500

藍玉真 會員/一般捐款 500

鄭勝介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李進源 會員/一般捐款 600

林佩萱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林佩儀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張王雪珠 會員/一般捐款 1,500

張慧玲 會員/一般捐款 500

邵郁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邵郁雅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田正英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錢英青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江正田 會員/一般捐款 1,600

葉明裕 會員/一般捐款 6,000

葉明華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藍慶應 會員/一般捐款 4,000

藍啟仁 會員/一般捐款 4,000

許萍萍(香港) 會員/一般捐款 20,000

陳國興.徐淑芳 會員/一般捐款 28,000

沈俊良 會員/一般捐款 600

富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蔡孟惠 會員/一般捐款 500

李漢斌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許淑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儜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圻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捐贈明細

中華民國102年11月01日至102年11月30日



李金來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陳鉗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游采蓉 會員/一般捐款 300

陳彥瑋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賴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坤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雅如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書維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承翰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藤發 會員/一般捐款 300

陳娟娟 會員/一般捐款 300

羅淑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翔蓮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宇來 會員/一般捐款 500

陳李敏 會員/一般捐款 500

許正義 會員/一般捐款 500

游阿素 會員/一般捐款 500

陳振雄 會員/一般捐款 500

許明絜 會員/一般捐款 500

陳文敬.陳昱全.陳星達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高文億 會員/一般捐款 5,000

來鼎電訊工程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5,000

李忠勝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黃瑜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彗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崇源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佳倩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潔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黃月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黃蔡色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唐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高雯稜 會員/一般捐款 1,600

李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黃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賴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劉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劉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黃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24,000

李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唐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郭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陳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吳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彭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黃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張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張女士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張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許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游女士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劉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陳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劉子瑩 專案計劃收入-義診捐助 10,000

陳茂雄 專案計劃收入-物資發放 10,000

蘇盈全.李千如.蘇昌偉.蘇昌揮 專案計劃收入-生活扶助 400

捐款收入金額合計 379,200

利息收入金額合計 684



姓名 捐贈內容 金額

石文雄 會員/一般捐款 2,000

張王雪珠 會員/一般捐款 1,500

張慧玲 會員/一般捐款 500

李進源 會員/一般捐款 600

林佩萱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林佩儀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王楷絲 會員/一般捐款 6,000

張素琴 會員/一般捐款 2,500

王惠珍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劉子瑩 會員/一般捐款 20,000

吳蕙如 會員/一般捐款 1,150

李恩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槃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高雯稜 會員/一般捐款 800

陳正憲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沈好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游東陽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素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游硯鈞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邵郁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邵郁雅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藍玉梅 會員/一般捐款 500

藍玉真 會員/一般捐款 500

張麗炫 會員/一般捐款 500

田正英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吳品嫻 會員/一般捐款 100

劉名哲 會員/一般捐款 100

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捐贈明細

中華民國102年12月01日至102年12月31日



劉名哲 會員/一般捐款 600

來鼎電訊工程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5,000

李忠勝 會員/一般捐款 3,000

黃瑜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彗禎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崇源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佳倩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潔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黃月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黃蔡色 會員/一般捐款 200

富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1,000

蔡孟惠 會員/一般捐款 500

李漢斌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許淑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儜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玟圻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金來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李陳鉗 會員/一般捐款 200

游采蓉 會員/一般捐款 300

陳彥瑋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賴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坤錥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雅如 會員/一般捐款 200

何書維 會員/一般捐款 200

蔡承翰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藤發 會員/一般捐款 200

陳娟娟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淑惠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羅翔蓮 會員/一般捐款 200

王美玉(歿) 會員/一般捐款 20,000

易承紙業有限公司 會員/一般捐款 41,850

王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鍾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侯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李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李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邵先生.黃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蔡家隆(歿)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彭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羅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李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蔡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余小姐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黃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賴先生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12,000

王美玉(歿) 專案計劃收入-施棺濟助 30,000

陳如隊 專案計劃收入-喪葬補助 1,000

張慧玲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4,800

黃世昌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30,000

黃秀筆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3,000

林永錦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2,400

高雯稜 專案計劃收入-兒 助養 2,400

黃世昌 專案計劃收入-物資發放 10,000

劉子瑩 專案計劃收入-物資發放 10,000

捐款收入金額合計 381,600

利息收入金額合計 1434

其他收入金額合計 2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