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興建衡山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衡山之家募得財務收入明細表
自民國104 年5   月 25   日起至民國 106  年05月24   日為止

日期 捐款人 捐款金額 收據編號

         簡○培                   

         簡○培                   

         倪○煌                   

         倪○煌                 

         善心人士                   

         林○                 

         李○興                 

         陳○昭                 

         劉○琴                 

         潘○全                    

         禧瑩來餐飲有限公司                    

         陳○岡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龔○莉                 

         柯○貞                 

         江○慧                 

         張○華                 

         林○嫆                 

         鋅貴電業行                 

         陳○華                 

         林○○勵                 

         賴○桓                   

         桂○慈                   

         弘渝企業有限公司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吳○濱                   

         黃○安                   

         環球美食有限公司  中華分公司                    

         許○波                    

         松賦精密研磨有限公司                    

         媚瑞絲國際有限公司                    

         簡○培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許○闊                 

         劉○誠                 

         劉○妏                 

         劉○和                 

         黃○蓉                 

         善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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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均                    

         吳○玲                   

         邱○華                    

         翁○如                    

         蔡○旻                   

         陳○霞                 

         王○利                   

         李○威                    

         滕○蓉                    

         滕○○萍                    

         翁○宏                   

         簡○培                   

         林○○杏                    

         白○尹                    

         楊○祐                   

         蕭○                   

         安賀不動產有限公司                    

         根聯工程有限公司                    

         根連工程有限公司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陳○絹                    

         王○良                 

         朱○洲                    

         劉○和                    

         黃○蓉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朱○洲                    

         劉○誠                    

         郭○吉                    

         劉○妏                    

         曾○桂                   

         高雄市私立大順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吳○南                    

         丁○捷                    

         張○茹                    

         林子涵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賴○廷                   

         何○俊                   

         賴○鳳                   

         李○嫺                    

         高○聰                    

         吳○芬                    

         陳○斐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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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芳                    

         錢○平                    

         黃○美                   

         林○                 

         李○興                 

         陳○昭                 

         劉○琴                 

         薛○益                    

         張○桂                    

         陳○屏                   

         善心人士                   

         胡○泉                    

         陳○伶                    

         蔡○儒                    

         胡○泉                    

         龔○莉                 

         柯○貞                 

         江○慧                 

         張○華                 

         林○嫆                 

         鋅貴電業行                 

         許○重                   

         陳○華                 

         林○○勵                 

         林○琴                 

         董○晴                   

         謝○湖                    

         精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岡                   

         鄭○方                    

         胡○文                    

         姜○妍                    

         蔡○瑋                    

         侯○彣                   

         善心人士 宏利湯圓美食                 

         呂○輝                    

         簡○珉                    

         邱○綺                   

         施○蘭                    

         延帥塗料有限公司                    

         梁○銣                    

         藝瓦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翁○宏                    

         劉○蘭                   

         劉○誠                 

         劉○妏                 

         劉○和                 

         黃○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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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濱                   

         黃○瑜                   

         陳○○霞                    

         台南市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                   

         繪群企業有限公司                   

         加成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丁○華                   

         李○容                   

         善心人士                   

         陳○秀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桂○慈                   

         恆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李○雪                    

         銳聚企業有限公司                     

         紀○卿                    

         施○棽                   

         盧○羽                   

         翁○如                    

         豐原中央獅子會祁興國                    

         蔡○旻                   

         善心人士                   

         洪○中                    

         陳○魁                    

         黃○茌                   

         黃○皓                   

         洪○中                    

         國盟股份有限公司                    

         樺文營造有限公司                    

         阿公店扶輪社                    

         高雄市大崗山獅子會                    

         呂○斌                    

         盛融企業有限公司                    

         樂安醫院                    

         恆懋五金加工廠有限公司                    

         邱○美                   

         簡○培                   

         井昌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鴻奇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松                   

         魏○明                   

         劉○華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廣亮慈善會                    

         張○池                   

         王○月                   

         王○良                 

         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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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玉                    

         施○○貞                    

         劉○敏                   

         劉○南                   

         阮○桃                    

         郭○山                    

         薛○峰                 

         謝○樺                    

         大成鋁門窗企業行                    

         黃○元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廣亮社會福利                    

         佳茂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善心人士                   

         林○                 

         李○興                 

         陳○昭                 

         王○淳                    

         胡○君                    

         劉○琴                 

         何○俊                   

         漢泰空調工程事業有限公司                    

         吉特實業有限公司                    

         林○梅                    

         侑昌工程行                    

         陳○岡                   

         蔡○森                    

         高雄市夢想成真協會                    

         簡○培                   

         善心人士                    

         龔○莉                 

         柯○貞                 

         許○東                 

         江○慧                 

         張○華                 

         林○嫆                 

         鋅貴電業行                 

         陳○華                 

         林○○勵                 

         葉○珠                 

         林○琴                 

         廟口八寶冬粉                   

         金辰國際金屬有限公司                   

         彰化縣親子關懷協會                    

         阿公店扶輪社                    

         山之泉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鄭○方                    

         友仁醫院                   

         楊○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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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文                    

         董○美                 

         鄭○裕                   

         王○婷                    

         長青會計師事務所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翁○威                   

         陳○宏                   

         黃○盛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黃○忠地政士事務所                    

         台中銀行竹山分行                    

         張○慈                   

         蔡○助                    

         竑宥有限公司                    

         張○福                   

         陳○璇                   

         劉○誠                 

         劉○妏                 

         劉○和                 

         黃○蓉                 

         善心人士                   

         陳○絹                    

         曾○曜                   

         陳○輝                   

         王○遠                   

         黃○蓉                    

         根連工程有限公司                    

         善心人士                   

         林○金                   

         馬○麗                   

         張○美                   

         朱○祥 吳○婷                   

         蘇○維                   

         楊○蓉                   

         鄭○彬 張○燕                   

         朱○芳 朱○玲                   

         朱○明                   

         吉隆坡道場                   

         朱○美                   

         豐裕防水建材有限公司                    

         蔡○安                    

         黃○菊                    

         高雄市啟禾扶輪社                    

         桂○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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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奇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濱                   

         如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賴○寬                   

         何○燦                   

         蔡○旻                   

         何○俊                   

         郭○蘭                    

         蔡○萍                   

         高雄市岡山獅子會                    

         李○                    

         盧○熙                   

         秉宸企業行暨全體消費群                 

         李○鴻                   

         陳○偉                   

         林○金                   

         張○能 林○鑾                   

         陳○聖                    

         譽藝工程有限公司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新上企業行暨全體消費群                   

         吳○仁                   

         楊○娟                   

         吳○南                   

         白○生                   

         梁○銣                   

         陳○專                   

         郭○城                   

         王○良                 

         簡○培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吳○如                    

         王○遠                   

         善心人士                 

         顏○進                 

         善心人士                   

         莊○媛                   

         台中市鳳凰救護大隊豐原分隊                   

         陳○琴                   

         陳○岡                   

         李○娥                   

         林○                 

         李○興                 

         陳○昭                 

         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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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輝                    

         劉○浩                   

         善心人士                   

         龔○莉                 

         柯○貞                 

         江○慧                 

         張○華                 

         林○嫆                 

         鋅貴電業行                 

         陳○華                 

         林○○勵                 

         林○琴                 

         白○基                   

         王○倫                   

         善心人士                   

         劉○誠                 

         劉○妏                 

         鄭○方                   

         劉○和                 

         黃○蓉                 

         簡○培                   

         翁○如                     

         吳○仁                   

         吳○濱                   

         簡○培                   

         盈寶實業有限公司                   

         善心人士                    

         曾○姬                   

         洪○胤                   

         陳○絹                    

         邱○紳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郭○倫                   

         廖○真                   

         善心人士                   

         羅○美                 

         陳○絹                   

         蔡○旻                   

         陳○霞                 

         王○利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歐○貞                   

         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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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心人士                   

         李○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何○霖                   

         善心人士                    

         顏○翰                 

         陳○岡                   

         善心人士                 

         林○                 

         李○興                 

         陳○昭                 

         劉○琴                 

         楊○娟                   

         龔○莉                 

         柯○貞                 

         江○慧                 

         張○華                 

         林○嫆                 

         鋅貴電業行                 

         陳○華                 

         林○○勵                 

         林○琴                 

         陳○琳                 

         林○珞                 

         張○哲                   

         簡○培                   

         鄭○方                   

         善心人士                   

         劉○誠                 

         劉○妏                 

         劉○和                 

         黃○蓉                 

         李○美                   

         鄭○文                   

                                  

         施○娥                   

         陳○炳                    

         善心人士                   

         蔡○旻                   

         劉○蕙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張○娟                 

         李○森                   

         張○仁                   

         善心人士                 

         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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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良                 

         賴○銍                 

         胡○杏                     

         胡○杏                     

         陳○霞                 

         王○利                   

         何○霖                   

         李○珠                     

         陳○岡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林○                 

         李○興                 

         陳○昭                 

         賴○傑                   

         龔○莉                 

         莊○豪                   

         張○清                   

         李○平                   

         柯○貞                 

         林○昌                   

         許○東                 

         陳○盛                   

         江○慧                 

         張○華                 

         林○嫆                 

         劉○子                   

         鋅貴電業行                 

         陳○華                 

         林○○勵                 

         葉○珠                 

         劉○琴                 

         林○琴                 

         陳○琳                 

         林○珞                 

         顏○翰                 

         陳○哲                    

         孫○鏡                   

         劉○誠                 

         劉○妏                 

         鄭○方                   

         國盟股份有限公司                   

         劉○和                 

         黃○蓉                 

         陳○春                   

         簡○培                   

         白○基                   

         陳○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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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旻                   

         簡○培                   

         王○良                 

         賴○銍                 

         何○霖                   

         陳○岡                   

         善心人士                   

         周○娥                   

         林○                 

         陳○昭                 

         劉○琴                 

         龔○莉                 

         柯○貞                 

         江○慧                 

         張○華                 

         林○嫆                 

         鋅貴電業行                 

         陳○華                 

         林○○勵                 

         林○琴                 

         陳○琳                 

         林○珞                 

         簡○培                   

         善心人士                 

         李○興                 

         秉宸企業行暨全體消費群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陳○屏                   

         善心人士                 

         張○宏                    

         簡○培                   

         劉○誠                 

         劉○妏                 

         鄭○琦                    

         劉○和                 

         黃○蓉                 

         善心人士                 

         蔡○旻                   

         陳○屏                   

         陳○霞                 

         王○利                   

         何○霖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宏利湯圓美食                   

         朱○洲                   

         薛○益                   

         謝○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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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惠                   

         江○慧                   

         王○良                 

         沈○葳                    

         蔡○君                   

         方○惠                   

         葉○嵐                 

         閤家小館                   

         陳○如                   

         楊○宗                   

         李○峰                   

         黃○纓                 

         黃○辭                 

         黃○敏                   

         陳○蓉                   

         謝○芳                   

         李○韻                   

         袁○民                   

         汪○萍                   

         賴○銍                 

         善心人士                   

         簡○培                   

         善心人士                   

         施○泰                 

         羅○香                   

         陳○岡                   

         陳○屏                   

         善心人士                    

         林○                 

         李○興                 

         陳○昭                 

         劉○琴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龔○莉                 

         柯○貞                 

         江○慧                 

         張○華                 

         林○嫆                 

         鋅貴電業行                 

         陳○華                 

         林○○勵                 

         林○琴                 

         陳○琳                 

         林○珞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第    頁，共    頁



         善心人士                   

         簡○培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鄭○方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劉○敏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簡○培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施○智                   

         黃○蓉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蔡○旻                   

         朱○猜                 

         廖○麟                 

         湯○潤                 

         鍾○雄                 

         蔡○超                 

         謝○昌                 

         余○佳                   

         吳○綾                 

         麻吉寵物用品店                 

         陳○輝                 

         陳○霞                 

         王○利                   

         白○基                   

         楊○佑                   

         王○良                 

         賴○銍                 

              暨全體消費群                 

         曾○翔                 

         何○霖                   

         陳○隆                   

         善心人士                   

         簡○培                   

         林○                 

         李○興                 

         陳○昭                 

         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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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鳳宮                    

         龔○莉                 

         柯○貞                 

         許○東                 

         江○慧                 

         張○華                 

         林○嫆                 

         鋅貴電業行                 

         陳○華                 

         林○○勵                 

         葉○珠                 

         楊○城                   

         林○琴                 

         陳○琳                 

         林○珞                 

         林○錡                 

         林○○丞                 

         林○諹                 

         林○淩                 

         林○諼                 

         蘇○原                 

         黃○閔                 

         郭○織                 

         黃○翔                 

         黃○茹                 

         陳○岡                   

         鄭○方                   

         邱○                   

         簡○培                   

         賴○霖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謝○任                   

         陳○霞                 

         簡○培                   

         王○利                   

         李○娥                   

         羅○香                   

         蔡○旻                   

         朱○猜                 

         廖○麟                 

         湯○潤                 

         鍾○雄                 

         蔡○超                 

         謝○昌                 

         余○佳                   

         善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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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綾                 

         麻吉寵物用品店                 

         清鳳宮                    

         王○良                 

         賴○銍                 

         林○                 

         李○興                 

         陳○昭                 

         劉○琴                 

         鄭○方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賴○陸                    

         龔○莉                 

         柯○貞                 

         江○慧                 

         張○華                 

         林○嫆                 

         鋅貴電業行                 

         陳○華                 

         林○○勵                 

         林○琴                 

         陳○琳                 

         林○珞                 

         林○錡                 

         林○○丞                 

         林○諹                 

         林○淩                 

         林○諼                 

         蘇○原                 

         黃○閔                 

         郭○織                 

         黃○翔                 

         黃○茹                 

         陳○岡                   

         蕭○山                   

         詹○居                 

         楊○玉                 

         曾○瑄                 

         簡○培                   

         善心人士                 

         陳○萍                   

         顏○翰                 

         陳○閃                 

         羅○平                   

         新育聖玩具店                    

         陳○偉                   

         曾○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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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敏                    

         曾○姬                   

         陳○絹                    

         廖○雯                   

         善心人士                   

         環球美食有限公司文山分公司暨全體消費群                 

         申○美                   

         申○水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張○梅                   

         許○妃                   

         簡○培                   

         蔡○旻                   

         余○佳                   

         麻吉寵物用品店                   

         羅○妘                 

         王○良                 

         賴○銍                 

         甘○杰                     

         周○娥                   

         陳○霞                 

         王○利                   

         善心人士                   

         林○                 

         李○興                 

         陳○昭                 

         劉○琴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陳○岡                   

         麻豆活力總爺店暨全體消費群                   

         劉○文                   

         善心人士                 

         清鳳宮                    

         陳○碌                   

         善心人士                    

         簡○培                   

         簡○培                   

         朱○洲                     

         簡○佑                 

         簡○培                   

         劉○文                   

         盧○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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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旻                   

         余○佳                   

         麻吉寵物用品店                   

         簡○培                   

         陳○霞                 

         王○利                   

         簡○佑                   

         陳○岡                   

         林○                 

         李○興                 

         陳○昭                 

         劉○琴                 

         王○良                 

         賴○銍                 

         善心人士                   

         清鳳宮                    

         陳○屏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蔡○旻                   

         余○佳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麻吉寵物用品店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王○良                 

         賴○銍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黃○煌                    

         黃○雅                 

專案 衡山之家　捐款合計           

利息收入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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