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榮文訊  中華民國 107 年 9 月 30 日 

捐款芳名錄： 107 年 5-6 月 
5 月現金 
[200]莊月綢 林秀華 簡利展 邱献勝 邱振豪 江思慧[400]柯信安[500]辰政營造有限公司 [1000]鍾正湘 李鴻綱 邱寶貴 

方榮瑞 林奕秀、紀謀、紀智瀚、紀孟君、紀智憲 房祝嫻 [13500]善心人士[14500]善心人士 

5 月劃撥、自動轉帳、網路或其他捐款 
[50]曾嘉政 黃金芳 陶建中[100]吳聖玫 吳曉玫 張建南 林皆全 彭楷炘 彭彥鈞 吳其龍 吳鄭月貴 胡明鋭 柯麗霜 胡崇霖 

胡高上義 胡雅雯 郭靜如 [200]李孟慈 吳秀慧 李永美 吳林發 陳詩穎 趙梓垣 [250]徐福財、徐梅馨、張清蓮、徐嘉妤、

張楊釩  陳德雄 古秀惠 張寶林 張玉如 陳品良 陳品臻 梁沅汎[300]陳坤榮 徐彭傳 彭秉威 杜靜夢 彭惠鈺 簡董錦秀

[315]莊月霜[500]陳麗美 林蓮珠 李秀華 鄒亦芳 林冠宇 凃麗貞 潘玉真 汪德欣 鍾依庭 李惠資 林志泉 詹艷丹 林秀鸞 

呂永川 林建成 張莉屏 游銀行 劉雅雯 陳姿靜 張楊謹 彭世典 謝明玲 許蘇秀 許康麗鴻 劉方淑德 羅楊金妹 林錫川 許

胡金梅 王進春 游琇雯 林信安 李逸文 王國豪[600]徐曉瑩 王駿竑 胡文字 吳靜芬[800]翁嘉嬪 來亞實業有限公司 [1000]

曾進發 洪淑華 湯寶鶯 楊靜旻 蔡宜臻 林宇程 連思慧 廖雪珠 彭宏霖 漢翔公司.慈光社 游政緯 簡純青 郭正文 鴻旗開

發建設有限公司 卓豐瑩 李偉昇 王秀珠 黃鈱雄 劉國銘 黃景森、黃許秀琴 黃金珠 蔡美如 劉明基 方仲傑 邱熙堯 湯琬屏 

楊麗梅 黃志誠 林姵君 邱筱瑋 邱繶玶[1350]六德[1500]謝潔萍、黃兆翔、黃亮境、黃柏瑞、黃莘雅 蔡明村 林育安、林見

靜 [1800]吳華鋭[2000]莊桂鈺 基督教中華循理會高雄教會 陳鏗任 廣照船舶貨運承攬有限公司 許志鴻 林祐本 [3000]顏

國義 御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4000]李宗遠 [5000]卓祝 汎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6000]賴威利[10000]徐若瑩 江則震 

6 月現金 
[200]莊月綢 林秀華 江思慧[400]柯信安[500]辰政營造有限公司 [1000]鍾正湘 李鴻綱 邱寶貴 方榮瑞 黃瀞億 [4500]陳

競華[10000]歐嘉珍[13500]善心人士[14500]善心人士 

6 月劃撥、自動轉帳、網路或其他捐款 

郵政劃撥儲金存款單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說明        

仟 佰 拾 萬 仟 佰 拾 元 ◎本收據由電腦印錄請勿填寫 帳

號 0 6 6 8 5 1 5 6 
金額 

新台幣 

(小寫) 

        
郵政劃撥儲金存款收據 

通訊欄(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戶

名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伯特利會總會附設 

花蓮縣私立長榮老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寄       款      人 

  

姓

名 
 

  

通

訊

處 

□□□-□□ 

 

電

話 

 

 經辦局收款戳 

  

開立收據方式: 

□次開收據（當次捐款即開出收據）

□年開收據（整年度彙整一次開立）

其他:                         

 

□愛護地球.長榮文訊改寄電子報 

E-MAIL 信箱: 

                              

 

 

   



 

 

 

捐款相關問題請來電詢問: 

        03-8420122 分機 16 

虛線內備機器印證用請勿填寫 

 [30]曾嘉政[100]吳聖玫 吳曉玫 張建南 林皆全 彭楷炘 彭彥鈞 胡明鋭 柯麗霜 胡崇霖 胡高上義 胡雅雯 趙

梓垣[120]廖立軒[200]李孟慈 吳林發 沈家億 湯季原 郭靜如[250]徐福財、張清蓮、徐梅馨、徐嘉妤、張楊金

鳳 張寶林 張玉如[300]陳坤榮 徐彭傳 彭秉威 杜靜夢 彭惠鈺 簡董錦秀 吳靜芬 王楊秀英[500]陳麗美 林蓮

珠 李秀華 鄒亦芳 林冠宇 凃麗貞 潘玉真 汪德欣 鍾依庭 陳哲賢、陳漢清 呂永川 徐永在 林建成 游銀行 劉

雅雯 陳姿靜 彭世典 許蘇秀 李金田 陳志岳 羅楊金妹 林錫川 許克屘、許胡金梅 林宜蓁 陳慧美[600]徐曉瑩 

王駿竑 胡文字[800]翁嘉嬪 來亞實業有限公司[850]游金松、蘇燕華[1000]曾進發 洪淑華 湯寶鶯 楊靜旻 蔡宜

臻 林宇程 力行會計事務所 廖雪珠 漢翔公司.慈光社 雄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正文 許月純 黃鈱雄 王麗惠 

劉國銘 劉方淑德 高正德 卓豐瑩 張俊仁 張義謀[1200]黃淑慧 1350]六德[1500]蔡明村[2000]基督教中華循理

會高雄教會 廣照船舶貨運承攬有限公司 [3000]王耀鵬 詠鋒企業社[4000]陳鏗任 松成葬儀社 [5000]興盛五金

建材行 卓祝 歐震台 汎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林琦穆 陳厚宇[10000]徐若瑩[105664]財團法人基督教懷寧浸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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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錄： 107 年 7-8 月 

7 月現金 
[200]莊月綢 賴麗純 江思慧[300]柯信安[500]崔珺堯 崔映晴 辰政營造有限公司 陳素芬[1000]鍾正湘 邱寶貴 方榮瑞 

[1200]李俊葦 [6000]鄧惠雄[8000]高雪玲 [13500]善心人士[14500]善心人士[20000]蔡孟佳 

7 月劃撥、自動轉帳、網路或其他捐款 
[100]吳聖玫 吳曉玫 張建南 林皆全 彭楷炘 彭彥鈞 吳其龍 吳鄭月貴 胡明鋭 柯麗霜 胡崇霖 胡高上義 胡雅雯 趙梓垣 

郭靜如[101]張素卿[200]李孟慈 吳林發 沈決陳詩穎 [250]陳德雄 古秀惠 張寶林 張玉如 陳品良 陳品臻 [300]陳坤榮 

徐彭傳 彭秉威 杜靜夢 彭惠鈺 簡婉芬 簡董錦秀 吳惠文 陳慧玲 [400]吳秀慧[500]陳麗美 林蓮珠 李秀華 鄒亦芳 林冠

宇 凃麗貞 潘玉真 汪德欣 鍾依庭 鄭旭文 羅楊金妹 林志泉 呂永川 林建成 張莉屏 劉雅雯 王惠琳 許蘇秀 黃鶴旻 劉方

淑德 許克屘、許胡金梅 游琇雯 黃靖琪 張瑞益[515]游金松、蘇燕華[600]徐曉瑩 王駿竑 胡文字 吳靜芬 王嘉雯 [800]翁

嘉嬪 [1000]曾進發 洪淑華 湯寶鶯 楊靜旻 蔡宜臻 林宇程 連思慧 黃義雄 力行會計事務所 廖雪珠 漢翔公司.慈光社 簡

純青 郭正文 陳姿靜 彭世典 黎俊甫 黃鈱雄 劉國銘 王雅玲 陳榮豐[1200]國風國中 913 全體同學[1350]六德[1500]林育

安、林見靜 劉建辰[2000]鴻旗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李筱菁 林富達 邱美春 基督教中華循理會高雄教會 廣照船舶貨運承攬有

限公司 松成葬儀社 許志鴻[3600]蔡季珊[5000]王信貴 卓祝 汎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000]莊明芳 [10000]徐若瑩 

8 月現金 
[100]李珮珊 李鈺婷 [200]江思慧[300]柯信安[500]私立哈囉巨人文理短期補習班 辰政營造有限公司 陳素芬 

房祝嫻 林奕秀、紀謀、紀智瀚、紀孟君、紀智憲 [1000]鍾正湘 李鴻綱 方榮瑞  

8 月劃撥、自動轉帳、網路或其他捐款 
[90]曾嘉政[100]吳聖玫 吳曉玫 張建南 彭楷炘 彭彥鈞 吳其龍 吳鄭月貴 胡明鋭 柯麗霜 胡崇霖 胡高上義 

胡雅雯 趙梓垣 郭靜如 連宸佑 黃金婷 林君蓉 郭永松 郭靜子[200]李孟慈 吳秀慧 莊岑杰 吳林發 賴添進 蔡

雪莉 李汪翠英 [250]徐福財、徐梅馨、張清蓮、徐嘉妤、張楊金鳳  張寶林 張玉如 [300]陳坤榮 徐彭傳 彭秉

威 杜靜夢 彭惠鈺 劉雅雯 簡董錦秀[315]莊月霜[415]游金松、蘇燕華[500]陳麗美 林蓮珠 李秀華 鄒亦芳 林

冠宇 凃麗貞 潘玉真 汪德欣 鍾依庭紀佳吟 林清水 呂永川 徐永在 林建成 呂宏霖 許蘇秀 蔡澤清 劉方淑德 

羅楊金妹  許克屘、許胡金梅 李榮顯 林宜蓁 賴淑卿 洪素月 林奕秀、紀謀、紀智瀚、紀孟君、紀智憲 [600]

徐曉瑩 王駿竑 林秀美 胡文字 陳姿靜 吳靜芬 陳瞭文[800]翁嘉嬪[1000]曾進發 洪淑華 湯寶鶯 李淑華 楊靜

旻 蔡宜臻 林宇程 力行會計事務所 廖雪珠 漢翔公司.慈光社 簡純青 郭正文 游銀行 鴻旗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彭世典 李偉昇 黃鈱雄 王麗惠 劉國銘 高正德 司家順、詹艷丹 毛焄儀[1200]黃淑慧 [1600]來亞實業有限公司

[1800]吳華鋭[2000]張連榤、王素梅、張智琪、張景翔、張益睿 蔡明村 王秀珠 基督教中華循理會高雄教會 廣

照船舶貨運承攬有限公司 松成葬儀社 [2400]黃新屏[3000]王耀鵬 倪嵐萱 [5000]賴彭月容 卓祝 汎宸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0000]徐若瑩 王巧人[12000]黃韋云[13500]善心人士[14500]善心人士[20000]瑞雅國際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請寄款人注意 

注意事項 
 

ㄧ、本收據請詳加核對並妥為保 

    管，以便日後查考。 

二、如欲查詢寄款入帳詳情時， 

    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妥之查 

    詢函向各聯線郵局辦理。 

三、本收據各項金額、數字係機 

    器印製。非機器列印或經塗 

    改或無收款郵局收訖章者無 

    效。 

 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通訊錄各欄請詳細填明，以免誤

寄；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台幣十五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倘金額塗改時請更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本存款單不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本存款金額業經電腦登錄後，不得申請撤回。 

 本存款單備供電腦影像處理，請以正楷工整書寫並請勿摺

疊。帳戶如需自印存款單，各欄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

全相符；如有不符，各局應婉請寄款人更換郵局印製之存

款單填寫，以利處理。 

 本存款單帳號與金額欄請以阿拉伯數字書寫。 

 帳戶本人在「付款局」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以外之行政區

域存款，需由帳戶內扣收手續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