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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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 款 徵 信 公 告   Statement of Donation

2011年 五月份現金捐款徵信公告 
捐款人 金   額 用   途 捐款人 金   額 用   途 捐款人 金   額 用   途

張漢明 1,000     擴建 蔡秀珠,楊梅謹,蔡灑金 6,000 一般 竇月香 1,500     擴建

徐嘉駿 50           巴士 唐陳美杏.唐一平 500 擴建 善心人士 10           擴建

李昌憲 600        巴士 吳權盈.郭玉英 1,000 擴建 尤歆雅 21,200  一般

李昌憲 3,000     擴建 吉鑫興業 1,000 擴建 陳懷哲 600        擴建

曾星潤 1,000     擴建 楊瑞文 100 擴建 吳鳳釵 18,000  擴建

宋建璋 50           巴士 莊豐奇 3,000 擴建 內聯煤氣行 1,000     一般

邱瓊容 500        擴建 王鶴燕 1,000 擴建 潘世輝 3,000     擴建

杜王秀珍 2,000     巴士 李胤益 500 擴建 黃道正 20,000  擴建

黃玉琴 1,000     擴建 蔡明玲 10,000 一般 詹順全 1,000     擴建

盧麗珍 4,500     擴建 百歐尼仕經貿股份有限公司 5,000 巴士 郭美伶 38,000  巴士

高美蕙 3,000     擴建 涅草景觀有限公司 200 巴士 陳姿妤 12,000  巴士

杜俊和 1,000     巴士 程臻 3,000 一般 李秀昭 10,000  一般

陳姿妤 1,000     巴士 林水龍 3,000 一般 賴玉英 2,000     一般

杜俊忠 1,000     巴士 陳逸涵 1,000 擴建 孫筱婷 300        擴建

葛榮華 200        巴士 杜俊和 120,000 擴建 高美蕙 3,000     擴建

涂成貴 50           巴士 林煥文 1,000 一般 李正道 200        擴建

杜英吉 10,000  巴士 長榮雜糧有限公司 2,000 擴建 陳寶山 100        擴建

覃馨儀 3,000     巴士 王淑珠.林浚溥.林芝松 900 擴建 王玫瑛 1,000     擴建

杜育朋 2,000     巴士 楊宗賢 200 一般 鄭佳芳 200        擴建

杜沛羿 2,000     巴士 黃淑芬 100 擴建 林澤生 50           巴士

杜維育 2,000     巴士 王黃芳美 5,000 擴建 李添臨 15,000  擴建

杜俐萱 2,000     巴士 彭森煌 1,000 擴建 林治揚 7,020     擴建

涂瑞英 50           巴士 宋艷蓉 500 擴建 廖武雄 3,000     一般

范佐驊 2,000     擴建 游義地 500 擴建 遠東牙醫 2,000     一般

郭美伶 1,070     擴建 江煥興 500 擴建 陳瑞祥 1,000     一般

黃莉貞 50           巴士 華福科技有限公司 500 擴建 田佩玉 200        擴建

洪慈恩 6,800     擴建 實川商業(股)公司 10,000 擴建 邱昱材 3,000 一般

李坤木 4,500     擴建 實川商業(股)公司 10,000 巴士 鄭敏娟 300 擴建

白麗宜 200 擴建 晏鑫工業(股)公司 2,000 一般 邱聿真 500 擴建

李志煌 20,000 擴建 屏東縣國際蘭馨交流協會 3,000     擴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