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勸002101 李O祥 102/7/3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02 彈O 102/7/4 2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03 劉O瑄 102/7/5 10,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04 黃O孝 102/7/5 5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05 愛心人士 102/7/6 6,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06 謝O宏 102/7/6 2,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07 羅O云 102/7/6 5,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08 蔡O彬 102/7/7 3,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09 阮O升 102/7/7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10 陳O蓉 102/7/7 5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11 陸O 102/7/7 2,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12 姚O宇 102/7/7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13 林O機 102/7/7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14 陳O美 102/7/7 3,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15 彭O瑋 102/7/7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16 張O雯 102/7/7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17 蔡O諠 102/7/7 1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18 呂O倫 102/7/7 5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19 劉O仁 102/7/7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20 彭O鏗 102/7/7 5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21 吳O芳 102/7/7 5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22 張O輝 102/7/7 5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23 簡O如 102/7/7 5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24 黃O毅 102/7/7 3,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25 侯O佑 102/7/7 3,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26 張O樞 102/7/7 2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27 呂O昌 102/7/7 3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28 黃O竣 102/7/7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29 黃O淙 102/7/7 2,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捐贈用途

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公益勸募捐款收入明細表

                  活動名稱:結合你我他打造愛的家                    

勸募許可字號:內授中社字第1025052307號

捐贈期間:102/04/01-102/9/30

收據編號 捐贈者名稱 捐贈日期 捐款金額



勸002130 洪O勝 102/7/7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31 陳O毅 102/7/7 2,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32 朋O群 102/7/7 22,3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33 黃O正 102/7/7 10,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34 詹O源 102/7/7 3,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35 李O龍 102/7/1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36 林O薽 102/7/11 5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37 陸O 102/7/11 5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38 潘O伶 102/7/11 5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39 莊O鴻 102/7/11 3,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40 王O寧 102/7/11 2,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41 竹南百齡扶輪社 102/7/12 20,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42 徐O生 102/7/14 3,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43 王O伶 102/7/14 13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44 溫O瑄 102/7/14 3,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45 符O宜 102/7/1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46 符O鴻 102/7/1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47 霍O煦 102/7/14 2,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48 游O樂 102/7/1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49 葉O美 102/7/1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50 邱O正 102/7/1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2151 太平洋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102/06/17 20,000           為附設聖方濟兒少中心

勸002152 作廢

勸002153 太平洋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102/06/17 4,000            為附設聖方濟兒少中心

勸002154 丁O彥 102/06/17 6,000            為附設聖方濟兒少中心

勸002155 丁O彥 102/06/17 3,750            為附設聖方濟兒少中心

勸002156 白O三 102/06/17 3,750            為附設聖方濟兒少中心

勸002157 高O青 102/06/17 3,750            為附設聖方濟兒少中心

勸002158 王O仲 102/06/17 3,750            為附設聖方濟兒少中心

勸002159 汪O宏 102/06/17 20,000           為附設聖方濟兒少中心

勸002160 吉田建築股份有限公司 102/06/17 10,000           為附設聖方濟兒少中心

勸002161 作廢

勸002162 臺北市南雅扶輪社 102/06/17 10,000           為附設聖方濟兒少中心

勸002163 中華民國樂聲會 102/06/17 10,000           為附設聖方濟兒少中心



勸002164 吳O龍 102/06/17 9,000            為附設聖方濟兒少中心

勸002165 王O鳳 102/06/17 20,000           為附設聖方濟兒少中心

勸002166 周O雲 102/06/17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兒少中心

勸002167 袁O儀 102/06/17 700               為附設聖方濟兒少中心

勸002168 舒O倩 102/06/17 74,300           為附設聖方濟兒少中心

勸002201 陳O婕 102/6/19 50,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51 蕭O鎮 102/04/23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52 莊O英.蕭O翔.蕭O瑄 102/04/23 1,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53 蕭O中 102/04/23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54 主知名 102/04/23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55 周O邵 102/04/23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56 周O君 102/04/23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57 范O香 102/04/23 10,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58 黃O敏 102/04/23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59 蔡O淇 102/04/23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60 主知名 102/04/23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61 主知名 102/04/23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62 洪O志 102/04/23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63 張O甲 102/04/23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64 王O華 102/04/23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65 黃O純 102/04/23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66 江O珍 102/04/23 5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67 陳O珠 102/04/23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68 謝O珉全家福 102/04/23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69 陳OO蘭.陳O閔 102/04/23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70 楊O英.張O英.楊O哲.楊O宇 102/04/23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71 黃OO華 102/04/24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72 林O惠 102/04/2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73 吳思賢地政士事務所 102/04/24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74 王O閔 102/04/24 14,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75 董O珍 102/04/24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76 吳O興 102/04/26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77 主知名 102/04/26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78 姚O倫 102/04/25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79 溫O一 102/04/25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80 何O甫 102/04/26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81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102/04/26 10,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82 郭O雪 102/04/29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83 邱O德 102/04/29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84 洪O鄉 102/04/29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85 郭O甫.郭O睿 102/04/29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86 王O文 102/04/29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87 許O邦 102/04/29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88 謝O妍 102/04/29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89 黃O蓉 102/04/29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90
楊O雲 102/04/29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91 張O瑄 102/04/29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92 陳O騰 102/04/29 6,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93 戴O田 102/04/29 6,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94 劉O嘉 102/04/29 10,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95 胡O惠 102/04/29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96 詹O茜.李O倫 102/04/29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97 主知名 102/04/29 4,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98 RECH19SPA館 102/04/29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299 卓O葫 102/04/29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300 張O宗 102/04/29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2301 陳O穎 102/7/20 3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02 梁O枝 102/7/20 3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03 謝O雯 102/7/20 3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04 洪O霞 102/7/20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05 楊O翔 102/7/20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06 李O宸 102/7/20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07 蔡O萍 102/7/20 5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08 袁O宸 102/7/20 5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09 張O新 102/7/20 5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10 林O澤 102/7/20 3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11 林O瑭 102/7/20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12 余O安 102/7/20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13 善心人(發票箱捐款) 102/7/20 2,16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14 善心人 102/7/20 3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15 作廢

勸002316 徐O滿 102/8/12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17 陳O玲 102/9/17 1,5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601 鄞O玲 102/1/27 5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602 曲O雯 102/3/17 4,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3051 鍾O郎 102/5/2 10,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52 曾OO嬌 102/5/3 6,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53 張O麗 102/5/3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54 劉O瑄 102/5/3 10,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55 若OO媽 102/5/4 4,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56 曾O綺 102/5/4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57 劉OO美 102/5/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58 劉O娥 102/5/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59 張O真 102/5/4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60 甘O蘭 102/5/4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61 楊O秀 102/5/8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62 沈O瓊 102/5/8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63 蔡O婷 102/5/8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64 陳OO枝 102/5/8 16,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65 二哥私房菜 102/5/8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66 麥可咖啡 102/5/8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67 張O叔 102/5/8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68 主知名 102/5/8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69 王O蓁 102/5/10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70 邱O春 102/5/10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71 楊O雯 102/5/10 70,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72 駱O陽 102/5/1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73 王O峰 102/5/11 1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74 鄭O華 102/5/14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75 鄒O娥 102/5/14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76 鄭O生 102/5/14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77 陳O如 102/5/1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78 陳O旭 102/5/14 1,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79 陳O萍 102/5/14 1,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80 陳O胤 102/5/14 1,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81 古O松 102/5/14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82 鄭O照 102/5/14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83 黃O如 102/5/14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84 鄭O松 102/5/14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85 鄭O芳 102/5/14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86 許O涵 102/5/18 2,6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87 彭O梵 102/5/22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88 主知名 102/5/22 7,6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89 彭O芳 102/5/22 46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90 江O英 102/5/22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91 陳O和 102/5/22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92 彭O義 102/5/22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93 黃O茵 102/5/22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94 張O源 102/5/22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95 李O叡 102/5/22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96 李O哲 102/5/22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97 李O 102/5/22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98 劉O榮 102/5/22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099 社團法人台灣省虛原慈善功德協進會 102/5/22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00 宇奏樂器行 102/5/22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01 楊O穎 102/5/22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02 吳李O治 102/5/22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03 吳O福 102/5/22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04 吳O瑩 102/5/22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05 陳O堂 102/5/22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06 盧O欽 102/5/22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07 謝O靜 102/5/22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08 謝O翰 102/5/22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09 廖O惠 102/5/22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10 張O洲 102/5/22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11 劉O麗 102/5/22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12 吳O池 102/5/22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13 林O新 102/5/22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14 鍾O美 102/5/22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15 黃O城 102/5/22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16 蔡O華 102/5/22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17 飯O 102/5/24 10,6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18 李O坤 102/5/2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19 蔡O暄 102/5/24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20 林O琪 102/5/24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21 高O梅 102/5/24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22 陳O文 102/5/24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23 呂O實 102/5/24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24 巴王O梅 102/5/24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25 趙林O英 102/5/24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26 蓮O櫻 102/5/24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27 呂O娥 102/5/24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28 陳O香 102/5/24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29 林O妹 102/5/24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30 顏O 102/5/24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31 劉O香 102/5/24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32 陳O英 102/5/2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33 陳O卿 102/5/24 1,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34 涂O倩 102/5/24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35 謝O玲 102/5/24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36 吳李O治 102/5/24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37 張O祈 102/5/24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38 楊O潾 102/5/24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39 林O浩 102/5/24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40 陳O鈺 102/5/24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41 林O慶 102/5/24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42 豐湖國小 102/5/25 7,6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43 吳O霖 102/5/25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44 劉O一 102/5/25 2,4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45 大旺旅行社有限公司 102/5/28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46 陽O帆 102/5/28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47 蔡O靜 102/5/28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48 CB1100車友 102/5/28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49 陳O火 102/5/28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50 中華民國向日癸弱勢權益保護推展協會 102/5/28 3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51 中華民國向日癸弱勢權益保護推展協會 102/5/28 4,8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52 中華民國向日癸弱勢權益保護推展協會 102/5/28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53 劉O梅 102/5/28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54 吳O福 102/5/28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55 劉O文 102/5/29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56 汪O宇 102/5/29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57 張O長 102/5/29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58 葉O 102/5/29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59 謝O宏 102/5/29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60 吳O亮 102/5/29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61 何O嫻 102/5/30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62 郭O勇.李O萍 102/5/30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63 鄭O美 102/5/30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64 陳O伶 102/5/30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65 劉O旭 102/5/30 4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66 陳O美 102/5/30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67 王O志 102/5/30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68 白O美 102/5/30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69 吳O怡 102/5/30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70 朱O瑞 102/5/30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71 黃O宗 102/5/30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72 王O佑 102/5/30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73 李O珍 102/5/30 5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74 黃O 102/5/3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75 作廢

勸003176 陳O琳 102/5/3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77 賴O胡 102/6/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78 張O蓮 102/6/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79 劉O快 102/6/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80 黃O資 102/6/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81 溫O芳 102/6/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82 盧O斌 102/6/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83 林O雪 102/6/4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84 湯O暉 102/6/4 20,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85 君逸股份有限公司 102/6/4 30,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86 張O雲 102/6/4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87 黃O榮.張O茹.黃O雯 102/6/4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88 周O壽.周張O美 102/6/4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89 周O媛 102/6/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90 永善*8人 102/6/4 2,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91 胡O菱 102/6/4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92 胡O權 102/6/5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93 呂O甡 102/6/5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94 李O珍 102/6/5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95 謝O玲 102/6/5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96 邱O旋 102/6/5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97 彭O華 102/6/5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98 郭O興 102/6/5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199 吳李O治 102/6/5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00 吳O福 102/6/5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01 蘇O年 102/6/5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02 涂O章 102/6/5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03 張O真 102/6/7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04 張O淼 102/6/7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05 金O瑛 102/6/7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06 官O怡 102/6/7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07 鄭O敦 102/6/7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08 林O玉 102/6/7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09 許O吉 102/6/7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10 詹O昇 102/6/7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11 高O蓮 102/6/7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12 曾O枝 102/6/7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13 李O芳 102/6/7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14 何O淇 102/6/7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15 陳O慶 102/6/7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16 林O安 102/6/7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17 劉O娥 102/6/9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18 周O湧 102/6/10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19 陳O吟 102/6/11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20 黃O村 102/6/1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21 唐O 102/6/11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22 彭O臻 102/6/11 1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23 傅O妹 102/6/1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24 李O益 102/6/1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25 鄒O娥 102/6/1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26 古O松 102/6/1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27 鄭O華 102/6/1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28 鄭O照 102/6/1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29 鄭O松 102/6/1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30 黃O如 102/6/1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31 頡威有限公司 102/6/11 6,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32 陳O洲 102/6/11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33 張O鈿 102/6/11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34 葉O榮 102/6/11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35 竹OOOO師 102/6/11 6,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36 馮O英 102/6/1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37 鍾O美 102/6/1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38 林O宏 102/6/11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39 李OO阿 102/6/11 6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40 陳O發 102/6/11 50,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41 徐O皓 102/6/1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42 姚OO香 102/6/1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43 梁O銘 102/6/11 6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44 主知名 102/6/1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45 張O美 102/6/1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46 紀O廷 102/6/11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47 李O祥 102/6/11 226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48 藍O芳 102/6/1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49 謝O婷 102/6/1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50 蕭O文 102/6/1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51 劉O良 102/6/1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52 邱O晞 102/6/14 4,8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53 謝O旻 102/6/14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54 楊O立 102/6/14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55 岳O里 102/6/1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56 謝O弘 102/6/1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57 張O豐 102/6/14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58 柯O榮 102/6/14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59 蔡O芳 102/6/14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60 黃O弘 102/6/14 6,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61 魏O玲 102/6/14 6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62 陳O勇 102/6/14 35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63 吳O麗 102/6/14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64 葉O 102/6/15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65 汪O宇 102/6/15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66 謝O宏 102/6/15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67 高靜子女士紀念基金會高明原 102/6/15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68 簡O如 102/6/15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69 李O叡 102/6/15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70 黃O華 102/6/15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71 范O飛 102/6/15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72 作廢

勸003273 陳O長 102/6/15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74 陳O卿 102/6/18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75 蕭O嬌 102/6/18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76 黃O絨 102/6/18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77 宋O能 102/6/18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78 陳O容 102/6/18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79 曙光女中高三仁班 102/6/18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80 輔仁大學宜兒學苑 102/6/18 75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81 吳O源全家福 102/6/18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82 彭O妹 102/6/18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83 社團法人中華慈雲慈善推廣協會 102/6/18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84 社團法人中華慈雲慈善推廣協會 102/6/18 20,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85 鍾O忠 102/6/18 7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86 曾黃O嬌 102/6/18 658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87 陳O和 102/6/18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88 虛原慈善會 102/6/18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89 張O麗 102/6/18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90 劉O義 102/6/18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91 林O芳 102/6/18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92 徐O靜 102/6/18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93 王O佑 102/6/18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94 作廢

勸003295 吳O杰 102/6/19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96 吳O杰 102/6/19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97 彭O珍 102/6/19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98 洪O玲 102/6/19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299 賴O慧 102/6/19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00 李O哲 102/6/19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01 盧O媜 102/7/1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02 主知名 102/7/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03 喬林髮型苓玄美妍坊 102/7/1 1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04 旭晶能源科技(股)公司 102/7/3 6,541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05 劉O雲 102/7/6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06 周O湧 102/7/10 20,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07 劉O婷 102/7/10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51 陳O潁 102/6/27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52 鄧O文 102/6/28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53 李O珍 102/6/28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54 張O米 102/6/28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55 張O湖 102/6/28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56 李O興 102/6/28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57 巫O蘭 102/6/28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58 陳O惠 102/6/28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59 金O英 102/7/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60 楊O嫻 102/7/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61 涂O倩 102/7/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62 朱O瑞 102/7/1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63 呂O成 102/7/2 7,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64 尚昱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楊O立 102/7/2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65 陳O邑.陳O溱 102/7/2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66 張O淼 102/7/2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67 陳O慶 102/7/2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68 傅O芬 102/7/3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69 陸O華 102/7/3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70 蘇O芬 102/7/3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71 黃O妮 102/7/3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72 廖林O玉 102/7/3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73 陳O長 102/7/3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74 林O香 102/7/3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801 林O文 102/8/4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02 黃O庭 102/8/5 1,4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03 新竹高中 66年304班 102/8/5 631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04 蔡O益、蔡O哲 102/8/6 2,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05 頭份華夏海灣塑膠公司愛心社 102/8/7 20,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06 郭O勇 102/8/7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07 鄭O宗 102/8/9 2,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08 鄭O昇 102/8/9 2,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09 鄭O岑 102/8/9 2,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10 黃O子 102/8/10 6,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11 王O楷 102/8/11 5,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12 許O旺 102/8/13 2,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13 連O萍 102/8/13 10,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14 杜O娥 102/08/30 3,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15 主知名 102/08/31 3,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16 伊彩美髮 102/08/31 6,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17 伊彩美髮 102/08/31 3,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18 嚴O淦 102/08/3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19 温O怡 102/08/31 3,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20 謝O宏 102/09/01 3,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21 主知名 109/09/02 3,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22 主知名 102/09/10 12,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23 邱O君 102/09/1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24 陳O紳 102/09/1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25 劉O武 102/09/11 1,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勸003826 陳O緯 102/9/17 6,000 為附設聖方濟育幼院

合計 1,295,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