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收據編 捐贈日期 捐贈者名稱 捐款金額 捐贈用途

勸002169~

勸002200
空白

勸002202 作廢

勸002203~

勸002250
空白

勸002318 102/12/21 呂O連 3,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19 102/12/21 桃園縣鑽石會朱O弟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20 102/12/21 桃園縣大園國際同濟會 1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21 102/12/21 桃園縣珍珠會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22 102/12/21 桃園縣石門會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23 102/12/21 桃園縣石門會會長劉O嬨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24 102/12/21 桃園縣大內壢會前會長楊O周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25 102/12/21 平南會前會長吳O旺 3,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26 102/12/21 桃園區副總執行長陳O春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27 作廢

勸002328 102/12/21 桃園縣海雁國際同濟會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29 102/12/21 游秀卿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30 作廢

勸002331 102/12/21 張學初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32 102/12/21 中壢市民代表賴O竹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33 102/12/21 中源會會長陳O鍊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34 102/12/21 吳O靈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35 102/12/21 貿易里長宋O毅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36 102/12/21 桃園縣華勛會候任會長陳O和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37 102/12/21 縣議員梁O超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38 102/12/21 順毅興業有限公司 1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39~

勸002350
空白

勸002351 102/12/21 聖惠機械(股)公司 5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52 102/12/21 千甲鎢鋼股份有限公司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53 102/12/21 李O忠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54 102/12/21 吳O東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55 102/12/21 林O煌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56 102/12/21 展文企業有限公司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57 102/12/21 千誠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58 102/12/21 黃O舜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59 102/12/21 達鉅工業有限公司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60 102/12/21 有方工業有限公司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61 102/12/21 張O誠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62 102/12/21 艾蓮企業有限公司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63 102/12/21 蔡O龍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64 102/12/21 協勛實業有限公司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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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01~10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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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002365 102/12/21 緯虹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66 102/12/21 鑫茂有限公司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67 102/12/21 鍾O堂 3,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68 102/12/21 謝O然 3,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69 102/12/21 李O雲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70 作廢

勸002371 102/12/21 誼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72 102/12/21 陞武有限公司 3,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73 102/12/21 崑泰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74 102/12/21 佳登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5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75 102/12/21 海優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5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76 102/12/21 朱O家 5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77 102/12/21 葉O陸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78 102/12/21 林O文 5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79 102/12/21 袁O傑 2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80 102/12/21 羅O洋 5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81 102/12/21 彭O閔 5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82 102/12/21 鄧O銀 5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83 102/12/21 邱O聰 2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84 102/12/21 普誠有限公司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85 102/12/21 新O 5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86 102/12/21 蔡O揚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87 102/12/21 陳O墻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88 作廢

勸002389 102/12/21 巫O詔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90 102/12/21 龍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91 102/12/21 桃園縣縣會 1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92 102/12/21 桃園縣珍珠國際同濟會 5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93 102/12/21 曹O清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94 102/12/21 觀音會劉O辰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95 102/12/21 桃園縣觀音國際同濟會 1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96 102/12/21 洪O嬌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97 102/12/21 陳O蘭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98 102/12/21 宋O唯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399 102/12/21 中壢健言社林O樂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00 102/12/21 桃園縣鑽石國際同濟會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01 102/12/21 惠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02 102/12/21 簡O敏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03 102/12/21 燁豐金屬(股)公司 10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04 102/12/21 彭O亮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05 102/12/21 劉O堯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06 102/12/21 呂O珍 1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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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002407 102/12/21 邱O國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08 102/12/21 鄧O明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09 102/12/21 黃O冠 1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10 102/12/21 梁O武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11 102/12/21 桃園縣平南國際同濟會 3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12 102/12/21 桃園縣珍珠會邱O英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13 102/12/21 創會長高明會張O佐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14 102/12/21 桃園縣香鑽會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15 102/12/21 桃園縣山峰會 1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16 102/12/21 童O月 3,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17 102/12/21 桃園縣平南國際同濟會莊O興 3,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18 102/12/21 桃園縣龍岡會黃O田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19 102/12/21 桃園縣龍岡會古O淵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20 102/12/21 中正里長曾O梅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21 102/12/21 太平市國際同濟會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22 102/12/21 太平市國際同濟會許O任 3,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23 102/12/21 太平市國際同濟會黃O洋 4,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24 102/12/21 太平市國際同濟會郭O珍 3,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25 102/12/21 大內壢發展關懷協會理事長賴O竹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26 作廢

勸002427 102/12/21 桃園縣中源國際同濟會 1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28 102/12/21 桃園縣新屋國際同濟會 2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29 102/12/21 桃園縣龍岡國際同濟會 1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30 102/12/21 桃園縣龍岡國際同濟會陳O香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31 102/12/21 桃園縣龍岡國際同濟會陳O琮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32 102/12/21 陳O有 6,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33 102/12/21 王O寬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34 102/12/21 華勛會財務長陳O榮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35 102/12/21 桃園縣大內壢會藍O財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36 102/12/21 桃園縣大內壢會何O淵 3,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37 作廢

勸002438 102/12/21 賴O蜜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39 102/12/21 蔡O樺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40 作廢

勸002441 102/12/21 金豐精密有限公司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42 102/12/21 仟引化工有限公司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43 作廢

勸002444 102/12/21 吳O富 1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45 102/12/21 桃園縣龍潭國際同濟會戴O雯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46~

勸002450
空白

勸002451 102/12/21 桃園縣八德國際同濟會 2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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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002452 102/12/21 桃園縣大溪國際同濟會 1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53 102/12/21 莊O盛 3,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54 102/12/21 協聖公司有限公司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55 102/12/21 佳工機械有限公司 3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456 作廢

勸002457~

勸002500
空白

勸002501 102/12/21 桃園縣蘆竹國際同濟會 7,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02 102/12/21 杜O霖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03 102/12/21 李O龍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04 102/12/21 吳O朋 1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05 102/12/21 桃園縣文化國際同濟會 1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06 作廢

勸002507~

勸002550
空白

勸002551 102/12/21 廖O榮 3,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52 作廢

勸002553 102/12/21 張O美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54 102/12/21 桃園縣華勛國際同濟會 1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55 102/12/21 陳O升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56 102/12/21 呂O乖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57 102/12/21 賢鳴機械有限公司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58 102/12/21 桃園縣立德國際同濟會 1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59 102/12/21 桃園縣大內壢國際同濟會邱O全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60 作廢

勸002561 102/12/21 紀O祿神父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62 102/12/21 桃園縣中壢國際同濟會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63 102/12/21 趙珮辰 6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64 102/12/21 趙淑婷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65 作廢

勸002566 102/12/21 陳O慧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67 作廢

勸002568 102/12/21 桃園縣平鎮國際同濟會 1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69 102/12/21 平鎮國際同濟會會長張O志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70 102/12/21 桃園區總召李O坤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71 102/12/21 馮O文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72 102/12/21 總會長黃O田 4,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73 作廢

勸002574 作廢

勸002575 102/12/21 總會新聞公關主委石O銘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76 102/12/21 丘O儷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77 102/12/21 桃園縣鑽石國際同濟會陳O辰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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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002578 102/12/21 大世界國際同濟會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79 102/12/21 桃園縣長祥國際同濟會 2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80 102/12/21 龍東里長陳O豐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81 102/12/21 高明會陳O華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82 102/12/21 高明會魏O益 2,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83 102/12/21 高明會劉O海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84 102/12/21 高明會詹O春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85 102/12/21 高明會邱O溪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86 102/12/21 桃園縣桃園市國際同濟會 1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87 102/12/21 台灣總會社福主委徐O勛 3,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88 102/12/21 桃園縣富岡國際同濟會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89 102/12/21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 2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90 102/12/21 桃園縣群芳國際同濟會 5,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91 102/12/21 宇鋒電信有限公司 3,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92 作廢

勸002593 102/12/21 天辰電氣有限公司 10,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94 102/12/21 林O達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95 102/12/21 鄒O棋 1,000 為附設愛家發展中心

勸002596~

勸002600
空白

勸002603~

勸003050
空白

勸003308 102/12/11 范O霞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09 102/12/16 主知名 4,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10 102/12/16 劉O娥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11 102/12/20 慶誠行銷有限公司 200,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12 103/1/10 劉O娥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13 103/1/10 主知名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14 103/1/10 鄭O雅 10,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15 103/1/10 羅O凱 10,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16 作廢

勸003317 103/1/10 賴O伶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18 103/1/10 主知名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19 103/1/10 主知名 1,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20 103/1/15 主知名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321~

勸003326
作廢

勸003327~

勸003550
空白

勸003575 102/12/7 施O儀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76 102/12/8 許O吉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77 102/12/9 謝O靜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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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003578 102/12/9 謝O翰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79 102/12/9 廖O惠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80 102/12/9 張O洲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81 102/12/9 劉O麗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82 102/12/9 吳O池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83 102/12/9 林O新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84 102/12/9 鍾O美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85 102/12/9 張O霞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86 102/12/9 蔡O華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87 102/12/9 謝O宏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88 102/12/9 王O紳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89 102/12/9 彭O馨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90 102/12/10 蘇O嵐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91 102/12/10 林O欣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92 102/12/10 賴O文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93 102/12/10 陳O雯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94 102/12/10 張O慧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95 102/12/10 蔡O芳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96 102/12/11 洪O鴻 8,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97 102/12/11 張O龍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98 102/12/11 許O福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599 102/12/11 李O叡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00 102/12/11 范O飛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01 102/12/12 中視愛心基金會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02 102/12/12 施O瑜 10,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03 102/12/12 陳O和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04 102/12/12 陳O英 1,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05 102/12/12 李O珍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06 102/12/12 蘇O芳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07 102/12/12 徐O伶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08 102/12/12 葉O富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09 102/12/12 周O勳 2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10 102/12/13 洪O荺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11 102/12/13
財團法人臺北市聖佳蘭先開懷社

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5,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12 102/12/13 林O濤 3,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13 102/12/13
陸軍機械化第二四九施砲兵指揮

部防空砲兵連退弟兄聯誼會
2,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14 102/12/13 陳O龍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15 102/12/13 邱O美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16 102/12/13 田O鈞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17 102/12/13 蘇O敏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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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003618 102/12/13 邱O莉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19 102/12/13 連O利 3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20 102/12/16 虛原慈善會 4,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21 102/12/16 無名氏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22 102/12/16 林O儀 2,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23 102/12/16 陳O芸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24 102/12/16 張O美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25 102/12/16 楊O玲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26 102/12/16 江O蓮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27 102/12/16 宇奏樂器行 1,0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28 作廢

勸003629 103/1/14 戴O如 500 為附設聖方濟少女之家

勸003630~

勸003800
空白

勸003827~

勸004300
空白

合計 1,12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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