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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3月

捐 款 芳 名 錄

感恩有您，

您的支持是蓮花基金會得以持續

前進的動力！

捐款徵信 Gratitude

■陸萬 60,000 元

  厚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李莊暖

（歿）

■伍萬 50,000 元

 財團法人永修精舍、吳淑玲

■參萬 30,000 元

 邱林緞、陳張婉容

■貳萬 20,000 元

  大乘菩提心會、崑統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陳建基、彭嘉明

■壹萬玖仟 19,000 元

 巫慧燕

■壹萬捌仟 18,000 元

 林河洲

■壹萬伍仟 15,000 元

  （陳庭松、陳林葉、李秩明、陳端

鈴、黃健安、黃衍澔合捐）

■壹萬 10,000 元

  展陽實業有限公司、聯寶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張心焜、吳菲洲、卓奕

佑、邱水龍、邱君慧、梁發進

■陸仟 6,000 元

　江素圓、陳慧玟、黃錫銘

■伍仟 5,000 元

　 文祥法師、文智法師、徐明華、張

文珠、劉萬順、鄭秀美、羅培源

■肆仟貳佰 4,200 元

　十方大德

■肆仟 4,000 元

  呂義塗、周張美智、姚王淑華、陳

慧英、趙正芳、蔡巫金妹、（鄭連

愛、鄭淑淨、鄭芷薰、鄭育涵、鄭

宇璿、詹育澤、詹育宏、鄭方晨、

賴登凱、賴婕羽、賴瑋楨、鄭清治

合捐 / 迴向：鄭清治 - 歿）

■參仟 3,000 元

　 會能法師、寬敏法師、江麗玲、林

貴麗、高陳採蓮

■貳仟伍佰 2,500 元

　陳淑惠

■貳仟肆佰 2,400 元

　王坤英、吳麗花、林東燦

■貳仟 2,000 元

  龍泰實業有限公司、法定法師、王

景正、田秋華、朱美惠、朱毓婷、

何月英、吳金燕、吳秋香、李陳美

雪、李毓紫、周黃麗花、林彥文、

邱美華、洪明哲、洪漢良、高麗蘭、

張淯翔、張素禎、張堂泰、郭葉月

女、陳玉梨、陳秀珠、陳宗明、陳

林葉、陳銀寬、陳慧美、陳麗柑、

傅吉星、彭俊傑、黃士淵、黃怡瓔、

董胡桂、蔡志郁、蔡幸蕙、蔡素月、

蔡偉群、簡鳳良、（陳清秀、彭紘

如合捐）

■壹仟捌佰 1,800 元

  蔡穀隆闔家

■壹仟陸佰 1,600 元

 古世忠、陳姣

■壹仟伍佰 1,500 元

 林陳雪花、賴露釧

■壹仟貳佰 1,200 元

  吳淑惠、林靜迦、唐素蓮、陳好款、

曾美惠、黃麗卿、葉和昌、蔡吳三

超（歿）、蔡德茂

■壹仟 1,000 元

  南山檀越、真歡喜全體、心苑法

師、王月桃、王永森、王芳香、王

英帆、田承立、田承蕙、田國忠、

吳宜儒、吳彥儒、吳健民、吳德慧、

李玉玲、李品萱（殁）、李美枝、

李鄭錦秀、谷美英、林秀珠、林金

葉、林雪、林煌玉、林錦麗、林寶

妹、施美麗、洪陳錦（歿）、胡育

昌、徐秀娥、徐瑛敏、秦其琪、張

李麗珠、張彩容、張淑雲、張劉珠、

張錦秀、許文玟、許宏偉、許洪桂

玉、郭麗玉、陳如芳、陳廷修、陳

彩庭、陳淑娟、陳麗月、黃國澄、

黃舒愉、黃滿玉、黃麗金、楊士欣、

楊陳彩燕、葉素月、廖立煌、廖秋

銘、廖健婷、劉素芬、劉素惠、劉

愛華、蔣春、蔣素穎、鄧慈慧、鄭

淑芬、鍾春濱、藍許愛珠、蘇太陽、

顧愷晨、（呂秋鑾、姜培魁合捐）、

（林枝財、林呂鴛鴦合捐）、（莫

德勛、莫德琳合捐）、（曾庭芬、

曹昌俊合捐）、（道格法師、林李

求合捐）

■捌佰 800 元

  巫長遠、張娟、鐘芝蓁

■陸佰 600 元

  王世良、林珈珆、侯沛玲、徐秀芳、

張台恕、張弘盈、張弘毅、張賴來

春、張寶儒、陳運煌闔家、談美芳、

鄭美娟、鄭張吉村、魯秀英

■伍佰 500 元

  李佳益、李益子、李瑞芬、林子晴、

林素珠、林麗風、邱文達、洪文芳、

翁美月、張立宗、張雅順、陳阿港、

陳玲瑞（殁）、黃李淑、蔡佳恩、

蔡佳臻、鄭立淨、鄭濬緯、魏銀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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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鵬文闔家、項懿凡、馮小芬、黃

秀真、董羿 、劉村田、蕭芳鑾、

謝柏偉、謝準安、（李海濤、劉媛

妹合捐）、（黃耀德、李慧艷合捐）、

（鄭勇、鄭垣玲、陳玉靜合捐）、

（蘇金隆、蘇鄭春麗 -歿合捐）、（蘇

雄洲、李啟蘭合捐）

■伍佰 500 元

　林鴻銘、談美芳、蘇育仙

感謝講師贊助版稅、鐘點費、
專家出席費  

■壹萬陸仟 16,000 元

  王浴

■肆仟 4,000 元

  蔡兆勳

■參仟貳佰 3,200 元

  黃宗正

感謝 148 期生命雙月刊作者
捐贈稿費

■壹仟壹佰零捌 1,108 元

  黃瀅竹

統一發票捐款
（感謝大眾捐贈 1、2月發票）

■捌佰 800 元

迴向 以此功德　消災除厄

 增長福壽　心安身健

 家庭幸福　社會祥和

■肆佰伍拾 450 元

  （邱垂章、邱陳 、林朝棟、林陳

綢合捐）

■肆佰 400 元

  呂思妮、杜芸芸、徐義旻、張佳樺、

張建隆、張高榮、張高誌、許真真、

楊何玉英、董玫秀、廖敦玲、蕭伊

婷、賴騤名、鐘玉娟、鐘梁榴、鐘

朝鵬

■參佰壹拾伍 315 元

  廖文隆

■參佰 300 元

  何昱霖、張正忠、郭志鴻、鄭曉琳

■貳佰 200 元

  文惠玟、王淑端、吳慶玲、呂玟蒂、

邱靖閔、張珮瑩、莊瑞蓮、陳文周、

陳姿郁、楊子又、楊彭寶珠、葉松

明、（簡志銘、楊珈崴合捐）

■壹佰壹拾伍 115 元

  梁詠惠

■壹佰 100 元

  陳冠帆、陳柏雱

■伍拾 50 元

  留閔萱、陳佩芸、陳俊吉

感謝贊助
【宗教師培訓暨相關計畫】

■壹萬 10,000 元

  李育廉、李許鵬

■柒仟 7,000 元

  李賢尊

■陸仟 6,000 元

  梁秋英、趙正芳

■貳仟 2,000 元

  李明勳、辛繼玉、邱麗運、黃士淵、

楊翠英、簡瑞君

■壹仟貳佰 1,200 元

  持賢法師

■壹仟壹佰 1,100 元

  余濟良（殁）

■壹仟 1,000 元

  何振成、何婉喬、林佳瑩、張淑敏、

陳明義、黃梅娟、劉洲宏、賴律錡、

簡秀芬

■陸佰 600 元

　吳青錦

■伍佰 500 元

  林美鈺、洪薇薇、洪麗珍、陳阿港、

黃瓊瑱、談美芳

■肆佰 400 元

　李子羚

■貳佰 200 元

　楊子又

感謝加入【臨床佛教宗教師】
護持委員

■陸仟 6,000 元

  王和鑫、王淑美、林美蓮

■貳仟 2,000 元

  （陳慧慈、陳家浩合捐）

■壹仟 1,000 元

  丁連年柑、何美妍、吳秀鳳、巫慧

燕、李世珍、李英華、李維宸、林

月娥、林麗華、邱麗香、倪玲娜、

孫筠筑、張馬玉華、張靜慧、莊崇

信闔家、陳俞吟、陳美君、陳慧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