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奉獻收據編號  開立日期  金額  抬頭 奉獻科目

  華字000-1602  104年7月21日 600$     邱O慧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593  104年7月7日  $     1,000 主知名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10  104年7月22日  $     5,300 花蓮縣私立迦南美地幼兒園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11補  104年7月22日  $     5,000 周O君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12  104年7月22日  $     1,000 何O貞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14  104年7月22日  $     1,000 郭O秀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15補  104年7月22日  $     3,000 陳O美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16  104年7月22日  $     3,000 周O瑜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17  104年7月22日  $        200 吳O嬡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44補  104年7月28日  $   64,185 飛虹國際整合行銷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46  104年7月28日  $     1,000 李O惠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47  104年7月28日  $     2,000 黃O娥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48  104年7月28日  $     2,811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浸信宣道會高雄覺

民教會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51  104年7月30日  $     3,000 廖O珠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52  104年7月30日 5,000$   黃O翀 尼泊爾賑災重建

98,096$  

  華字000-1654  104年8月7日 1,000$   主知名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57  104年8月10日 8,400$   童O真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58  104年8月11日  $        500 陳O芳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59  104年8月11日  $        500 黃O雯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60  104年8月11日  $        100 洪O華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61  104年8月11日  $        500 林O昇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62  104年8月11日  $        200 陳O宏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63  104年8月11日  $        100 陳O怡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64  104年8月11日  $        100 林O菱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65  104年8月11日  $        200 洪O瑄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66  104年8月11日  $     1,000 李O志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688  104年8月13日  $     2,000 鄒O安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90補  104年8月25日  $     5,000 周O君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91補  104年8月25日  $     3,000 陳O美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09  104年8月28日  $ 215,013 傅O康 尼泊爾賑災重建

 $ 237,613

  華字000-1813  104年9月7日  $     3,000 傅O妮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14  104年9月7日  $     3,000 鄭O雪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15  104年9月7日  $     2,000 李O玉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16  104年9月7日  $     2,000 林O挺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17  104年9月7日  $     3,000 加楓餐廳有限公司左營分公司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18  104年9月7日  $     3,000 Nathaneal Amacker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19  104年9月7日  $     1,013 Pei Chen Lin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20  104年9月7日  $     1,000 李O軒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21  104年9月7日  $     3,000 吳O華 尼泊爾賑災重建

社團法人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送愛到尼泊爾-災後重建計畫 勸募字號：衛部救字第1041361721

民國104年7月2至105年6月9日

捐款明細表

 7月小計

 8月小計



  華字000-1827  104年9月9日  $   10,000 社團法人中華培愛全人關懷協會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38  104年9月16日  $     1,500 邱O芝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40  104年9月16日  $ 130,000 南投縣國姓鄉長福國民小學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41  104年9月22日  $     1,000 李O成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42  104年9月22日  $     1,000 陳O尤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51  104年9月26日  $     1,000 曹O興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70  104年9月26日 $20,427 主知名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71  104年9月26日  $     1,000 梁O智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72  104年9月26日  $        150 王O霖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73  104年9月26日  $        150 黃O慧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74  104年9月26日  $   20,000 邱O畢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75  104年9月26日  $   10,000 劉O貞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76  104年9月26日  $     6,000 廖O倫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77  104年9月26日  $     2,000 陳O美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78  104年9月26日  $        500 紀O滿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79  104年9月26日  $     2,000 林O芳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80  104年9月26日  $          60 梁O智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83補  104年9月30日  $     5,000 周O君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84補  104年9月30日  $     3,000 陳O美 尼泊爾賑災重建

 $ 235,800

  華字000-1886  104年10月1日 $1,000 黃O昇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87  104年10月6日  $     2,500 許O昕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88  104年10月6日  $     2,500 許O昤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53  104年10月27日  $   10,000 陳O宏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54  104年10月27日  $     1,000 陳O宏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94  104年10月13日  $        500 蘇O媚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869  104年10月21日  $   25,000 陳O云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950  104年10月27日  $   20,000 台灣基督教長老會成功教會 尼泊爾賑災重建

 $   62,500

  華字000-1951  104年11月9日  $        800 張O筑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959  104年11月16日  $     3,000 陳O美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960  104年11月16日  $     6,536 周O君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963  104年11月16日  $        400 呂O甄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964  104年11月16日  $        500 呂O甄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972  104年11月26日  $     6,000 張O雅 尼泊爾賑災重建

 $   17,236

  華字000-1998  104年12月29日 2,400$   張O筑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1999  104年12月29日  $     4,800 鄭O心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2000  104年12月30日  $     1,000 于O民 尼泊爾賑災重建

  華字000-2023  105年2月19日  $   14,300 蔡O仁 尼泊爾賑災重建

 $   22,500

 $ 673,745 合計

 9月小計

 10月小計

 11月小計

 12月小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