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會東部中會台東教會 5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會東部中會台東教會 132,000                    

教會合計: 182,000                 

捐款人 金        額

更生長老教會 39,520                      

捐款人 金        額

白明珠 5,000                        

彭亦欣 1,000                        

董瑋雯 1,000                        

教會合計: 46,520                   

捐款人 金        額

知本長老教會 3,500                        

教會合計: 3,500                     

捐款人 金        額

初鹿長老教會 8,800                        

教會合計: 8,800                     

捐款人 金        額

鹿野長老教會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簡安硌 6,000                        

東部中會  台東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更生

【獎學金奉獻收入】

東部中會  更生

【奉獻主日奉獻】

財團法人台灣神學院
奉獻名單列印

106年8月1日~107年7月31日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台東

【獎學金奉獻收入】

東部中會  關山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知本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初鹿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鹿野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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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關山長老教會 11,968                      

教會合計: 17,968                   

捐款人 金        額

李興雄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池上長老教會 17,000                      

教會合計: 29,000                   

捐款人 金        額

都興長老教會 2,200                        

教會合計: 2,200                     

捐款人 金        額

新港長老教會 6,600                        

教會合計: 6,600                     

捐款人 金        額

長濱長老教會 1,800                        

教會合計: 1,800                     

捐款人 金        額

美港長老教會 32,250                      

教會合計: 32,250                   

捐款人 金        額

林如佐 6,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美崙教會 10,000                      

鍾慧明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美崙教會 31,900                      

楊惠玲 1,000                        

教會合計: 148,900                 

東部中會  池上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都興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新港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關山

【後援會-一般奉獻】

東部中會  池上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美崙

東部中會  長濱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美港

【後援會-一般奉獻】

東部中會  美崙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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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北濱長老教會 10,900                      

教會合計: 10,900                   

捐款人 金        額

花蓮港長老教會 20,000                      

捐款人 金        額

花蓮港長老教會 18,000                      

教會合計: 38,0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730                           

沈玟佐 500                           

莊玉香 500                           

許佳惠 1,000                        

陳月秀 1,000                        

陳景祥 500                           

曾進達 2,000                        

黃慕龍 1,000                        

溫思德 500                           

趙秀吟 1,000                        

賴玉鳳 1,000                        

賴惠美 500                           

教會合計: 10,230                   

捐款人 金        額

南埔長老教會 12,100                      

教會合計: 12,100                   

捐款人 金        額

東方長老教會 20,000                      

教會合計: 20,000                   

捐款人 金        額

胡志彊 15,000                      

廖智玲 10,000                      

東部中會  花蓮港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信義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南埔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北濱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東部中會  花蓮港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東方

【後援會-一般奉獻】

東部中會  北埔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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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北埔長老教會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北埔長老教會 15,800                      

教會合計: 50,800                   

捐款人 金        額

歐嘉珍 25,000                      

捐款人 金        額

懷恩長老教會 11,700                      

教會合計: 36,700                   

捐款人 金        額

慶豐長老教會 16,600                      

教會合計: 16,600                   

捐款人 金        額

池怡凡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壽豐長老教會 17,000                      

教會合計: 27,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東部中會志學教會統編994112 3,300                        

教會合計: 3,300                     

捐款人 金        額

豐田長老教會 7,000                        

教會合計: 7,000                     

捐款人 金        額

鳳林長老教會 4,150                        

東部中會  慶豐

【後援會-一般奉獻】

東部中會  壽豐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壽豐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北埔

【後援會-一般奉獻】

東部中會  懷恩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懷恩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北埔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志學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豐田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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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4,150                     

捐款人 金        額

大安長老教會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光濱長老教會 2,990                        

教會合計: 2,990                     

捐款人 金        額

瑞穗長老教會 11,150                      

教會合計: 11,150                   

捐款人 金        額

加密山長老教會 22,924                      

教會合計: 22,924                   

捐款人 金        額

玉里長老教會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東里長老教會 4,000                        

教會合計: 4,000                     

捐款人 金        額

富里長老教會 3,000                        

教會合計: 3,000                     

中會合計: 768,382               

捐款人 金        額

王文玉 12,000                      

王巧雲 100,000                    

吳娟娟 60,000                      

東部中會  加密山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玉里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東里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大安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光濱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瑞穗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東部中會  富里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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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姳慧 5,500                        

李銘慧 500                           

候王淑昭 5,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濟南基督長老教會 6,000                        

莊宏義 7,000                        

陳寬義 250,000                    

劉斐雲 2,400                        

劉裴雲 800                           

欒珊瑚 8,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北市濟南基督長老教會 40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北市濟南基督長老教會 81,900                      

曾正智 2,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北市濟南基督長老教會 28,000                      

教會合計: 969,100                 

捐款人 金        額

王純瑛 1,000                        

王淑霞 1,000                        

有志九名 900                           

朱徐淑喜 1,000                        

艾莉詩服飾股份有限公司李士英先生 60,000                      

吳孟勳 1,000                        

吳孟輯 1,000                        

阮曉春 1,000                        

周素絹 1,000                        

周雲 2,000                        

幸福食堂 1,500                        

林雪如 1,000                        

張寶雪 3,000                        

郭玲霜 2,000                        

黃寶瓊 500                           

椰子團契 10,000                      

鄭敦仁 6,000                        

盧錦芬 1,000                        

蘇明源 2,100                        

蘇明源  劉惠雅 2,000                        

七星中會  濟南

【獎學金奉獻收入】

七星中會  濟南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雙連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七星中會  濟南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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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幸福食堂 4,500                        

捐款人 金        額

卓宜瑩 1,000                        

周明國 1,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 275,209                    

黃寶有 2,000                        

蔡語恩 5,000                        

捐款人 金        額

周雲 2,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 1,500,000                  

蔡政道 1,000                        

捐款人 金        額

吳建賢 50,000                      

林久恩 450,000                    

徐慈蓮 5,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 2,500,000                  

張向主 300,000                    

張宏德 50,000                      

賴昇亨 李美靜 30,000                      

教會合計: 5,275,709              

捐款人 金        額

第一長老教會 54,400                      

教會合計: 54,4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山基督長老教會 241,000                    

劉乃華 2,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曉瑩 1,000                        

七星中會  雙連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雙連

【特定-為圖書館奉獻】

七星中會  雙連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七星中會  中山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中山

七星中會  雙連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七星中會  雙連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第一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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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中山基督長老教會 146,125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山基督長老教會 180,000                    

教會合計: 570,125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春教會 25,800                      

教會合計: 25,800                   

捐款人 金        額

羅榮福 18,000                      

捐款人 金        額

松江路長老教會 4,500                        

教會合計: 22,500                   

捐款人 金        額

新興長老教會 15,100                      

捐款人 金        額

新興長老教會 24,000                      

教會合計: 39,100                   

捐款人 金        額

張德志 2,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奇璋 3,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直教會 68,496                      

陳美瑤 7,000                        

盧易之 1,000                        

教會合計: 81,496                   

捐款人 金        額

許信裕 12,000                      

七星中會  長春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松江路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松江路

【奉獻主日奉獻】

【獎學金奉獻收入】

七星中會  中山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大直

【受贈收入-門徒營】

七星中會  和平

七星中會  新興

【獎學金奉獻收入】

七星中會  新興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大直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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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張瑩瑩 2,000                        

許哲誠 4,000                        

陳惠周 36,000                      

黃逸銘 5,000                        

羅聖泰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李易真 3,000                        

和平長老教會 172,200                    

陳美瑜 24,000                      

蕭博文 1,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瑜琳 15,000                      

教會合計: 284,200                 

捐款人 金        額

王秀雲 2,000                        

吳悅容 2,000                        

邱德成 游秀秀 10,000                      

柯雪卿 2,000                        

連碧玉 2,000                        

陳桂芳 2,000                        

傅鳳枝 2,000                        

黃雅惠 2,000                        

葉乃齊 18,000                      

詹素景 2,000                        

劉佩蘭 2,000                        

蔡洪素玲 2,000                        

鄭愛玲 2,000                        

簡瑞玲 2,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杼 134                           

林淑芬 5,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東門基督長老教會 101,600                    

蔡貴枝 1,000                        

七星中會  和平

【獎學金奉獻收入】

七星中會  和平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東門

【奉獻主日奉獻】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和平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東門

【獎學金奉獻收入】

七星中會  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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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陳秀宜 3,500                        

教會合計: 163,234                 

捐款人 金        額

李勝雄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111205 200                           

111206 100                           

111207 100                           

111208 100                           

111209 500                           

111210 200                           

111211 100                           

111212 200                           

111213 100                           

464 3,000                        

VEGAS 500                           

方素敏 500                           

王作良 1,000                        

田永人 2,000                        

呂文勇 1,000                        

李勝雄 5,000                        

邱瓊苑 1,000                        

洪彗容 1,000                        

洪增陽 2,000                        

候淑真 1,000                        

徐榮辰 1,000                        

康勝結 700                           

張欽凱 2,000                        

張瑰吟 2,000                        

許晴富 1,000                        

郭哲子 3,000                        

彭豐美 500                           

曾棣旋 1,000                        

游惠茹 1,000                        

黃文禋 1,000                        

溫處安 1,000                        

蔡明和 1,000                        

鄭英兒 2,000                        

謝明道 1,000                        

簡淑香 1,000                        

教會合計: 50,800                   

七星中會  義光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義光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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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陳吳玲珍 2,5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北市仁愛基督長老教會 39,300                      

教會合計: 41,8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市安和教會 17,000                      

教會合計: 17,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北市城東基督長老教會統編01046742 28,500                      

教會合計: 28,500                   

捐款人 金        額

林志能 15,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安教會 5,500                        

高敏惠 1,2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安教會 98,5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安教會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嚴仁慧長老 200,000                    

教會合計: 330,200                 

捐款人 金        額

六張犁長老教會 12,200                      

捐款人 金        額

七星中會  安和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城東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大安

【奉獻主日奉獻】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仁愛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仁愛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六張犁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六張犁

七星中會  大安

【獎學金奉獻收入】

七星中會  大安

【指定-為一般修繕費用】

七星中會  大安

【後援會-一般奉獻】

第 11 頁，共 150 頁



六張犁長老教會 16,800                      

教會合計: 29,000                   

捐款人 金        額

李適安 6,000                        

捐款人 金        額

古亭長老教會 117,062                    

捐款人 金        額

江千代 300                           

施慶彬 2,000                        

徐玉糸秀 500                           

張笑 500                           

陳洋珍 1,000                        

楊啟榮 2,000                        

葉瓊瑤 1,000                        

劉芃玫 500                           

蔡晶瑩 1,000                        

教會合計: 131,862                 

捐款人 金        額

陳瓊林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台北公館教會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台北公館教會 153,500                    

教會合計: 263,500                 

捐款人 金        額

深坑長老教會 5,000                        

捐款人 金        額

深坑長老教會 4,300                        

教會合計: 9,300                     

七星中會  古亭

【獎學金奉獻收入】

七星中會  古亭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公館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古亭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深坑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公館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公館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七星中會  深坑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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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台北中正長老教會 20,000                      

教會合計: 20,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文蔭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中興長老教會 12,200                      

教會合計: 24,200                   

捐款人 金        額

敦化長老教會 12,100                      

教會合計: 12,100                   

捐款人 金        額

蕭聰柔 30,000                      

捐款人 金        額

金陵長老教會 27,800                      

捐款人 金        額

金陵長老教會 50,000                      

教會合計: 107,800                 

捐款人 金        額

聯合長老教會 16,500                      

教會合計: 16,50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崙教會 167,756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崙教會 320,000                    

教會合計: 487,756                 

七星中會  中興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敦化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金陵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中正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中興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中崙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七星中會  中崙

七星中會  金陵

【指定-為一般修繕費用】

七星中會  金陵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聯合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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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三一長老教會 40,000                      

教會合計: 40,000                   

捐款人 金        額

西湖長老教會 8,900                        

教會合計: 8,900                     

捐款人 金        額

內湖長老教會 25,100                      

教會合計: 25,100                   

捐款人 金        額

東湖長老教會 8,010                        

教會合計: 8,01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徐春芳紀念教會 7,800                        

教會合計: 7,800                     

捐款人 金        額

劉娩玲 9,000                        

捐款人 金        額

榮星長老教會 21,900                      

教會合計: 30,900                   

捐款人 金        額

民生長老教會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黃儒嫺 6,000                        

七星中會  西湖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內湖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東湖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三一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民生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吳興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七星中會  吳興

七星中會  徐春芳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榮星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榮星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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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吳興教會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吳興教會 55,600                      

教會合計: 71,600                   

捐款人 金        額

永吉長老教會 17,800                      

羅崇杰 10,000                      

教會合計: 27,800                   

捐款人 金        額

中坡長老教會 12,100                      

教會合計: 12,100                   

捐款人 金        額

永安長老教會 13,300                      

教會合計: 13,300                   

捐款人 金        額

松山長老教會 91,500                      

裴信祐 100,000                    

蔡明憲 2,400                        

捐款人 金        額

松山長老教會 200,000                    

捐款人 金        額

松山長老教會 82,500                      

捐款人 金        額

松山長老教會 100,000                    

教會合計: 576,400                 

捐款人 金        額

七星中會  吳興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永吉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中坡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松山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七星中會  松山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週美

七星中會  永安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松山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七星中會  松山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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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美長老教會 27,400                      

教會合計: 27,400                   

捐款人 金        額

南港長老教會 20,410                      

教會合計: 20,410                   

捐款人 金        額

錫安長老教會 26,900                      

教會合計: 26,900                   

捐款人 金        額

中研長老教會 4,500                        

捐款人 金        額

中研長老教會 15,900                      

教會合計: 20,400                   

捐款人 金        額

汐止長老教會 22,300                      

捐款人 金        額

李新添 1,000                        

梁進宗 1,000                        

梁慈敏 1,000                        

教會合計: 25,300                   

捐款人 金        額

李妍慧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社后長老教會 14,000                      

教會合計: 26,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睦幸 2,000                        

七星中會  南港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錫安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中研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社后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社后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水源

七星中會  中研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汐止

【獎學金奉獻收入】

七星中會  汐止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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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芳年 2,000                        

張朝信 2,000                        

程國城 2,000                        

黃義祿 2,000                        

楊斐文 2,000                        

劉子潮 2,000                        

劉信有 2,000                        

捐款人 金        額

水源長老教會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水源長老教會 12,800                      

教會合計: 38,800                   

捐款人 金        額

康寧街長老教會 20,000                      

捐款人 金        額

康寧街長老教會 17,900                      

教會合計: 37,900                   

捐款人 金        額

松安長老教會 6,500                        

教會合計: 6,500                     

捐款人 金        額

安樂長老教會 19,800                      

教會合計: 19,800                   

捐款人 金        額

基隆長老教會 54,700                      

教會合計: 54,700                   

捐款人 金        額

張夢婷 2,400                        

七星中會  水源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水源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七星中會  康寧街

【奉獻主日奉獻】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七星中會  基隆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基隆中正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基隆中正

七星中會  康寧街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松安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安樂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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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基隆中正長老教會 9,400                        

教會合計: 11,800                   

捐款人 金        額

基隆中山長老教會 14,250                      

教會合計: 14,250                   

捐款人 金        額

正濱長老教會 14,800                      

教會合計: 14,800                   

捐款人 金        額

東明長老教會 5,800                        

教會合計: 5,800                     

捐款人 金        額

和平島長老教會 13,400                      

教會合計: 13,400                   

捐款人 金        額

暖暖長老教會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建德長老教會 13,600                      

捐款人 金        額

建德長老教會 7,000                        

教會合計: 20,6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500                           

呂忠勝 1,000                        

林安明 1,000                        

林映筑 200                           

胡玉滿 1,000                        

七星中會  中山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正濱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東明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建德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安瀾橋

七星中會  和平島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暖暖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建德

【指定-為場地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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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卿 300                           

連嫣嫣 1,000                        

游慧敏 300                           

楊國誠 1,000                        

鄭仰恩 500                           

鄭仰智 1,000                        

蕭文銀 1,000                        

教會合計: 8,800                     

捐款人 金        額

七堵長老教會 6,100                        

教會合計: 6,100                     

捐款人 金        額

金包里長老教會 7,001                        

教會合計: 7,001                     

捐款人 金        額

瑞芳長老教會 18,812                      

教會合計: 18,812                   

捐款人 金        額

九份長老教會 7,200                        

教會合計: 7,200                     

捐款人 金        額

榮隆長老教會 5,250                        

教會合計: 5,250                     

捐款人 金        額

雙溪長老教會 6,200                        

教會合計: 6,2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宜蘭教會 43,820                      

陳維立 6,000                        

教會合計: 49,820                   

七星中會  金包里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瑞芳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九份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七堵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榮隆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雙溪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宜蘭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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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蘭陽長老教會 17,250                      

教會合計: 17,250                   

捐款人 金        額

蔡旻容 300                           

蔡旻蓉 2,1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400                           

吳和鑾 300                           

張人仰 2,000                        

張炯銘 1,000                        

陳中水 1,000                        

陳永光 500                           

陳厚妙 500                           

陳彥禎 500                           

戴月鳳 300                           

謝金安 300                           

教會合計: 9,200                     

捐款人 金        額

王憲雄 1,000                        

有志23人 7,720                        

吳光輝 1,000                        

吳明芬 500                           

吳燦興 1,000                        

呂忠明 1,000                        

林玉馨 1,000                        

林啟安 500                           

林順賢 1,000                        

張建宏 500                           

張斐玲 1,000                        

麥嫣美 500                           

黃紀淑 500                           

黃美苑 1,000                        

黃德泉 1,000                        

楊慧玲 500                           

礁溪長老教會 2,000                        

藍美琴 1,000                        

教會合計: 22,720                   

七星中會  礁溪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蘭陽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頭城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頭城

【奉獻主日奉獻】

第 20 頁，共 150 頁



捐款人 金        額

許碧玲 3,600                        

黃春美 12,000                      

黃淑惠 2,4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羅東教會 105,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羅東教會 62,580                      

捐款人 金        額

王榮信 2,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羅東教會 2,000                        

教會合計: 189,580                 

捐款人 金        額

三星長老教會 10,700                      

教會合計: 10,700                   

捐款人 金        額

利澤簡長老教會 7,950                        

教會合計: 7,950                     

捐款人 金        額

四結長老教會 8,100                        

教會合計: 8,100                     

捐款人 金        額

五結長老教會 1,200                        

周益晉 1,000                        

周祥和 1,000                        

林佳萱 1,000                        

林柏青 800                           

七星中會  羅東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七星中會  羅東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五結

七星中會  三星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利澤簡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四結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羅東

【獎學金奉獻收入】

七星中會  羅東

【特定-為系所事工奉獻】

七星中會  羅東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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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芳嫺 1,000                        

游恩佳 500                           

黃阿敏 1,000                        

楊琇慧 1,000                        

劉棟銘 1,000                        

教會合計: 9,500                     

捐款人 金        額

冬山長老教會 13,550                      

教會合計: 13,550                   

捐款人 金        額

吳聖德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蘇澳長老教會 4,100                        

教會合計: 16,100                   

捐款人 金        額

南方澳長老教會 19,200                      

教會合計: 19,200                   

捐款人 金        額

大南澳長老教會 2,100                        

張興仁 1,000                        

葛銀柳 500                           

蘇子騰 1,000                        

教會合計: 4,600                     

捐款人 金        額

大武崙長老教會 7,800                        

教會合計: 7,800                     

捐款人 金        額

成德長老教會 10,300                      

教會合計: 10,300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冬山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蘇澳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大武崙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成德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信義

七星中會  蘇澳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南方澳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大南澳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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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信義長老教會 23,200                      

教會合計: 23,200                   

捐款人 金        額

蔡裕明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深美長老教會 5,100                        

教會合計: 17,100                   

捐款人 金        額

劉永筑 4,5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安教會 35,400                      

陳怡君 900                           

教會合計: 40,800                   

捐款人 金        額

台北豐盛長老教會 5,100                        

教會合計: 5,100                     

捐款人 金        額

徐慈蓮 10,656                      

捐款人 金        額

台北復興長老教會 4,200                        

教會合計: 14,856                   

捐款人 金        額

五常長老教會 5,300                        

教會合計: 5,300                     

中會合計: 10,830,741          

七星中會  深美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深美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南崁大安

【奉獻主日奉獻】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台北復興教會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五常長老教會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南崁大安

【奉獻主日奉獻】

七星中會  台北豐盛

【後援會-一般奉獻】

七星中會  台北復興教會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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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陳寬寬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李春生紀念長老教會 37,4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妍如 24,000                      

教會合計: 71,400                   

捐款人 金        額

林秀花 2,000                        

柯崇義 12,000                      

柯讚恩 2,000                        

高麗霞 2,000                        

張志道 2,000                        

張明道 2,000                        

張真道 2,000                        

陳福隆 2,000                        

黃立德 2,000                        

鮑克明 2,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稻埕教會 72,400                      

教會合計: 102,400                 

捐款人 金        額

赤峰街長老教會 14,800                      

教會合計: 14,800                   

捐款人 金        額

北門長老教會 17,400                      

教會合計: 17,4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800                           

吳文從 陳珠愛 1,000                        

吳武郎 許麗娟 1,000                        

台北中會  李春生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台北中會  李春生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大稻埕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李春生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建成

台北中會  大稻埕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赤峰街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北門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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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士鈞 500                           

林義傑 1,000                        

林靜秀 1,000                        

邱祐美 1,000                        

邱肇民 1,100                        

張慧良 1,000                        

郭仁吉 3,000                        

陳宇翔 1,000                        

陳能騰 陳潘碧妍 1,000                        

黃之梅 1,000                        

黃重順 黃麗錦 1,000                        

蔡李碧蓮 蔡俐娜 1,000                        

鄭春 1,000                        

盧雪英 2,000                        

鍾松吉 許靜惠 2,000                        

簡榮志 3,000                        

魏忻雍 邱信惠 2,000                        

捐款人 金        額

洪美玲 10,000                      

教會合計: 36,400                   

捐款人 金        額

力靜搖 200                           

有志 500                           

李冠儀 500                           

周芳美 1,000                        

柯富美 500                           

張美齡 500                           

劉秋惠 2,000                        

蔡中榮 1,000                        

教會合計: 6,200                     

捐款人 金        額

陳淑賓 9,000                        

陳惠美 6,00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同教會 46,810                      

教會合計: 61,810                   

台北中會  大同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大同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大橋

【獎學金奉獻收入】

台北中會  建成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蘭州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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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大橋長老教會 24,900                      

教會合計: 24,900                   

捐款人 金        額

吳俊彥 6,000                        

捐款人 金        額

三角埔長老教會 55,550                      

教會合計: 61,550                   

捐款人 金        額

百齡長老教會 16,000                      

教會合計: 16,000                   

捐款人 金        額

博愛手語長老教會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蔡惠善 2,000                        

捐款人 金        額

劍橋長老教會 24,200                      

捐款人 金        額

偕進義 2,000                        

教會合計: 28,200                   

捐款人 金        額

城中長老教會統一編號20085060 56,000                      

捐款人 金        額

城中長老教會統一編號20085060 82,200                      

教會合計: 138,200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劍橋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台北中會  城中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城中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博愛手語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劍橋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劍橋

【獎學金奉獻收入】

台北中會  三角埔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三角埔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百齡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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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央教會 14,800                      

教會合計: 14,800                   

捐款人 金        額

王功亮 2,000                        

王麗卿 2,000                        

朱明黛 2,000                        

江李月碧 2,000                        

呂錫懷 2,000                        

李慧娟 2,000                        

沈素雲 1,000                        

周志哲 2,000                        

周淑卿 2,000                        

林安雅 2,000                        

林榮秀 2,000                        

邱美瑛 2,000                        

南門長老教會 50,000                      

施明理 2,000                        

施嘉慧 2,000                        

洪淑芳 2,000                        

胡忠仰 何淑娟 2,000                        

胡美瑢 2,000                        

倪振亞 2,000                        

徐玉蘭 2,000                        

徐菊子 2,000                        

張芳惠 2,000                        

張麗紅 2,000                        

許秀琴 2,000                        

許雅美 2,000                        

陳李菊子 4,000                        

陳振光 4,000                        

陳振宗 2,000                        

陳培豪 2,000                        

陳淑茹 1,000                        

陳菊英 1,000                        

陳楊秀媛 2,000                        

陳溫良 2,000                        

黃玉珍 2,000                        

黃佳玲 2,000                        

黃昭嘉 2,000                        

楊月華 2,000                        

楊王美珠 2,000                        

楊美妹 2,000                        

台北中會  中央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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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惠美 2,000                        

廖照美 2,000                        

劉美枝 2,000                        

劉美節 2,000                        

劉懷德 2,000                        

蔡文翔 2,000                        

蔡正河 2,000                        

蔡原裕 2,000                        

蔡循典 2,000                        

鄭哲政 2,000                        

盧嚴淑慧 20,000                      

賴寧寧 4,000                        

賴鴻緒 2,000                        

薛伯讚 吳惠玉 4,000                        

謝嬌蓉 2,000                        

捐款人 金        額

南門長老教會 114,100                    

張慧瑜 1,000                        

蘇建華 2,000                        

教會合計: 296,100                 

捐款人 金        額

中華長老教會 1,500                        

教會合計: 1,500                     

捐款人 金        額

艋舺長老教會 150,000                    

捐款人 金        額

艋舺長老教會 110,350                    

教會合計: 260,350                 

捐款人 金        額

李明政 2,400                        

捐款人 金        額

華興長老教會 12,000                      

教會合計: 14,400                   

台北中會  華興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華興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中華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台北中會  艋舺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艋舺

【後援會-一般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南門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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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李湘萍 2,000                        

林碩彥 2,000                        

洪耀權 4,000                        

紀美華 2,000                        

紀豊韡 2,000                        

張王泉 2,000                        

許錫珍 2,000                        

陳坤林 2,000                        

陳持平 2,000                        

曾秋雄 2,000                        

葉碧玉 2,000                        

蔡瓊綢 2,000                        

賴木香 2,000                        

捐款人 金        額

信愛長老教會 11,700                      

教會合計: 39,700                   

捐款人 金        額

雙園長老教會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儀菁 6,000                        

捐款人 金        額

西園長老教會 13,600                      

教會合計: 19,600                   

捐款人 金        額

鄭林麗卿 2,400                        

捐款人 金        額

文山長老教會 39,500                      

捐款人 金        額

駱昆和 1,000                        

台北中會  信愛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文山

台北中會  西園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文山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文山

【獎學金奉獻收入】

台北中會  信愛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雙園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西園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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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42,900                   

捐款人 金        額

萬芳長老教會 6,500                        

教會合計: 6,500                     

捐款人 金        額

吳文文 1,000                        

景美長老教會 42,800                      

教會合計: 43,800                   

捐款人 金        額

七張長老教會 27,400                      

教會合計: 27,40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店教會 統編76767361 50,00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店教會 統編76767361 258,200                    

捐款人 金        額

丁清泉 2,000                        

王美滿 2,000                        

王美霞 1,000                        

林淑鶴 1,000                        

林蘭芳 2,000                        

郭春玉 2,000                        

陳素珍 2,000                        

蔡育芬 3,000                        

鄭麗榕 1,000                        

教會合計: 324,20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民權教會 31,200                      

教會合計: 31,200                   

捐款人 金        額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萬芳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景美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新店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民權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安坑

台北中會  七張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台北中會  新店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新店

【獎學金奉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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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坑長老教會 15,400                      

教會合計: 15,400                   

捐款人 金        額

重陽長老教會 12,700                      

教會合計: 12,700                   

捐款人 金        額

方恩宏 2,000                        

王子貝 2,000                        

王子瑩 2,000                        

石佳恩 3,600                        

伉儷團契 2,000                        

吳蕙芬 2,000                        

沈美琳 2,000                        

林淑如 2,000                        

林睿安 2,000                        

邱錦郎 2,000                        

張惠萍 1,200                        

莊妙音 2,000                        

郭宏恩 2,000                        

陳裕忠 2,000                        

黃淑貞 2,000                        

黃曉如 2,000                        

楊明王常 2,000                        

劉志柏 2,000                        

劉宗達 2,000                        

劉麗雪 2,000                        

羅愛好 2,00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三重埔教會統編76892537 30,00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三重埔教會統編76892537 47,044                      

教會合計: 119,844                 

捐款人 金        額

民安長老教會 12,600                      

教會合計: 12,600                   

台北中會  重陽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三重埔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台北中會  三重埔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三重埔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民安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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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三光長老教會 17,380                      

教會合計: 17,380                   

捐款人 金        額

三重救恩長老教會 11,000                      

教會合計: 11,000                   

捐款人 金        額

重新長老教會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重新長老教會 43,200                      

教會合計: 143,200                 

捐款人 金        額

仁義長老教會 15,100                      

捐款人 金        額

碩為企業有限公司 10,000                      

教會合計: 25,100                   

捐款人 金        額

厚德長老教會 19,100                      

教會合計: 19,100                   

捐款人 金        額

二重埔長老教會 6,900                        

教會合計: 6,900                     

捐款人 金        額

新泰長老教會 16,900                      

教會合計: 16,900                   

捐款人 金        額

台北中會  仁義

【指定-為一般修繕費用】

台北中會  仁義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厚德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救恩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台北中會  重新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重新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三光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二重埔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新泰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新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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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莊教會 50,940                      

教會合計: 50,940                   

捐款人 金        額

中港長老教會 7,750                        

教會合計: 7,750                     

捐款人 金        額

聖望長老教會 21,300                      

教會合計: 21,300                   

捐款人 金        額

朱召平 4,000                        

吳惠珠 2,000                        

林麗娜 2,000                        

林寶珠 2,000                        

張文豐 2,000                        

張佳萱 6,000                        

許瓊惠 2,000                        

陳來成 2,000                        

陳榮賢 2,000                        

黃寶惠 6,000                        

楊桂蘭 2,000                        

褚廖秀娥 2,000                        

盧芳美 2,000                        

捐款人 金        額

三和長老教會 6,400                        

教會合計: 42,400                   

捐款人 金        額

明志長老教會 41,600                      

捐款人 金        額

安志明 55,000                      

教會合計: 96,600                   

捐款人 金        額

泰山長老教會 4,200                        

台北中會  三和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明志

【獎學金奉獻收入】

台北中會  明志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中港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聖望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三和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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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4,200                     

捐款人 金        額

林口長老教會 31,600                      

教會合計: 31,600                   

捐款人 金        額

文化長老教會 13,500                      

教會合計: 13,500                   

捐款人 金        額

蘆洲長老教會 38,800                      

捐款人 金        額

蘆洲長老教會松年團契 4,250                        

教會合計: 43,050                   

捐款人 金        額

信義長老教會 20,000                      

捐款人 金        額

信義長老教會 10,300                      

教會合計: 30,300                   

捐款人 金        額

蔡瑩儒 6,000                        

捐款人 金        額

五股長老教會 5,400                        

教會合計: 11,400                   

捐款人 金        額

八里長老教會 12,900                      

教會合計: 12,900                   

台北中會  信義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五股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五股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蘆洲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台北中會  蘆洲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台北中會  信義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林口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文化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八里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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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板橋長老教會 18,000                      

捐款人 金        額

板橋長老教會 16,000                      

教會合計: 34,000                   

捐款人 金        額

後埔長老教會 23,850                      

教會合計: 23,850                   

捐款人 金        額

新民長老教會 13,600                      

教會合計: 13,600                   

捐款人 金        額

張啟華 1,000                        

許文義 1,000                        

鄧寶珠 1,000                        

教會合計: 3,000                     

捐款人 金        額

埔墘長老教會 22,100                      

教會合計: 22,100                   

捐款人 金        額

華江長老教會 16,700                      

教會合計: 16,700                   

捐款人 金        額

永和長老教會 57,000                      

教會合計: 57,000                   

捐款人 金        額

呂基正 9,000                        

台北中會  埔墘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華江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永和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後埔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新民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浮洲

【奉獻主日奉獻】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台北中會  板橋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永光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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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永光長老教會 90,022                      

教會合計: 99,022                   

捐款人 金        額

方玲玲 2,400                        

捐款人 金        額

方玲玲 1,200                        

捐款人 金        額

方玲玲 2,400                        

秀朗長老教會 1,200                        

林慧英 2,000                        

捐款人 金        額

秀朗長老教會 21,900                      

捐款人 金        額

方玲玲 1,200                        

教會合計: 32,300                   

捐款人 金        額

民享長老教會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雙和長老教會 32,400                      

教會合計: 32,40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和教會 25,700                      

教會合計: 25,700                   

捐款人 金        額

土城長老教會 10,000                      

台北中會  秀朗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民享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雙和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秀朗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秀朗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秀朗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受贈收入-後援會】

台北中會  秀朗

【受贈收入-為經常費】

台北中會  中和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台北中會  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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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土城長老教會 42,850                      

教會合計: 52,850                   

捐款人 金        額

金城長老教會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金城長老教會 6,800                        

教會合計: 16,800                   

捐款人 金        額

洪美珍 2,400                        

捐款人 金        額

城光長老教會 4,600                        

教會合計: 7,000                     

捐款人 金        額

鄭麗純 300                           

捐款人 金        額

三峽長老教會 22,810                      

教會合計: 23,110                   

捐款人 金        額

原美長老教會 2,300                        

教會合計: 2,300                     

捐款人 金        額

謝英皆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謝育智 2,400                        

台北中會  城光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三峽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三峽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金城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金城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城光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土城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台北中會  原美

【受贈收入-為各項事工】

台北中會  樹林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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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新北市樹林基督長老教會 32,300                      

教會合計: 44,700                   

捐款人 金        額

佳富長老教會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鶯歌長老教會 48,500                      

教會合計: 48,500                   

捐款人 金        額

士林長老教會 53,950                      

翁心怡 2,000                        

捐款人 金        額

士林長老教會 12,000                      

教會合計: 67,950                   

捐款人 金        額

士東長老教會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士東長老教會 19,700                      

教會合計: 29,700                   

捐款人 金        額

國際日語長老教會 11,500                      

教會合計: 11,5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中會天母教會 14,000                      

台北中會  士林

【特定-為其他事工奉獻】

台北中會  士林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台北中會  士東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樹林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佳富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鶯歌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天母

台北中會  士東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國際日語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天母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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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中會天母教會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中會天母教會 43,2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中會天母教會 20,000                      

教會合計: 177,200                 

捐款人 金        額

關渡長老教會 20,000                      

捐款人 金        額

鄭綿綿 2,100                        

關渡長老教會 18,800                      

教會合計: 40,900                   

捐款人 金        額

明德長老教會 25,350                      

捐款人 金        額

許舜美 2,000                        

教會合計: 27,350                   

捐款人 金        額

石牌長老教會 33,500                      

教會合計: 33,500                   

捐款人 金        額

蘭雅長老教會 8,700                        

教會合計: 8,700                     

捐款人 金        額

義理長老教會 26,100                      

教會合計: 26,100                   

台北中會  關渡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關渡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明德

【獎學金奉獻收入】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天母

【獎學金奉獻收入】

台北中會  天母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台北中會  義理

台北中會  明德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石牌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蘭雅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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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翁正雄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新北投長老教會 29,200                      

教會合計: 41,200                   

捐款人 金        額

陳文輝 50,000                      

羅榮光 彭金枝 5,000                        

捐款人 金        額

北投長老教會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北投長老教會 16,100                      

教會合計: 171,100                 

捐款人 金        額

康進順 1,00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尊賢教會 32,60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尊賢教會 20,000                      

教會合計: 53,600                   

捐款人 金        額

竹圍長老教會 27,500                      

教會合計: 27,500                   

捐款人 金        額

黃敏揚 12,000                      

台北中會  北投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台北中會  北投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北投

【後援會-一般奉獻】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新北投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新北投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竹圍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淡水

台北中會  尊賢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尊賢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台北中會  尊賢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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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林輝煌 10,000                      

淡水長老教會 81,330                      

教會合計: 103,330                 

捐款人 金        額

王士強 2,000                        

王士騏 2,000                        

王美政 2,000                        

王榮主 2,000                        

石玉珍 2,000                        

呂政達 2,000                        

岑仲瓊 2,000                        

李煥金 2,000                        

沈金陵 2,000                        

卓學能 2,000                        

周文明 2,000                        

林宜靜 12,000                      

林淑麗 2,000                        

林貴清 2,000                        

邱添彥 2,000                        

洪寶貝 2,000                        

胡穗卿 2,000                        

孫鵬虯 2,000                        

張德明 2,000                        

張寶根 2,000                        

許皓淳 2,000                        

許筱梅 2,000                        

陳志昇 2,000                        

曾悅恩 2,000                        

曾瑞育 2,000                        

楊順傑 3,000                        

楊慰慈 2,000                        

甄秀媚 2,000                        

劉亞萍 2,000                        

蔡茂其 2,000                        

蔡馥蓮 2,000                        

鄭怡明 2,000                        

蕭牧心 2,000                        

蕭聰穎 2,000                        

戴日修 2,000                        

戴秋芸 2,000                        

謝佳琳 2,000                        

台北中會  淡水國語禮拜堂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淡水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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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高明慧 2,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淡水國語禮拜堂 5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淡水國語禮拜堂 19,828                      

教會合計: 156,828                 

捐款人 金        額

馬偕紀念長老教會 5,500                        

教會合計: 5,500                     

捐款人 金        額

成功長老教會 10,600                      

教會合計: 10,600                   

捐款人 金        額

三芝長老教會 12,500                      

教會合計: 12,500                   

捐款人 金        額

南勢角長老教會 8,300                        

教會合計: 8,300                     

捐款人 金        額

坪林長老教會 8,800                        

教會合計: 8,800                     

捐款人 金        額

謝淑芬 2,000                        

捐款人 金        額

幸福長老教會 11,000                      

林志傑 3,000                        

陳欽明 3,000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台北中會  淡水國語禮拜堂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淡水國語禮拜堂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幸福

台北中會  南勢角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坪林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北中會  幸福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馬偕紀念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成功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三芝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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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淑芬 1,000                        

教會合計: 2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淡海教會 11,300                      

教會合計: 11,300                   

捐款人 金        額

中興長老教會統編10087878 2,600                        

蔡斯馨 1,000                        

教會合計: 3,600                     

捐款人 金        額

河邊長老教會 7,100                        

教會合計: 7,10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北大教會 16,850                      

教會合計: 16,85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2,210                        

李娟娟 3,000                        

張世明 500                           

張立初 300                           

張瑜真 1,000                        

連寶鳳 500                           

陳建雄 500                           

教會合計: 8,01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北教會 2,200                        

教會合計: 2,200                     

中會合計: 4,140,924            

捐款人 金        額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淡海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中興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新北

【後援會-一般奉獻】

新竹中會  中壢

台北中會  河邊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北大禮拜堂

【奉獻主日奉獻】

台北中會  偕叡廉紀念教會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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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仰恩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中壢教會 52,200                      

教會合計: 64,2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內壢教會 16,100                      

教會合計: 16,100                   

捐款人 金        額

龍岡長老教會 7,700                        

教會合計: 7,700                     

捐款人 金        額

楊梅長老教會 5,700                        

教會合計: 5,700                     

捐款人 金        額

余紀萍 12,000                      

黃傳郡 11,000                      

趙美珠 12,000                      

趙淑美 2,000                        

趙淑英 22,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桃園教會 29,950                      

教會合計: 88,950                   

捐款人 金        額

李章裕 12,000                      

陳秋敏 2,4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迦南教會 77,900                      

鄭雲鈴 3,000                        

教會合計: 95,300                   

新竹中會  內壢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龍岡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楊梅

【後援會-一般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中壢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迦南

新竹中會  桃園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桃園

【後援會-一般奉獻】

新竹中會  迦南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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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陳芬蘭 5,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宏恩教會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宏恩教會 113,920                    

潘美貞 8,000                        

謝嘉斬 3,000                        

教會合計: 229,920                 

捐款人 金        額

蔡欣延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龜山長老教會 30,500                      

教會合計: 40,500                   

捐款人 金        額

八德長老教會 7,400                        

教會合計: 7,400                     

捐款人 金        額

大溪長老教會 5,420                        

教會合計: 5,420                     

捐款人 金        額

大園長老教會 13,900                      

教會合計: 13,900                   

捐款人 金        額

徐雪芳 7,200                        

傅鈺婷 1,000                        

楊惠珍 14,000                      

新竹中會  宏恩

【後援會-一般奉獻】

新竹中會  龜山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龜山

【奉獻主日奉獻】

【後援會-一般奉獻】

新竹中會  宏恩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新竹中會  宏恩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南崁

新竹中會  八德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大溪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大園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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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聰琪 1,5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南崁教會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南崁教會 109,500                    

教會合計: 233,2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大竹教會 2,200                        

教會合計: 2,2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教會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教會 98,000                      

教會合計: 198,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中正教會 26,300                      

教會合計: 26,3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姵妤 6,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公園教會 54,900                      

教會合計: 60,9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啟信教會 27,280                      

教會合計: 27,280                   

新竹中會  大竹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新竹中會  新竹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新竹

【奉獻主日奉獻】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新竹中會  南崁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南崁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啟信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竹北

新竹中會  中正

【後援會-一般奉獻】

新竹中會  公園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公園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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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向山正傑 3,000                        

竹北長老教會 15,100                      

吳俊鋒 24                             

李月英 200                           

李國航 1,000                        

周禕平 1,000                        

林坤麟 500                           

林國輝 1,000                        

林道真 1,000                        

林儀琪 1,000                        

姜禹 1,000                        

姚春香 1,000                        

范幸英 1,000                        

徐仁相 1,000                        

張光琴 5,000                        

張瑞賢 1,000                        

郭慧瑜 1,000                        

陳又菱 1,500                        

陳怡如 1,000                        

陳美君 1,000                        

陳樹霖 1,000                        

陳燕莉 1,000                        

陳麗惠 40,000                      

曾文淦 1,000                        

蔡佳穎 1,000                        

嚴惠馨 1,000                        

教會合計: 83,324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香山教會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二重埔教會 22,613                      

教會合計: 22,613                   

捐款人 金        額

竹南長老教會 41,900                      

謝仲文 3,000                        

教會合計: 44,900                   

新竹中會  二重埔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竹南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頭份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香山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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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頭份教會 20,200                      

教會合計: 20,2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100                           

汪王楷 1,000                        

劉政雄 1,000                        

劉慧美 1,000                        

嚴文溱 1,000                        

蘇朝彰 1,000                        

蘇慶彰 1,000                        

教會合計: 6,100                     

捐款人 金        額

後龍長老教會 23,970                      

教會合計: 23,97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通霄教會 5,400                        

教會合計: 5,400                     

捐款人 金        額

洪美群 1,000                        

洪惠珺 1,000                        

苑裡長老教會 3,000                        

郭仁信 500                           

郭文義 1,000                        

陳秀月 300                           

劉淑月 500                           

鄭智雄 1,000                        

駱賢德 2,000                        

謝雅慧 500                           

鍾金足 500                           

教會合計: 11,300                   

捐款人 金        額

山腳長老教會 11,000                      

教會合計: 11,000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苑裡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山腳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苗栗

新竹中會  獅潭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後龍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通霄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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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苗栗教會 9,250                        

教會合計: 9,25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公館教會 1,800                        

教會合計: 1,800                     

捐款人 金        額

鯉魚潭長老教會 13,100                      

教會合計: 13,1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墩仔腳教會 14,500                      

教會合計: 14,500                   

捐款人 金        額

后里長老教會 9,406                        

教會合計: 9,406                     

捐款人 金        額

泰安長老教會 33,500                      

教會合計: 33,500                   

捐款人 金        額

東勢長老教會 16,620                      

徐玲韻 500                           

教會合計: 17,12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大甲教會 10,200                      

教會合計: 10,200                   

捐款人 金        額

平鎮長老教會 12,700                      

教會合計: 12,700                   

新竹中會  公館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鯉魚潭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墩仔腳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大甲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平鎮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后里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泰安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東勢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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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壽山長老教會 6,200                        

教會合計: 6,2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1,398                        

沈建益 1,000                        

張素禎 1,000                        

湯泰郎 1,000                        

黃良偉 5,000                        

楊世強 1,000                        

教會合計: 10,398                   

捐款人 金        額

草漯長老教會 11,600                      

教會合計: 11,600                   

捐款人 金        額

蘆竹長老教會 31,300                      

教會合計: 31,300                   

捐款人 金        額

廣福福音中心 4,700                        

教會合計: 4,700                     

捐款人 金        額

陳楊來 2,000                        

捐款人 金        額

迦光長老教會 10,010                      

教會合計: 12,010                   

捐款人 金        額

恩典長老教會 4,400                        

教會合計: 4,400                     

新竹中會  新豐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草漯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蘆竹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壽山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恩典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新港

新竹中會  廣福福音中心

【後援會-一般奉獻】

新竹中會  迦光

【奉獻主日奉獻】

新竹中會  迦光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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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新港長老教會 1,600                        

教會合計: 1,600                     

中會合計: 1,560,561            

捐款人 金        額

林淑勤 6,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柳原教會 66,900                      

教會合計: 72,9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民族路教會 59,4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民族路教會 50,000                      

教會合計: 109,400                 

捐款人 金        額

施澧羽 80,000                      

蔡愛慧 5,000                        

蘇志光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忠孝路教會 129,811                    

連真敏 2,000                        

陳正傑 6,000                        

游季燕 1,000                        

教會合計: 235,811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篤行教會 32,400                      

教會合計: 32,400                   

台中中會  柳原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民族路

【特定-為其他事工奉獻】

台中中會  民族路

【後援會-一般奉獻】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中中會  柳原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力行

台中中會  忠孝路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忠孝路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篤行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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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力行教會 19,220                      

教會合計: 19,22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三一教會 40,800                      

張文娜 2,000                        

教會合計: 42,800                   

捐款人 金        額

林慧玲 2,4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向上教會 34,000                      

教會合計: 36,4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北屯教會 13,600                      

教會合計: 13,6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西屯教會 22,400                      

教會合計: 22,400                   

捐款人 金        額

柯秋味 6,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忠明教會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忠明教會 65,500                      

教會合計: 171,5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復興教會 10,800                      

台中中會  向上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北屯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西屯

【後援會-一般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三一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中中會  向上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復興

台中中會  忠明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台中中會  忠明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忠明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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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10,8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杏林教會 8,500                        

教會合計: 8,500                     

捐款人 金        額

梁博仁 60,000                      

捐款人 金        額

磐頂長老教會 120,590                    

教會合計: 180,59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新平教會 50,300                      

教會合計: 50,3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600                           

吳詠晴 1,000                        

沈文雄 1,000                        

阮金銘 1,000                        

徐潭蓉 100                           

劉弘義 1,000                        

蔡慶隆 1,000                        

鄭雅韻 1,000                        

鍾旻憲 1,000                        

魏恒成 1,000                        

教會合計: 8,7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重新教會 8,100                        

教會合計: 8,1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東榮教會 30,000                      

教會合計: 30,000                   

台中中會  磐頂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新平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南屯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杏林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中中會  磐頂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重新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東榮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大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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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大墩教會 9,200                        

教會合計: 9,200                     

捐款人 金        額

平和長老教會 14,600                      

教會合計: 14,600                   

捐款人 金        額

明道長老教會 10,900                      

教會合計: 10,900                   

捐款人 金        額

小鎮長老教會 5,700                        

教會合計: 5,7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1,900                        

江韋韶 1,000                        

江篤信 2,000                        

阮源財 500                           

連紹澤 300                           

陳秀勳 500                           

陳國和 500                           

潘美節 1,000                        

潘豊吉 1,000                        

潘靜慧 1,000                        

教會合計: 9,7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向榮教會 11,900                      

教會合計: 11,900                   

捐款人 金        額

大雅長老教會 14,640                      

教會合計: 14,640                   

捐款人 金        額

台中中會  東山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向榮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大雅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中中會  平和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明道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小鎮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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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曉華 5,000                        

捐款人 金        額

豐原長老教會 42,210                      

教會合計: 47,210                   

捐款人 金        額

石正惠 500                           

有志 1,600                        

朱桂美 500                           

吳妙菊 500                           

吳明德 1,000                        

周約娜 500                           

洪媛婷 1,000                        

紀慶雲 1,000                        

張俊輝 500                           

陳月桃 2,000                        

陳貴雪 1,000                        

陳慧仁 1,000                        

陳聰士 1,000                        

黃俐慎 500                           

黃哲華 1,000                        

黃素蓮 500                           

溫宏順 500                           

溫陳圓 500                           

詹進一 500                           

劉菊 1,000                        

劉雅香 500                           

潘玉倩 1,000                        

賴富美 1,000                        

謝俊雄 2,000                        

教會合計: 21,1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石岡教會 8,400                        

教會合計: 8,400                     

捐款人 金        額

大社長老教會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台中中會  石岡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台中中會  大社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大社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豐原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豐東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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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長老教會 19,900                      

教會合計: 29,9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神岡教會 22,300                      

教會合計: 22,3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潭子教會 10,950                      

教會合計: 10,95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大里教會 24,850                      

教會合計: 24,850                   

捐款人 金        額

內新長老教會 19,100                      

教會合計: 19,1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郇城教會 22,600                      

教會合計: 22,600                   

捐款人 金        額

陳逸群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烏日教會 23,750                      

教會合計: 33,75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霧峰教會 36,610                      

教會合計: 36,610                   

捐款人 金        額

峰谷長老教會 14,000                      

台中中會  神岡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潭子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大里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烏日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霧峰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峰谷

台中中會  內新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郇城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中中會  烏日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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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14,000                   

捐款人 金        額

仁化長老教會 5,700                        

教會合計: 5,7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大肚教會 19,400                      

教會合計: 19,4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沙鹿教會 9,500                        

教會合計: 9,5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龍井教會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文龍 2,000                        

有志 500                           

李素貴 500                           

陳素哖 500                           

陳線真 1,000                        

黃麗卿 500                           

鄭勝元 500                           

教會合計: 5,500                     

捐款人 金        額

清水長老教會 5,700                        

教會合計: 5,700                     

捐款人 金        額

楊佳禎 12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南投基督長老教會 34,850                      

台中中會  仁化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大肚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沙鹿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南投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南投

台中中會  龍井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台中港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清水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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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154,85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中寮教會 2,700                        

教會合計: 2,700                     

捐款人 金        額

莊秀銀 2,000                        

郭美貞 2,000                        

黃英成 2,000                        

楊華君 2,000                        

劉明雪 2,000                        

魏淑華 2,000                        

鐘碧娥 2,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草屯教會 27,260                      

教會合計: 41,260                   

捐款人 金        額

國姓長老教會 3,400                        

教會合計: 3,400                     

捐款人 金        額

中興長老教會 21,900                      

教會合計: 21,900                   

捐款人 金        額

赤水長老教會 1,500                        

教會合計: 1,5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集集教會 8,000                        

教會合計: 8,000                     

捐款人 金        額

水里長老教會 4,400                        

台中中會  草屯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草屯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國姓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中寮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中中會  水里

台中中會  中興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赤水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集集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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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4,4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竹山教會 13,150                      

教會合計: 13,150                   

捐款人 金        額

鹿谷長老教會 9,600                        

教會合計: 9,600                     

捐款人 金        額

愛蘭長老教會 15,500                      

教會合計: 15,5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埔里教會 24,200                      

教會合計: 24,200                   

捐款人 金        額

大湳長老教會 7,853                        

教會合計: 7,853                     

捐款人 金        額

牛眠長老教會 3,500                        

教會合計: 3,500                     

捐款人 金        額

大坪頂瑪喜樂紀念長老教會 2,000                        

余振源 2,000                        

曹安蓮 500                           

陳倩白 1,000                        

教會合計: 5,5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500                           

何琬珺 200                           

吳品慧 500                           

台中中會  愛蘭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埔里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大湳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竹山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鹿谷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牛眠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大坪頂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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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惠玲 1,000                        

李惠凡 1,500                        

林詩宏 500                           

唐致美 1,000                        

高裕昌 1,000                        

張文軒 1,000                        

陳怡樺 1,000                        

章裕明 500                           

游文純 1,000                        

游民牧 200                           

葉元傑 1,000                        

潘怡如 1,000                        

潘美信 1,000                        

潘哲雄 1,000                        

教會合計: 13,900                   

捐款人 金        額

李香蘭 500                           

南豐長老教會 750                           

謝弘信 75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日月潭長老教會 6,500                        

教會合計: 6,500                     

捐款人 金        額

魚池長老教會 16,200                      

教會合計: 16,200                   

捐款人 金        額

吉峰長老教會 7,400                        

教會合計: 7,400                     

捐款人 金        額

太平長老教會 4,800                        

教會合計: 4,800                     

捐款人 金        額

榮神長老教會 6,000                        

台中中會  吉峰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太平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榮神

台中中會  南豐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日月潭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魚池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第 60 頁，共 150 頁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中清教會 4,900                        

教會合計: 4,900                     

捐款人 金        額

台中健行長老教會 2,900                        

教會合計: 2,900                     

捐款人 金        額

大慶長老教會 11,700                      

教會合計: 11,7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蒙恩教會 103,200                    

捐款人 金        額

朱麗娟 34,85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蒙恩教會 89,150                      

黃春田 5,000                        

黃茜茿 600                           

教會合計: 232,800                 

捐款人 金        額

健清長老教會 5,300                        

教會合計: 5,3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南崗教會 1,600                        

教會合計: 1,6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後瓏子教會 統編4745908 320,000                    

教會合計: 320,000                 

中會合計: 2,425,944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南崗

【獎學金奉獻收入】

台中中會  後瓏子

台中中會  蒙恩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台中中會  蒙恩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健清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中清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健行

【奉獻主日奉獻】

台中中會  大慶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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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彰化長老教會 32,450                      

教會合計: 32,450                   

捐款人 金        額

永福長老教會 3,000                        

捐款人 金        額

丁嫄棻 1,000                        

永福長老教會 88,200                      

教會合計: 92,2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蘭大衛紀念教會 5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蘭大衛紀念教會 71,600                      

教會合計: 121,600                 

捐款人 金        額

中山長老教會 2,800                        

教會合計: 2,800                     

捐款人 金        額

花壇長老教會 21,900                      

教會合計: 21,9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秀水教會 13,626                      

教會合計: 13,626                   

捐款人 金        額

草港長老教會 4,600                        

教會合計: 4,600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彰化

【後援會-一般奉獻】

彰化中會  秀水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草港

彰化中會  蘭大衛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中山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花壇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永福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永福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彰化中會  蘭大衛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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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鹿港教會 13,600                      

教會合計: 13,600                   

捐款人 金        額

東興長老教會 6,700                        

教會合計: 6,7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和美教會 7,350                        

教會合計: 7,350                     

捐款人 金        額

彰山長老教會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白沙長老教會 4,500                        

教會合計: 4,500                     

捐款人 金        額

梅鑒霧長老教會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萬豐長老教會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鄭博文 1,200                        

捐款人 金        額

梧鳳長老教會 5,000                        

教會合計: 6,200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鹿港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梧鳳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梧鳳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白沙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梅鑒霧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萬豐

【後援會-一般奉獻】

彰化中會  東興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和美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彰山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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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合興教會 200                           

教會合計: 200                       

捐款人 金        額

萬興長老教會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永靖長老教會 3,000                        

教會合計: 3,000                     

捐款人 金        額

員林長老教會 3,200                        

教會合計: 3,2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和平教會 16,400                      

教會合計: 16,4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2,300                        

蕭照良 1,000                        

教會合計: 3,3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田中教會 13,200                      

教會合計: 13,200                   

捐款人 金        額

北斗長老教會 2,100                        

教會合計: 2,1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溪州教會 3,200                        

教會合計: 3,200                     

彰化中會  合興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北斗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溪州

彰化中會  和平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社頭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田中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萬興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永靖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員林

【奉獻主日奉獻】

第 64 頁，共 150 頁



捐款人 金        額

陳志誠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二水長老教會 14,700                      

教會合計: 26,700                   

捐款人 金        額

蕭凱文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員東路教會 6,100                        

教會合計: 6,100                     

捐款人 金        額

草湖長老教會 7,100                        

教會合計: 7,100                     

捐款人 金        額

竹塘長老教會 50,000                      

捐款人 金        額

竹塘長老教會 11,400                      

教會合計: 61,400                   

捐款人 金        額

原斗長老教會 12,300                      

教會合計: 12,300                   

捐款人 金        額

二林長老教會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後援會-一般奉獻】

彰化中會  二水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原斗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彰化中會  二林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二林

彰化中會  草湖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彰化中會  竹塘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竹塘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二水

【後援會-一般奉獻】

彰化中會  聖約翰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員東路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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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長老教會 13,700                      

教會合計: 23,700                   

捐款人 金        額

大城長老教會 3,000                        

教會合計: 3,000                     

捐款人 金        額

仁愛長老教會 5,185                        

教會合計: 5,185                     

捐款人 金        額

王功長老教會 2,100                        

教會合計: 2,100                     

捐款人 金        額

育英長老教會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芳苑長老教會 6,400                        

教會合計: 6,400                     

捐款人 金        額

路上長老教會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大同長老教會 4,800                        

教會合計: 4,800                     

捐款人 金        額

向陽長老教會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向陽長老教會 6,200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大同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彰化中會  向陽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向陽

彰化中會  育英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芳苑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路上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大城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仁愛

【奉獻主日奉獻】

彰化中會  王功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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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16,200                   

捐款人 金        額

美光長老教會 2,300                        

教會合計: 2,300                     

中會合計: 571,411               

捐款人 金        額

林內長老教會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斗六長老教會 37,100                      

教會合計: 37,100                   

捐款人 金        額

方振隆 1,000                        

有志 200                           

林佑憲 20                             

林信實 1,000                        

林謙昌 200                           

美而美 500                           

娜子尤席夫 500                           

黃秀梅 500                           

黃瑭新 1,000                        

黃灑森 500                           

葉莉芬 500                           

廖富源 500                           

劉姵君 300                           

教會合計: 6,720                     

捐款人 金        額

永光長老教會 7,900                        

教會合計: 7,900                     

捐款人 金        額

圳頭坑長老教會 2,000                        

蕭敏風 500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海豐崙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永光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圳頭坑

彰化中會  美光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林內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斗六

【奉獻主日奉獻】

第 67 頁，共 150 頁



教會合計: 2,500                     

捐款人 金        額

斗南長老教會 8,200                        

教會合計: 8,200                     

捐款人 金        額

莿桐長老教會 13,500                      

教會合計: 13,500                   

捐款人 金        額

西螺長老教會 7,360                        

教會合計: 7,360                     

捐款人 金        額

虎尾長老教會 31,200                      

教會合計: 31,200                   

捐款人 金        額

土庫長老教會 14,100                      

教會合計: 14,100                   

捐款人 金        額

馬光長老教會 5,700                        

教會合計: 5,700                     

捐款人 金        額

崙背長老教會 20,000                      

教會合計: 20,0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100                           

張子見 1,000                        

許牧彥 2,000                        

教會合計: 3,100                     

嘉義中會  斗南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莿桐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西螺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崙背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雲林東勢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二崙

嘉義中會  虎尾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土庫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馬光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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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二崙佳美 2,000                        

劉彩麗 220                           

賴純 1,000                        

教會合計: 3,22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嘉義中會北港教會 11,000                      

教會合計: 11,000                   

捐款人 金        額

水林長老教會 23,647                      

教會合計: 23,647                   

捐款人 金        額

宜梧長老教會 3,800                        

教會合計: 3,800                     

捐款人 金        額

王張素女 1,000                        

江徐瑞璧 300                           

吳金香 300                           

林素珠 500                           

施全恩 1,000                        

陳主命 1,000                        

陳雅篤 1,000                        

陳豊祺 1,000                        

黃信謙 1,000                        

鄭深慧 1,000                        

教會合計: 8,100                     

捐款人 金        額

過溝長老教會 18,500                      

教會合計: 18,500                   

捐款人 金        額

陳淑芬 4,000                        

捐款人 金        額

嘉義中會  北港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水林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宜梧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下半天

嘉義中會  新港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過溝

【後援會-一般奉獻】

嘉義中會  下半天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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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天長老教會 2,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朴子長老教會 22,500                      

教會合計: 22,500                   

捐款人 金        額

牛挑灣長老教會 3,800                        

教會合計: 3,800                     

捐款人 金        額

布袋長老教會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嘉義中會新塭教會 7,400                        

教會合計: 7,400                     

捐款人 金        額

東後寮長老教會 13,300                      

教會合計: 13,300                   

捐款人 金        額

義竹長老教會 3,900                        

教會合計: 3,900                     

捐款人 金        額

古林長老教會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嘉義東門長老教會 53,950                      

教會合計: 53,950                   

捐款人 金        額

嘉義中會  布袋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新塭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東後寮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朴子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牛挑灣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南門

嘉義中會  義竹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古林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東門

【後援會-一般奉獻】

第 70 頁，共 150 頁



吳佳容 6,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嘉義中會南門教會 11,1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嘉義中會南門教會 120,000                    

教會合計: 137,100                 

捐款人 金        額

嘉義西門長老教會 27,800                      

教會合計: 27,800                   

捐款人 金        額

興村長老教會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北榮長老教會 71,100                      

陳耿弘 12,000                      

教會合計: 83,100                   

捐款人 金        額

嘉義博愛長老教會 38,900                      

教會合計: 38,900                   

捐款人 金        額

嘉義友愛長老教會 5,900                        

教會合計: 5,900                     

捐款人 金        額

番路長老教會 6,100                        

教會合計: 6,100                     

捐款人 金        額

大林長老教會 20,130                      

嘉義中會  西門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興村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北榮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南門

【獎學金奉獻收入】

嘉義中會  南門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大林

嘉義中會  博愛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友愛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番路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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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20,130                   

捐款人 金        額

民雄長老教會 5,800                        

黃智鴻牧師 1,000                        

教會合計: 6,800                     

捐款人 金        額

鹿滿長老教會 25,000                      

教會合計: 25,000                   

捐款人 金        額

頂六長老教會 9,600                        

教會合計: 9,6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嘉義中會水上教會 7,2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嘉義中會水上教會 10,688                      

教會合計: 17,888                   

捐款人 金        額

頭橋長老教會 7,100                        

教會合計: 7,100                     

捐款人 金        額

菁寮長老教會 3,000                        

教會合計: 3,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麗卿 600                           

沈美卿 1,000                        

徐淑女 500                           

許秀津 500                           

郭明男 500                           

葉郇杰 1,000                        

嘉義中會  頂六

【後援會-一般奉獻】

嘉義中會  水上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水上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民雄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鹿滿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頭橋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菁寮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新港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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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4,100                     

捐款人 金        額

後壁長老教會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白河長老教會 12,200                      

教會合計: 12,200                   

捐款人 金        額

活石長老教會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4,000                        

朱予婕 200                           

朱愛子 1,000                        

吳俊郎 1,000                        

吳智賢 500                           

沈淑女 1,000                        

陳慧利 500                           

傅潘惠敏 1,000                        

黃樹蘭 500                           

潘芥元 1,500                        

潘美惠 500                           

潘淑娟 500                           

潘慶生 1,000                        

教會合計: 13,200                   

捐款人 金        額

白水溪長老教會 2,000                        

陳萬得 1,000                        

教會合計: 3,000                     

捐款人 金        額

關子嶺長老教會 12,000                      

教會合計: 12,000                   

嘉義中會  岩前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白水溪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關子嶺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後壁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白河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活石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林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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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吳昌成 3,000                        

林子內長老教會 12,000                      

教會合計: 15,000                   

捐款人 金        額

東山長老教會 16,600                      

教會合計: 16,600                   

捐款人 金        額

柳營長老教會 3,000                        

教會合計: 3,000                     

捐款人 金        額

新營長老教會 1,000                        

捐款人 金        額

新營長老教會 13,520                      

教會合計: 14,520                   

捐款人 金        額

新生長老教會 11,927                      

教會合計: 11,927                   

捐款人 金        額

陳岑滿 600                           

新興長老教會 1,000                        

教會合計: 1,600                     

捐款人 金        額

鹽水長老教會 19,900                      

教會合計: 19,900                   

捐款人 金        額

頂洲長老教會 1,000                        

教會合計: 1,000                     

嘉義中會  新興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鹽水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頂洲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新營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新營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新生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東山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柳營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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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加恩長老教會 32,400                      

教會合計: 32,400                   

捐款人 金        額

祥和長老教會 2,500                        

教會合計: 2,500                     

捐款人 金        額

大埔美長老教會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文雅長老教會 7,500                        

教會合計: 7,500                     

中會合計: 927,362               

捐款人 金        額

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 118,650                    

捐款人 金        額

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 10,000                      

教會合計: 228,65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中會民族路教會 25,730                      

教會合計: 25,730                   

捐款人 金        額

博愛長老教會 8,400                        

教會合計: 8,400                     

台南中會  太平境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民族路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博愛

嘉義中會  文雅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台南中會  太平境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太平境

【獎學金奉獻收入】

嘉義中會  加恩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祥和

【奉獻主日奉獻】

嘉義中會  大埔美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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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南門長老教會 79,000                      

許婧婧 1,200                        

教會合計: 80,200                   

捐款人 金        額

永福長老教會 1,500                        

教會合計: 1,500                     

捐款人 金        額

吳秀雲 3,5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中會東門巴克禮教會 112,250                    

賴青松 6,000                        

教會合計: 121,750                 

捐款人 金        額

德光長老教會 19,000                      

教會合計: 19,000                   

捐款人 金        額

東寧長老教會 64,421                      

教會合計: 64,421                   

捐款人 金        額

後甲長老教會 34,250                      

教會合計: 34,250                   

捐款人 金        額

萬榮華長老教會 12,800                      

教會合計: 12,800                   

捐款人 金        額

楊惠幸 12,000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後甲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萬榮華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南中會  大同

台南中會  東門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德光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東寧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南門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永福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南中會  東門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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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大同長老教會 66,000                      

教會合計: 78,000                   

捐款人 金        額

東光長老教會 8,000                        

教會合計: 8,000                     

捐款人 金        額

富強長老教會 60,800                      

教會合計: 60,800                   

捐款人 金        額

仁和長老教會 31,590                      

教會合計: 31,59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中會西門教會 16,000                      

教會合計: 16,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姿蓉 16,000                      

捐款人 金        額

天橋長老教會 8,500                        

教會合計: 24,500                   

捐款人 金        額

看西街長老教會 44,660                      

教會合計: 44,660                   

捐款人 金        額

北門長老教會 53,500                      

教會合計: 53,500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天橋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看西街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北門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仁和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西門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南中會  天橋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大同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東光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富強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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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三一長老教會 6,200                        

教會合計: 6,200                     

捐款人 金        額

永樂長老教會 7,400                        

教會合計: 7,400                     

捐款人 金        額

大光長老教會 75,500                      

李孟青 2,000                        

教會合計: 77,500                   

捐款人 金        額

錫安長老教會 32,300                      

教會合計: 32,300                   

捐款人 金        額

灣裡長老教會 3,000                        

教會合計: 3,000                     

捐款人 金        額

新興長老教會 39,250                      

教會合計: 39,250                   

捐款人 金        額

公英長老教會 12,236                      

教會合計: 12,236                   

捐款人 金        額

安平長老教會 5,700                        

教會合計: 5,700                     

捐款人 金        額

文賢長老教會 8,800                        

教會合計: 8,800                     

台南中會  公英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安平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文賢

台南中會  錫安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灣裡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新興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三一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永樂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大光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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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400                           

李聖賢 600                           

許榮恩 500                           

陳杜月珠 300                           

黃瑞雲 500                           

蔡秀鳳 500                           

蕭秀棪 1,000                        

教會合計: 3,800                     

捐款人 金        額

北成長老教會 6,500                        

教會合計: 6,500                     

捐款人 金        額

安順長老教會 12,000                      

教會合計: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和順長老教會 16,000                      

教會合計: 16,000                   

捐款人 金        額

安南長老教會 9,300                        

教會合計: 9,3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600                           

李秀華 1,000                        

李佳薰 500                           

婦女團契 1,000                        

陳米琪 500                           

隆田長老教會 5,475                        

黃茂宗 1,000                        

楊至弘 1,000                        

葉噯蓮 2,000                        

劉秋蓉 1,000                        

盧世昌 500                           

盧定雄 200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和順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安南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隆田

台南中會  海佃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北成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安順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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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14,775                   

捐款人 金        額

麻豆長老教會 15,100                      

教會合計: 15,100                   

捐款人 金        額

林黛辛 200                           

林黛幸 2,200                        

捐款人 金        額

佳里長老教會 44,090                      

教會合計: 46,49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350                           

林俐伶 1,000                        

郭玉雲 1,000                        

郭玉雲A 1,000                        

郭陳惠真 1,000                        

陳福安 1,000                        

蔡主恩 1,000                        

魏正宗 3,000                        

教會合計: 9,350                     

捐款人 金        額

漚汪長老教會 4,200                        

教會合計: 4,200                     

捐款人 金        額

學甲長老教會 10,700                      

教會合計: 10,700                   

捐款人 金        額

王芳美 1,000                        

北門嶼長老教會 1,000                        

教會合計: 2,000                     

台南中會  麻豆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南中會  佳里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佳里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北門嶼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六甲

台南中會  西港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漚汪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學甲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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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六甲長老教會 10,600                      

教會合計: 10,600                   

捐款人 金        額

善化長老教會 13,050                      

教會合計: 13,050                   

捐款人 金        額

溪美長老教會 8,382                        

教會合計: 8,382                     

捐款人 金        額

頭社長老教會 9,600                        

教會合計: 9,600                     

捐款人 金        額

湖頭長老教會 1,700                        

教會合計: 1,700                     

捐款人 金        額

山上長老教會 6,300                        

教會合計: 6,300                     

捐款人 金        額

新市長老教會 8,310                        

教會合計: 8,310                     

捐款人 金        額

大同村長老教會 5,500                        

教會合計: 5,500                     

捐款人 金        額

安定長老教會 1,000                        

教會合計: 1,000                     

台南中會  溪美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頭社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湖頭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善化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安定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左鎮

台南中會  山上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新市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大同村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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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左鎮長老教會 12,300                      

康江豪 1,000                        

龍瑞敏 2,000                        

教會合計: 15,300                   

捐款人 金        額

光和長老教會 6,300                        

教會合計: 6,300                     

捐款人 金        額

岡林長老教會 12,500                      

教會合計: 12,500                   

捐款人 金        額

澄山長老教會 7,300                        

教會合計: 7,300                     

捐款人 金        額

豐里長老教會 3,000                        

教會合計: 3,000                     

捐款人 金        額

玉井長老教會 14,850                      

教會合計: 14,850                   

捐款人 金        額

楠西長老教會 4,400                        

教會合計: 4,400                     

捐款人 金        額

力清祥 1,000                        

力羅民 500                           

教會合計: 1,500                     

捐款人 金        額

歸仁長老教會 11,550                      

台南中會  岡林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澄山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豐里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光和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歸仁

台南中會  玉井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楠西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南化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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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11,550                   

捐款人 金        額

永康長老教會 7,000                        

教會合計: 7,000                     

捐款人 金        額

中華路長老教會 2,500                        

教會合計: 2,500                     

捐款人 金        額

鹽行長老教會 30,250                      

教會合計: 30,250                   

捐款人 金        額

大灣長老教會 16,400                      

教會合計: 16,400                   

捐款人 金        額

新化長老教會 19,400                      

教會合計: 19,400                   

捐款人 金        額

口埤長老教會 16,500                      

教會合計: 16,500                   

捐款人 金        額

新和長老教會 6,400                        

教會合計: 6,400                     

捐款人 金        額

仁德長老教會 11,200                      

教會合計: 11,200                   

捐款人 金        額

信愛長老教會 7,800                        

台南中會  鹽行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大灣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新化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永康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中華路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信愛

台南中會  口埤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新和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仁德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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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7,800                     

捐款人 金        額

中洲長老教會 15,200                      

教會合計: 15,200                   

捐款人 金        額

陳湘雨 9,000                        

捐款人 金        額

長興長老教會 14,100                      

教會合計: 23,100                   

捐款人 金        額

新豐長老教會 15,000                      

教會合計: 15,000                   

捐款人 金        額

南台長老教會 11,900                      

張惠雄 1,000                        

教會合計: 12,900                   

捐款人 金        額

復國長老教會 11,800                      

教會合計: 11,800                   

捐款人 金        額

大橋長老教會 10,100                      

教會合計: 10,100                   

捐款人 金        額

蕭桂榮 1,500                        

臨安長老教會 2,600                        

教會合計: 4,100                     

捐款人 金        額

台南中會  長興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新豐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南台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中洲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台南中會  長興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沙美

台南中會  復國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大橋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臨安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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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美長老教會 1,800                        

教會合計: 1,800                     

捐款人 金        額

湖美長老教會 15,796                      

教會合計: 15,796                   

捐款人 金        額

鯤鯓長老教會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森路長老教會 9,100                        

捐款人 金        額

蕭瑩楨 8,000                        

教會合計: 17,1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中會十二石教會 14,507                      

教會合計: 14,507                   

捐款人 金        額

台南迦南長老教會 19,600                      

教會合計: 19,600                   

捐款人 金        額

崑山長老教會 7,000                        

教會合計: 7,000                     

捐款人 金        額

南保長老教會 1,500                        

教會合計: 1,500                     

中會合計: 1,689,447            

台南中會  林森路

【特定-為其他事工奉獻】

台南中會  林森路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十二石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湖美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鯤鯓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迦南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崑山

【奉獻主日奉獻】

台南中會  南保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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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吳伶芳 2,000                        

陳博雅 3,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國勇 1,000                        

王鴻仁 1,000                        

王麗惠 3,000                        

卯林素玉 500                           

石素江 1,000                        

有志 20,080                      

朱宏昌 2,000                        

吳美珍 1,000                        

吳黃碧如 1,000                        

呂文惠 500                           

呂芳蓉 2,000                        

李林惠敏 1,000                        

李慈佁 1,000                        

李瑞瑛 3,000                        

李瑪琴 1,000                        

杜岳玲 300                           

周壕廷&張簡靜芬 1,000                        

林怡馨 2,000                        

林悅婷 1,000                        

林啟仁&李瑞孋 2,000                        

林瑾雯 1,000                        

林靜莉 1,000                        

林懋傑 2,000                        

林耀東&龔慧娟 3,000                        

胡博文&杜李愛香 2,000                        

徐瑞麗 1,000                        

翁正義&吳玲琴 2,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前金教會 1,000                        

馬秀英 2,000                        

涂主源 1,000                        

涂主源 吳秀慧 5,000                        

張怡彬 1,000                        

張淑娟 1,000                        

許美瑾 300                           

許菊芬 2,000                        

許銘義 1,000                        

許謳歌 1,000                        

連淑珍 1,000                        

陳以先 2,000                        

高雄中會  前金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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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亮 2,000                        

陳李玉釵 2,000                        

陳建興 1,000                        

陳英典 2,000                        

陳淑娟 1,000                        

陳勝三 500                           

陳惠美 1,000                        

陳登照相杜淑鶯 1,000                        

陳嵩仁 2,000                        

陳趙惠 1,000                        

曾建堯 1,000                        

曾政峰 2,000                        

曾慶梅 500                           

游王玉汝 500                           

游怡星 1,000                        

游金星 1,000                        

黃禾田 1,000                        

黃明宗&楊蕙婷 1,000                        

黃桂花&杜志漢 1,000                        

黃耿寬 1,000                        

黃清隆&范絲琴 2,000                        

黃淑敏 1,000                        

黃意清 1,000                        

黃榮富 1,000                        

黃麗珍 1,000                        

葉金鳳 1,000                        

詹瓊如 1,000                        

雷文宗 10,000                      

劉阮純美 1,000                        

劉美蕙 1,000                        

劉清智 1,000                        

劉清陽&鍾秀媛 1,000                        

蔡佳蓉 1,000                        

蔡松山 1,000                        

蔡雅娟 500                           

蕭和長 5,000                        

蕭金鵝 500                           

謝孟達&李淑玲 1,000                        

謝健泰 1,000                        

謝慕道 1,000                        

蟻淑卿 500                           

蘇黃義 500                           

教會合計: 138,180                 

捐款人 金        額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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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長老教會 36,500                      

教會合計: 36,500                   

捐款人 金        額

三多長老教會 16,450                      

教會合計: 16,450                   

捐款人 金        額

許家容 6,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鹽埕教會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鹽埕教會 52,000                      

教會合計: 158,000                 

捐款人 金        額

劉玉晶 6,000                        

劉興鑑 2,400                        

劉議穗 2,400                        

劉鐘聯 200                           

捐款人 金        額

內惟長老教會 7,200                        

教會合計: 18,200                   

捐款人 金        額

博愛長老教會 14,300                      

教會合計: 14,3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鼓山教會 50,000                      

捐款人 金        額

鼓山長老教會 39,753                      

高雄中會  三多

【後援會-一般奉獻】

高雄中會  鹽埕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鹽埕

【獎學金奉獻收入】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博愛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高雄中會  鼓山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鼓山

高雄中會  鹽埕

【後援會-一般奉獻】

高雄中會  內惟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內惟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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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89,753                   

捐款人 金        額

旗後長老教會 41,560                      

教會合計: 41,56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中山教會 15,765                      

教會合計: 15,765                   

捐款人 金        額

凱旋長老教會 26,900                      

教會合計: 26,900                   

捐款人 金        額

聖心長老教會 5,400                        

教會合計: 5,400                     

捐款人 金        額

前鎮長老教會 13,700                      

教會合計: 13,700                   

捐款人 金        額

草衙長老教會 3,700                        

教會合計: 3,700                     

捐款人 金        額

李義昭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安生教會 14,100                      

教會合計: 26,100                   

捐款人 金        額

三一長老教會 4,800                        

教會合計: 4,800                     

高雄中會  旗後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中山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凱旋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安生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安生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三一

高雄中會  聖心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前鎮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草衙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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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永新長老教會 12,800                      

教會合計: 12,8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援中教會 6,100                        

教會合計: 6,100                     

捐款人 金        額

右昌長老教會 93,746                      

教會合計: 93,746                   

捐款人 金        額

郭玉如 6,000                        

捐款人 金        額

婦女團契 2,000                        

楠梓長老教會 33,650                      

教會合計: 41,65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光鹽教會 20,200                      

教會合計: 20,2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1,000                        

阮政強 李雅美 1,000                        

周文章 1,000                        

林天武 1,000                        

林信隆 1,000                        

林庭新 500                           

邱玉珠 1,000                        

康孔昭 康洪娟娟 500                           

許朝欽 1,000                        

陳麗枝 300                           

楊清慧 1,000                        

歐明昌 陳秋吟 1,000                        

潘彼安 500                           

高雄中會  永新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援中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右昌

【後援會-一般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小港

高雄中會  楠梓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楠梓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光鹽

【奉獻主日奉獻】

第 90 頁，共 150 頁



潘順昌 葉素娥 1,000                        

謝育仁 黃雅琿 1,000                        

教會合計: 12,800                   

捐款人 金        額

德和長老教會 8,400                        

教會合計: 8,400                     

捐款人 金        額

莒光長老教會 4,870                        

教會合計: 4,870                     

捐款人 金        額

大社長老教會 13,200                      

教會合計: 13,200                   

捐款人 金        額

陳主明 6,000                        

捐款人 金        額

岡山長老教會 76,600                      

教會合計: 82,600                   

捐款人 金        額

協和長老教會 13,900                      

教會合計: 13,900                   

捐款人 金        額

路加長老教會 20,400                      

教會合計: 20,400                   

捐款人 金        額

海安長老教會 8,900                        

教會合計: 8,900                     

捐款人 金        額

高雄中會  大社

【後援會-一般奉獻】

高雄中會  岡山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岡山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德和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莒光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阿蓮

高雄中會  協和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路加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海安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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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蓮長老教會 17,120                      

教會合計: 17,120                   

捐款人 金        額

中路長老教會 2,300                        

教會合計: 2,300                     

捐款人 金        額

橋頭長老教會 18,000                      

教會合計: 18,000                   

捐款人 金        額

梓官長老教會 22,200                      

教會合計: 22,200                   

捐款人 金        額

茄典長老教會 12,050                      

教會合計: 12,050                   

捐款人 金        額

黃國清 1,000                        

彌陀長老教會 16,215                      

教會合計: 17,215                   

捐款人 金        額

永安長老教會 18,400                      

教會合計: 18,4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太爺教會 10,400                      

教會合計: 10,400                   

捐款人 金        額

海埔長老教會 26,800                      

教會合計: 26,800                   

高雄中會  梓官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茄典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彌陀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中路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橋頭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茄萣

高雄中會  永安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太爺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海埔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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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茄萣教會 28,050                      

教會合計: 28,050                   

捐款人 金        額

潮寮長老教會 44,000                      

教會合計: 44,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園長老教會 16,400                      

教會合計: 16,400                   

捐款人 金        額

中芸長老教會 13,700                      

教會合計: 13,700                   

捐款人 金        額

九曲堂長老教會 3,200                        

教會合計: 3,200                     

捐款人 金        額

大樹長老教會 6,100                        

教會合計: 6,100                     

捐款人 金        額

旗山長老教會 19,700                      

教會合計: 19,700                   

捐款人 金        額

大洲長老教會 4,000                        

教會合計: 4,000                     

捐款人 金        額

大林長老教會 9,050                        

教會合計: 9,050                     

高雄中會  中芸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九曲堂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大樹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潮寮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林園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六龜

高雄中會  旗山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大洲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大林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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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六龜長老教會 2,000                        

吳碧蕙 1,000                        

李景仁 1,000                        

林明暐 1,000                        

林劉良款 1,000                        

梁淑卿 1,000                        

教會合計: 7,000                     

捐款人 金        額

永興長老教會 8,300                        

教會合計: 8,300                     

捐款人 金        額

吳美瑤 5,600                        

捐款人 金        額

啟明長老教會 12,600                      

教會合計: 18,200                   

捐款人 金        額

馬公長老教會 25,150                      

教會合計: 25,150                   

捐款人 金        額

西嶼長老教會 9,000                        

教會合計: 9,000                     

捐款人 金        額

宜信一 500                           

許進貫 1,000                        

教會合計: 1,500                     

捐款人 金        額

七美長老教會 20,000                      

會友 6,800                        

教會合計: 26,800                   

高雄中會  啟明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馬公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西嶼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永興

【後援會-一般奉獻】

高雄中會  啟明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將軍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七美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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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白沙長老教會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瑞華長老教會 7,600                        

教會合計: 7,6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河堤教會 9,300                        

教會合計: 9,300                     

捐款人 金        額

苓雅長老教會 43,400                      

教會合計: 43,400                   

捐款人 金        額

新生長老教會 3,500                        

教會合計: 3,500                     

中會合計: 1,402,309            

捐款人 金        額

大湖長老教會 18,200                      

教會合計: 18,200                   

捐款人 金        額

燕巢長老教會 7,670                        

教會合計: 7,670                     

捐款人 金        額

屏山長老教會 26,300                      

教會合計: 26,300                   

捐款人 金        額

高雄中會  新生長老教會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大湖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燕巢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瑞華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河堤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苓雅

【奉獻主日奉獻】

高雄中會  白沙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屏山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德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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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賢長老教會 12,300                      

教會合計: 12,300                   

捐款人 金        額

保忠長老教會 10,160                      

教會合計: 10,160                   

捐款人 金        額

中泰長老教會 6,200                        

教會合計: 6,200                     

捐款人 金        額

左營長老教會 31,300                      

教會合計: 31,300                   

捐款人 金        額

左東長老教會 11,800                      

教會合計: 11,800                   

捐款人 金        額

王清輝 500                           

有志 900                           

何順市 1,000                        

李榮昌 200                           

沈葉春玉 500                           

林蘇珠 500                           

柳智莉 500                           

胡美津 1,000                        

唐至辰 350                           

康雅慧 500                           

莊輝德 500                           

許茂宏 500                           

郭同榮 300                           

郭吳美 300                           

郭啟雄 300                           

郭靜馨 300                           

陳玉緞 300                           

陳哲安 300                           

陳哲睿 300                           

陳蘭惠 500                           

曾秀枝 1,000                        

壽山中會  舊城

壽山中會  中泰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左營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左東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保忠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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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金 1,000                        

黃秀娥 300                           

黃孟薇 350                           

黃茂勝 500                           

楊金元 300                           

潘茂雄 500                           

蔡謝白菜 200                           

盧亞男 300                           

賴金鳳 300                           

錢秀足 200                           

薛黃淑美 500                           

謝天送 100                           

魏誅英 500                           

教會合計: 15,600                   

捐款人 金        額

果貿長老教會 15,000                      

教會合計: 15,000                   

捐款人 金        額

鼓巖長老教會 23,100                      

教會合計: 23,100                   

捐款人 金        額

九如長老教會 12,900                      

教會合計: 12,900                   

捐款人 金        額

華豐長老教會 23,490                      

教會合計: 23,49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800                           

吳麗兒 1,000                        

莊雪 500                           

單俞金仙 500                           

黃純津 500                           

賴秀里 500                           

簡郁勳 1,000                        

教會合計: 4,800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果貿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鼓巖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九如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華豐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惠民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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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新莊長老教會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三民長老教會 74,200                      

教會合計: 74,200                   

捐款人 金        額

重生長老教會 35,120                      

教會合計: 35,120                   

捐款人 金        額

博新長老教會 15,120                      

教會合計: 15,120                   

捐款人 金        額

正忠長老教會 17,600                      

林佳融 1,000                        

教會合計: 18,600                   

捐款人 金        額

林高雄 2,400                        

捐款人 金        額

建工長老教會 24,180                      

教會合計: 26,580                   

捐款人 金        額

福昌長老教會 9,900                        

教會合計: 9,900                     

捐款人 金        額

福澤長老教會 19,100                      

教會合計: 19,100                   

壽山中會  博新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正忠

【後援會-一般奉獻】

壽山中會  建工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新莊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三民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重生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建工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福昌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福澤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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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華忠長老教會 16,500                      

教會合計: 16,500                   

捐款人 金        額

大順長老教會 1,000                        

捐款人 金        額

大順長老教會 15,800                      

教會合計: 16,800                   

捐款人 金        額

李翠華 6,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壽山中會自由教會 29,500                      

教會合計: 35,500                   

捐款人 金        額

高楠長老教會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江吉 6,000                        

捐款人 金        額

竹門長老教會 18,900                      

教會合計: 24,900                   

捐款人 金        額

李瑩娟 12,000                      

黃傳郡 1,000                        

捐款人 金        額

仁武長老教會 13,700                      

壽山中會  自由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自由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高楠

【後援會-一般奉獻】

壽山中會  華忠

【後援會-一般奉獻】

壽山中會  大順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大順

【後援會-一般奉獻】

壽山中會  仁武

壽山中會  竹門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竹門

【後援會-一般奉獻】

壽山中會  仁武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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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26,700                   

捐款人 金        額

李治緯 3,000                        

捐款人 金        額

八德長老教會 7,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市新興教會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市新興教會 102,042                    

林京慧 100                           

薛賴美華 1,000                        

教會合計: 203,142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4,400                        

吳信安 黃秀香 1,000                        

呂恩彰 李克愈 2,000                        

李清藏 呂淑雲 3,000                        

林阿玉 500                           

林雪微 1,000                        

邱惠珍 2,000                        

柯志明 200                           

徐慶勵 1,000                        

張拉士 黃慈愛 3,000                        

莊瀛仁 林雅娟 1,000                        

黃慈琴 5,000                        

黃榮華 1,000                        

溫宏賜 2,000                        

蔡清吉 陳惠美 1,000                        

賴志偉 張馨文 1,000                        

鐘麗華 1,000                        

教會合計: 30,100                   

捐款人 金        額

王恩國 6,000                        

壽山中會  新興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新興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六合

【後援會-一般奉獻】

【後援會-一般奉獻】

壽山中會  八德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八德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壽山中會  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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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生長老教會 1,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舒婷 5,000                        

德生長老教會 127,060                    

教會合計: 139,060                 

捐款人 金        額

民族長老教會 20,600                      

教會合計: 20,600                   

捐款人 金        額

羅雅長老教會 13,600                      

教會合計: 13,600                   

捐款人 金        額

中正長老教會 20,700                      

教會合計: 20,700                   

捐款人 金        額

大仁長老教會 8,800                        

教會合計: 8,800                     

捐款人 金        額

林德長老教會 11,600                      

教會合計: 11,600                   

捐款人 金        額

新生長老教會 21,900                      

教會合計: 21,900                   

捐款人 金        額

五福長老教會 27,800                      

教會合計: 27,800                   

捐款人 金        額

壽山中會  林德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新生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五福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羅雅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中正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大仁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德生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民族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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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舜斌 1,000                        

鳳山長老教會 186,880                    

教會合計: 187,880                 

捐款人 金        額

東門長老教會 17,300                      

教會合計: 17,300                   

捐款人 金        額

鳳山西門長老教會 13,800                      

教會合計: 13,8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1,900                        

吳嘉怡 2,000                        

杜瑞誠 1,000                        

周姮娥 500                           

林育仁 1,000                        

胡彥彰 500                           

黃西川 5,000                        

劉蕙玲 500                           

教會合計: 12,400                   

捐款人 金        額

張淑雅 2,400                        

捐款人 金        額

文山長老教會 27,500                      

教會合計: 29,900                   

捐款人 金        額

花國太 14,400                      

楊慈恩 6,000                        

捐款人 金        額

鳳屏長老教會 37,060                      

教會合計: 57,460                   

壽山中會  鳳屏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鳳屏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大寮

壽山中會  正義

【後援會-一般奉獻】

壽山中會  文山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文山

【後援會-一般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東門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鳳山西門

【奉獻主日奉獻】

第 102 頁，共 150 頁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200                           

朱進木 1,000                        

林全成 700                           

曹國隆 300                           

陳伊仁 500                           

黃銀愛 300                           

鍾騰雲 1,000                        

魏吳美枝 1,000                        

蘇美惠 1,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戴麗卿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仁美長老教會 18,200                      

教會合計: 30,200                   

捐款人 金        額

鳥松長老教會 12,500                      

教會合計: 12,500                   

捐款人 金        額

木柵長老教會 9,585                        

卯清水 100                           

成人聖歌隊 1,000                        

吳金雀 1,000                        

旅外團契 1,000                        

婦女團契 1,000                        

路得團契 1,000                        

戴慶良 1,000                        

教會合計: 15,685                   

捐款人 金        額

大林蒲長老教會 15,200                      

教會合計: 15,200                   

捐款人 金        額

力麗月 500                           

【後援會-一般奉獻】

壽山中會  木柵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大林蒲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高松

壽山中會  仁美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仁美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鳥松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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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 600                           

吳月雪 1,000                        

李阿賴 500                           

李俊祺 1,000                        

房美珠 300                           

林貞勇 2,000                        

柯錦鳳 1,000                        

曾娟娟 2,000                        

黃志耀 1,000                        

黃遠良 1,000                        

楊月珍 500                           

蔡美玉 300                           

蔡美麗 1,000                        

賴淑粉 2,000                        

賴鳳珠 300                           

鍾日正 1,000                        

顏信薰 1,000                        

教會合計: 17,000                   

捐款人 金        額

漢民長老教會 3,900                        

教會合計: 3,900                     

捐款人 金        額

桂林長老教會 1,800                        

教會合計: 1,800                     

捐款人 金        額

迦南長老教會 3,700                        

教會合計: 3,700                     

捐款人 金        額

新民長老教會 6,500                        

教會合計: 6,500                     

捐款人 金        額

鳳山南門長老教會 10,200                      

教會合計: 10,200                   

捐款人 金        額

壽山中會  漢民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桂林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迦南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新民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南門

【奉獻主日奉獻】

壽山中會  中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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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崙長老教會 1,600                        

教會合計: 1,600                     

捐款人 金        額

李定俊 2,000                        

蔡素真 1,000                        

蘇啟明 1,000                        

蘇啟清 2,000                        

教會合計: 6,000                     

中會合計: 1,500,167            

捐款人 金        額

屏東長老教會 17,600                      

教會合計: 17,600                   

捐款人 金        額

王美容 6,000                        

民和長老教會 20,600                      

吳文娟 60,000                      

捐款人 金        額

民和長老教會 17,300                      

教會合計: 103,900                 

捐款人 金        額

建豐長老教會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建豐長老教會 26,800                      

教會合計: 36,800                   

捐款人 金        額

和平長老教會 200,000                    

捐款人 金        額

屏東中會  民和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屏東中會  建豐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建豐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壽山中會  復興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屏東

【後援會-一般奉獻】

屏東中會  民和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和平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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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長老教會 16,000                      

教會合計: 216,000                 

捐款人 金        額

屏東中會公館長老教會 7,700                        

教會合計: 7,700                     

捐款人 金        額

海豐長老教會 4,900                        

教會合計: 4,900                     

捐款人 金        額

迦南長老教會 6,500                        

陳香如 10,000                      

教會合計: 16,500                   

捐款人 金        額

彌迦長老教會 7,450                        

教會合計: 7,450                     

捐款人 金        額

九如長老教會 13,700                      

教會合計: 13,700                   

捐款人 金        額

里港長老教會 17,500                      

教會合計: 17,500                   

捐款人 金        額

高樹長老教會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鹽埔長老教會 8,500                        

教會合計: 8,500                     

屏東中會  九如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里港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高樹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海豐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迦南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彌迦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公館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鹽埔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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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崙上長老教會 2,500                        

教會合計: 2,500                     

捐款人 金        額

竹田長老教會 12,320                      

教會合計: 12,320                   

捐款人 金        額

內埔長老教會 14,900                      

教會合計: 14,900                   

捐款人 金        額

中林長老教會 2,700                        

教會合計: 2,700                     

捐款人 金        額

謝美女 6,000                        

捐款人 金        額

萬丹長老教會 15,300                      

教會合計: 21,300                   

捐款人 金        額

潮州長老教會 25,710                      

教會合計: 25,710                   

捐款人 金        額

光春長老教會 13,050                      

教會合計: 13,050                   

捐款人 金        額

潮南長老教會 5,100                        

教會合計: 5,100                     

捐款人 金        額

屏東中會  萬丹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潮州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光春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內埔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中林

【後援會-一般奉獻】

屏東中會  萬丹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竹田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潮南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萬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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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巒長老教會 8,900                        

教會合計: 8,900                     

捐款人 金        額

崁頂長老教會 5,500                        

教會合計: 5,500                     

捐款人 金        額

新埤長老教會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屏東中會南州教會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竹仔腳長老教會 14,400                      

教會合計: 14,400                   

捐款人 金        額

東港長老教會 33,120                      

教會合計: 33,120                   

捐款人 金        額

李素娥 300                           

洪希智 3,000                        

胡志超 1,000                        

胡榮章 1,000                        

琉球長老教會 4,400                        

教會合計: 9,700                     

捐款人 金        額

佳冬長老教會 1,900                        

教會合計: 1,900                     

捐款人 金        額

新園長老教會 6,300                        

屏東中會  東港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琉球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佳冬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新埤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南州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竹仔腳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崁頂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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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6,300                     

捐款人 金        額

鹽洲長老教會 13,370                      

教會合計: 13,370                   

捐款人 金        額

枋寮長老教會 6,200                        

教會合計: 6,200                     

捐款人 金        額

水底寮長老教會 6,400                        

教會合計: 6,400                     

捐款人 金        額

方麗足 500                           

有志 200                           

吳佳穎 100                           

林洽株 120                           

黃玉珍 500                           

董正男 300                           

教會合計: 1,720                     

捐款人 金        額

恆春長老教會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溝仔墘長老教會 1,200                        

教會合計: 1,200                     

捐款人 金        額

大鵬灣長老教會 3,700                        

教會合計: 3,700                     

捐款人 金        額

繁華長老教會 2,000                        

屏東中會  溝仔墘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大鵬灣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繁華

屏東中會  水底寮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車城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恆春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鹽洲

【奉獻主日奉獻】

屏東中會  枋寮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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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2,000                     

中會合計: 671,540               

捐款人 金        額

姬望長老教會 2,500                        

教會合計: 2,500                     

捐款人 金        額

利華長老教會 2,085                        

教會合計: 2,085                     

捐款人 金        額

坪頂長老教會 430                           

教會合計: 430                       

中會合計: 5,015                  

捐款人 金        額

宜昌長老教會 950                           

張瑋齡 1,000                        

陳金作 200                           

教會合計: 2,150                     

捐款人 金        額

馬太鞍長老教會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自強長老教會 800                           

教會合計: 800                       

捐款人 金        額

高寮長老教會 2,800                        

教會合計: 2,800                     

【奉獻主日奉獻】

阿美中會  高寮

【奉獻主日奉獻】

阿美中會  宜昌

【奉獻主日奉獻】

阿美中會  馬太鞍

【奉獻主日奉獻】

阿美中會  自強

【奉獻主日奉獻】

太魯閣中會  姬望

【奉獻主日奉獻】

太魯閣中會  利華

【奉獻主日奉獻】

太魯閣中會  坪頂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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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復興長老教會 3,955                        

教會合計: 3,955                     

中會合計: 14,705                 

捐款人 金        額

都歷長老教會 4,200                        

教會合計: 4,200                     

捐款人 金        額

忠孝長老教會 1,675                        

教會合計: 1,675                     

捐款人 金        額

南湖長老教會 1,500                        

教會合計: 1,500                     

捐款人 金        額

樟原長老教會 2,760                        

教會合計: 2,760                     

中會合計: 10,135                 

捐款人 金        額

玉成長老教會 18,610                      

教會合計: 18,610                   

捐款人 金        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央教會 500                           

教會合計: 500                       

捐款人 金        額

樹光長老教會 17,500                      

教會合計: 17,500                   

阿美中會  復興

【奉獻主日奉獻】

東美中會  都歷

【奉獻主日奉獻】

西美中會  玉成

【奉獻主日奉獻】

西美中會  中央

【奉獻主日奉獻】

西美中會  樹光

東美中會  忠孝

【奉獻主日奉獻】

東美中會  南湖

【奉獻主日奉獻】

東美中會  樟原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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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重光長老教會 3,000                        

教會合計: 3,000                     

捐款人 金        額

美港長老教會 20,020                      

教會合計: 20,020                   

捐款人 金        額

臨海長老教會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錫安長老教會 8,165                        

教會合計: 8,165                     

捐款人 金        額

牧人長老教會 9,800                        

教會合計: 9,800                     

中會合計: 79,595                 

捐款人 金        額

馬兒長老教會 14,800                      

教會合計: 14,800                   

捐款人 金        額

瑪家長老教會 4,190                        

教會合計: 4,190                     

捐款人 金        額

佳義長老教會 6,000                        

教會合計: 6,000                     

西美中會  重光

【奉獻主日奉獻】

西美中會  美港

【奉獻主日奉獻】

西美中會  臨海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排灣中會  瑪家

【奉獻主日奉獻】

排灣中會  佳義

【奉獻主日奉獻】

排灣中會  中村

西美中會  錫安

【奉獻主日奉獻】

西美中會  牧人

【奉獻主日奉獻】

排灣中會  馬兒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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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中村長老教會 10,705                      

教會合計: 10,705                   

捐款人 金        額

古華長老教會 1,300                        

教會合計: 1,300                     

捐款人 金        額

楓林長老教會 2,800                        

教會合計: 2,800                     

捐款人 金        額

平山長老教會 7,200                        

教會合計: 7,200                     

捐款人 金        額

水門長老教會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馬拉地長老教會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札瓦歌長老教會 3,520                        

教會合計: 3,520                     

中會合計: 53,515                 

捐款人 金        額

碧候長老教會 6,115                        

教會合計: 6,115                     

捐款人 金        額

金洋長老教會 3,000                        

排灣中會  古華

【奉獻主日奉獻】

排灣中會  楓林

【奉獻主日奉獻】

排灣中會  平山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泰雅爾中會  碧候

【奉獻主日奉獻】

泰雅爾中會  金洋

排灣中會  水門

【奉獻主日奉獻】

排灣中會  馬拉地

【奉獻主日奉獻】

排灣中會  札瓦歌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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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3,000                     

捐款人 金        額

嵨瀨長老教會 2,005                        

教會合計: 2,005                     

捐款人 金        額

慈光長老教會 5,222                        

教會合計: 5,222                     

中會合計: 16,342                 

捐款人 金        額

永康長老教會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建正 100                           

加樂長老教會 2,000                        

余秋蓮 190                           

邱蘭花 100                           

阿布斯 500                           

胡春貴 200                           

張美月 300                           

教會合計: 3,390                     

捐款人 金        額

SI-JIE-YU 600                           

主知名 2,700                        

田桂珠 500                           

有志 2,140                        

江正亮 1,000                        

胡賢德 200                           

高玉環 300                           

陳志勇 200                           

陳朝來 200                           

黃維心 200                           

教會合計: 8,040                     

中會合計: 12,430                 

泰雅爾中會  慈光

【奉獻主日奉獻】

布農中會  永康

【奉獻主日奉獻】

布農中會  加樂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泰雅爾中會  嵨瀨

【奉獻主日奉獻】

布農中會  淡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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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望鄉長老教會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喜瑪恩教會 2,800                        

教會合計: 2,800                     

中會合計: 7,800                  

捐款人 金        額

愛農長老教會 500                           

教會合計: 500                       

中會合計: 500                     

捐款人 金        額

比利良長老教會 2,500                        

教會合計: 2,500                     

捐款人 金        額

新興長老教會 300                           

教會合計: 300                       

捐款人 金        額

金崙長老教會 5,100                        

教會合計: 5,100                     

中會合計: 7,900                  

捐款人 金        額

神山長老教會 5,210                        

東排中會  金崙

【奉獻主日奉獻】

魯凱區會  神山

南布中會  愛農

【奉獻主日奉獻】

東排中會  比利良

【奉獻主日奉獻】

東排中會  新興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中布中會  望鄉

【奉獻主日奉獻】

中布中會  喜瑪恩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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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5,210                     

捐款人 金        額

佳暮長老教會 7,700                        

教會合計: 7,700                     

捐款人 金        額

青葉長老教會 6,920                        

教會合計: 6,920                     

捐款人 金        額

磐石長老教會 3,430                        

教會合計: 3,430                     

捐款人 金        額

永生長老教會 2,800                        

教會合計: 2,800                     

中會合計: 26,06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1,400                        

何彩蓮 2,000                        

周正大 1,000                        

林宗要 600                           

林宗興 1,000                        

洪志芳 5,000                        

洪佳穗 3,600                        

許秀真 2,000                        

陳美儒 6,000                        

陳勝三 1,600                        

曾中鍾 1,000                        

楊台德 5,000                        

廖年裕 2,000                        

蔡王麗雲 600                           

賴忠男 3,000                        

顏李幸 1,000                        

教會合計: 36,800                   

【奉獻主日奉獻】

魯凱區會  佳暮

【奉獻主日奉獻】

友好教會  門諾會木柵教會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友好教會  士林靈糧堂

魯凱區會  青葉

【奉獻主日奉獻】

魯凱區會  磐石

【奉獻主日奉獻】

魯凱區會  永生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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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鄭素治 2,400                        

教會合計: 2,400                     

捐款人 金        額

王春松 1,000                        

王復民 2,000                        

有志 100                           

吳文雄 1,000                        

李姿慧 500                           

周陳秋雪 1,000                        

林初惠 500                           

翁素妙 1,000                        

張正信 蔣玉寶 1,000                        

張有成 曹優美 2,000                        

張書銘 徐鳳玉 1,000                        

張連素貞 500                           

張瑞容 1,000                        

莊焜明 2,000                        

許月美 500                           

陳秀蘭 1,000                        

溫孟君 500                           

賴哲毅 1,000                        

戴毓良 500                           

薛正一 1,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北中華基督教會 235,000                    

教會合計: 254,100                 

捐款人 金        額

張德志 17,700                      

捐款人 金        額

主知名 200                           

耿桂芬 1,000                        

張才昆 2,000                        

張德志 500                           

傅秀月 2,000                        

黃伊涵 2,000                        

雷馮延君 2,000                        

教會合計: 27,400                   

友好教會  台北公理堂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友好教會  大直貴格會

【奉獻主日奉獻】

友好教會  大直貴格會

【奉獻主日奉獻】

友好教會  台北公理堂

【獎學金奉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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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統編03731753 200,000                    

教會合計: 200,000                 

捐款人 金        額

藍惠玲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北頌主堂 5,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翠嬌 2,000                        

胡為善 2,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北頌主堂 5,000                        

楊慧英 70,000                      

鄭淳怡 3,000                        

藍惠玲 10,000                      

蘇芳儀 1,200                        

教會合計: 108,200                 

捐款人 金        額

士林聖教會 1,100                        

教會合計: 1,1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士林浸信會 30,000                      

教會合計: 30,000                   

捐款人 金        額

台南傳道會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台南傳道會 30,100                      

教會合計: 40,100                   

中會合計: 700,100               

【特定-為其他事工奉獻】

友好教會  台南傳道會

【奉獻主日奉獻】

友好教會  台南傳道會

友好教會  台北頌主堂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友好教會  士林聖教會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友好教會  士林浸信會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友好教會  信義會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友好教會  台北頌主堂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友好教會  台北頌主堂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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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蘇森源 郭芳毓 29,650                      

教會合計: 29,650                   

捐款人 金        額

聖地雅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29,820                      

教會合計: 29,820                   

捐款人 金        額

芝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14,910                      

教會合計: 14,910                   

捐款人 金        額

美國長老教會基金會 156,889                    

教會合計: 156,889                 

捐款人 金        額

TECHFOUNDATION INC. 28,930                      

教會合計: 28,930                   

捐款人 金        額

YOSHIYA   LTD. 211,040                    

教會合計: 211,040                 

捐款人 金        額

LONG ISLAND TAIWANESE CHURCH 14,630                      

教會合計: 14,630                   

中會合計: 485,869               

捐款人 金        額

彰化基督教醫院 30,000                      

教會合計: 30,000                   

【獎學金奉獻收入】

國外奉獻  蘇森源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機構  彰化基督教醫院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國外奉獻  TECHFOUNDATION INC.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國外奉獻  YOSHIYA   LTD.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國外奉獻  長島

【奉獻主日奉獻】

國外奉獻  聖地雅歌台灣基督長老

【獎學金奉獻收入】

國外奉獻  芝城台灣教會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國外奉獻  美國長老教會基金會

【特定-為其他事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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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400,000                    

教會合計: 400,000                 

捐款人 金        額

馬偕紀念醫院 474,650                    

捐款人 金        額

吳雅莉牧師 2,000                        

教會合計: 476,650                 

捐款人 金        額

李佳民 2,000                        

林芳仲 1,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 3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 2,000                        

教會合計: 35,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基督教漢侯基金會 32,000                      

教會合計: 32,000                   

捐款人 金        額

世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教會合計: 40,000                   

捐款人 金        額

天使攝影有限公司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機構  北部大會

【馬偕講座-其他收入】

機構  馬偕紀念醫院

【受贈收入-門徒營】

機構  天使攝影有限公司

【奉獻主日奉獻】

機構  雙連安養中心

機構  總會

【獎學金奉獻收入】

機構  漢侯基金會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機構  世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機構  馬偕紀念醫院

【奉獻主日奉獻】

機構  總會

【獎學金奉獻收入】

機構  總會

【特定-為其他事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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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 200                           

戴約信 1,000                        

教會合計: 1,200                     

捐款人 金        額

寰宇福音基金會 240,000                    

教會合計: 240,000                 

捐款人 金        額

歐鼎企業有限公司 1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宏聚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教會合計: 50,000                   

捐款人 金        額

嘉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                    

教會合計: 12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統編47280262 30,000                      

教會合計: 30,000                   

捐款人 金        額

恆諾會計師事務所 1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永生禮儀有限公司統編12686391 4,000                        

教會合計: 4,000                     

捐款人 金        額

永望生命事業有限公司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獎學金奉獻收入】

機構  寰宇福音基金會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機構  永望生命事業有限公司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機構  頤坊企業有限公司

機構  新竹中會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機構  恆諾會計師事務所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機構  永生禮儀公司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機構  歐鼎企業有限公司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機構  宏聚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機構  嘉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特定-為其他事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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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頤坊企業有限公司統編04887418 50,000                      

教會合計: 50,000                   

捐款人 金        額

明道神學院 1,820                        

教會合計: 1,82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神學院 39,43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神學院 20,626                      

教會合計: 39,450,626            

捐款人 金        額

吉祥投資有限公司 500,000                    

教會合計: 500,000                 

捐款人 金        額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公益信託大眾教育基金專戶 600,000                    

教會合計: 600,000                 

捐款人 金        額

嘉義縣宗教服務職業工會 90,000                      

教會合計: 90,000                   

捐款人 金        額

水木公益信託教育基金 120,000                    

教會合計: 120,000                 

捐款人 金        額

經農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5121334 2,000,000                  

教會合計: 2,000,000              

捐款人 金        額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機構  明道神學院

【受贈收入-創辦法人捐】

機構  經農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機構  許王秀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機構  大眾教育基金信託戶

【獎學金奉獻收入】

機構  嘉義縣宗教服務職業工會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機構  水木公益信託教育基金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機構  財團法人台灣神學院

【受贈收入-為各項事工】

機構  財團法人台灣神學院

【獎學金奉獻收入】

機構  吉祥投資有限公司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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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許王秀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200,000                    

教會合計: 20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統編92012708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奇潔有限公司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愛加倍明光福音中心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南湖國小弦樂團 11,200                      

教會合計: 11,200                   

捐款人 金        額

女皇鎮浸信教會荷蘭小組 17,000                      

教會合計: 17,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 60,000                      

教會合計: 60,000                   

捐款人 金        額

綠加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教會合計: 20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基督教雅歌基金會 200,000                    

教會合計: 200,000                 

捐款人 金        額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機構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機構  雅歌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機構  飛鷹

機構  女皇鎮浸信教會荷蘭小組

【受贈收入-為經常費】

機構  衛理神學院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機構  綠加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機構  奇潔有限公司

【奉獻主日奉獻】

機構  愛加倍

【特定-為其他事工奉獻】

機構  南湖國小弦樂團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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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基隆市飛鷹生命關懷協會統編26602766 70,000                      

教會合計: 70,000                   

捐款人 金        額

好消息電視台家庭事工部 1                              

教會合計: 1                           

捐款人 金        額

李嘉璐 1,000                        

邱慧昭 500                           

洪玉滿 1,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恩光堂浸信會 4,800                        

張沛華 200                           

張曉芳 1,000                        

陳瑞杰 2,000                        

黃博雅 1,000                        

蔣莉 2,000                        

謝國慶 500                           

簡月屘 1,000                        

教會合計: 15,000                   

中會合計: 45,277,497          

捐款人 金        額

吳桂美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阮介民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周嘉健 30,000                      

教會合計: 30,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鴻信 2,160                        

教會合計: 2,160                     

【不要用】

機構  好消息

【後援會-一般奉獻】

本院  周嘉健

【特定-為其他事工奉獻】

本院  林鴻信

機構  恩光堂浸信會

【受贈收入-後援會】

本院  吳桂美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本院  阮介民

【指定-為一般修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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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范姜芳莉 1,500                        

教會合計: 1,500                     

捐款人 金        額

徐萬麟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琇玟 14,500                      

教會合計: 14,500                   

捐款人 金        額

陳淑芬 22,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淑芬 9,200                        

教會合計: 31,200                   

捐款人 金        額

陳茂生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尚仁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尚仁 24,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尚仁 8,000                        

教會合計: 44,000                   

捐款人 金        額

本院  徐萬麟

【獎學金奉獻收入】

本院  陳琇玟

【受贈收入-後援會】

本院  陳淑芬

【獎學金奉獻收入】

【後援會-一般奉獻】

本院  范姜芳莉

【後援會-一般奉獻】

本院  陳尚仁

【獎學金奉獻收入】

本院  陳尚仁

【後援會-一般奉獻】

本院  陳恆容

本院  陳淑芬

【獎學金奉獻收入】

本院  陳茂生

【受贈收入-為各項事工】

本院  陳尚仁

【受贈收入-各項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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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恆容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光宙 3,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光宙 23,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光宙 3,000                        

教會合計: 29,000                   

捐款人 金        額

黃博正 56,000                      

教會合計: 56,000                   

捐款人 金        額

詹素貞 1,800                        

教會合計: 1,800                     

捐款人 金        額

鄭仰恩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蘇錦淑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李昶緒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素英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本院  陳光宙

【後援會-一般奉獻】

本院  陳光宙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本院  陳光宙

【特定-為其他事工奉獻】

【受贈收入-後援會】

本院  蘇錦淑

【後援會-一般奉獻】

本院  李昶緒

【後援會-一般奉獻】

本院  陳素英

本院  黃博正

【受贈收入-後援會】

本院  詹素貞

【後援會-一般奉獻】

本院  鄭仰恩

【受贈收入-為經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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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邱啟榮 60,000                      

教會合計: 60,000                   

捐款人 金        額

宋惠玲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宋惠玲 1,000                        

教會合計: 13,000                   

中會合計: 331,160               

捐款人 金        額

王榮德 梁望惠 12,000                      

教會合計: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偉華 陳美玲 1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怡方 25,000                      

教會合計: 25,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璋驥 15,000                      

教會合計: 15,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治平 50,000                      

教會合計: 50,000                   

捐款人 金        額

本院  邱啟榮

【後援會-一般奉獻】

本院  宋惠玲

【獎學金奉獻收入】

本院  宋惠玲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受贈收入-為經常費】

個人  王璋驥

【指定-為一般修繕費用】

個人  王治平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王瑀容

個人  王榮德 梁望惠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王偉華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王怡方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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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瑀容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淑雲 2,500                        

教會合計: 2,500                     

捐款人 金        額

王品鈞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立德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榮昌 20,000                      

教會合計: 20,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登祥 1,500                        

教會合計: 1,500                     

捐款人 金        額

李含盛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李成材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李月霞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個人  王淑雲

【奉獻主日奉獻】

個人  王品鈞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王立德

【後援會-一般奉獻】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李成材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李月霞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個人  范敏熙

個人  王榮昌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王登祥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李含盛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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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敏熙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項慧蓉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于慧玲 50,000                      

教會合計: 50,000                   

捐款人 金        額

成田鳴鶴 12,760                      

教會合計: 12,760                   

捐款人 金        額

朱有三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倪鳳萍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江寬勛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江園枝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李靜姿 80,000                      

教會合計: 80,000                   

捐款人 金        額

個人  項慧蓉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于慧玲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個人  成田鳴鶴

【後援會-一般奉獻】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江園枝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李靜姿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李月美

個人  朱有三

【奉獻主日奉獻】

個人  倪鳳萍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江寬勛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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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美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李福然 1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李聰信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李俊佑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吳伶芳 7,500                        

教會合計: 7,500                     

捐款人 金        額

何雯華 12,000                      

教會合計: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何明芝 1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汪郁文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汪舒蘋 1,020                        

教會合計: 1,020                     

捐款人 金        額

個人  李福然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李聰信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李俊佑

【後援會-一般奉獻】

【受贈收入-後援會】

個人  汪郁文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汪舒蘋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毛保國

個人  吳伶芳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何雯華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何明芝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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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保國 1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永頌 2,500                        

教會合計: 2,500                     

捐款人 金        額

林元生 1,0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0              

捐款人 金        額

邱一雄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邱曾芳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仁智 20,000                      

教會合計: 20,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貴玉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佳慧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佳慧 300,000                    

教會合計: 400,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敬和 身份證統一編號E101872103 15,000                      

個人  林永頌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個人  林元生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邱一雄

【後援會-一般奉獻】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個人  林佳慧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林佳慧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林敬和

個人  邱曾芳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林仁智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林貴玉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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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計: 15,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盛彬 30,000                      

教會合計: 30,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淑敏 100                           

教會合計: 100                       

捐款人 金        額

松永源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施阿玉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施秋玲 4,000                        

教會合計: 4,000                     

捐款人 金        額

紀元凱 2,400                        

教會合計: 2,400                     

捐款人 金        額

紀元安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紀元安 5,000                        

教會合計: 15,000                   

捐款人 金        額

胡傳恩 1,600                        

教會合計: 1,600                     

個人  林盛彬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林淑敏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松永源

【後援會-一般奉獻】

【獎學金奉獻收入】

個人  紀元安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個人  紀元安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胡傳恩

個人  施阿玉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施秋玲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紀元凱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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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胡瑞美 508,650                    

教會合計: 508,650                 

捐款人 金        額

柯秀惠 12,000                      

教會合計: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洪溫泉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洪志維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洪煒晉 500                           

教會合計: 500                       

捐款人 金        額

洪志明 5,000                        

捐款人 金        額

洪志明 4,000                        

教會合計: 9,000                     

捐款人 金        額

洪婕馨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洪金凱 2,000                        

教會合計: 2,000                     

個人  胡瑞美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柯秀惠

【奉獻主日奉獻】

個人  洪溫泉

【後援會-一般奉獻】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洪志明

【受贈收入-為各項事工】

個人  洪婕馨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個人  洪金凱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洪志維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洪煒晉

【受贈收入-後援會】

個人  洪志明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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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洪哲彥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侯祥麟 12,000                      

教會合計: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孫明郎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唐陳梅金 3,000                        

教會合計: 3,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青龍 30,000                      

教會合計: 30,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麗娟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明貞 12,000                      

教會合計: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徐張秀文 3,500                        

教會合計: 3,500                     

捐款人 金        額

高碧雲 7,000                        

教會合計: 7,000                     

個人  洪哲彥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侯祥麟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個人  孫明郎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林明貞

【指定-為一般修繕費用】

個人  徐張秀文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高碧雲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唐陳梅金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林青龍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個人  林麗娟

【後援會-一般奉獻】

第 134 頁，共 150 頁



捐款人 金        額

高瑞穗 20,000                      

教會合計: 20,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建恆 12,000                      

教會合計: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建興 3,000                        

教會合計: 3,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元德 30,000                      

教會合計: 30,000                   

捐款人 金        額

許信裕 1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許慧聆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許惠棻 1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許麗美 300,000                    

教會合計: 300,000                 

捐款人 金        額

許素亮 9,000                        

教會合計: 9,000                     

個人  高瑞穗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陳建恆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陳建興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許惠棻

【受贈收入-後援會】

個人  許麗美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許素亮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陳元德

【指定-為一般修繕費用】

個人  許信裕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個人  許慧聆

【指定-為一般修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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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許瀚文 30,000                      

教會合計: 30,000                   

捐款人 金        額

許信介 50,000                      

教會合計: 50,000                   

捐款人 金        額

許正民 3,000                        

教會合計: 3,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定川 1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亮全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忠敬 9,000                        

教會合計: 9,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彥甫 24,000                      

教會合計: 24,000                   

捐款人 金        額

張錦秀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張仁鴻 1,000                        

教會合計: 1,000                     

個人  許瀚文

【指定-為一般修繕費用】

個人  許信介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許正民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陳彥甫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張錦秀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張仁鴻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陳定川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陳亮全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陳忠敬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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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陳怡蘋 500                           

教會合計: 500                       

捐款人 金        額

陳如菱 12,000                      

教會合計: 12,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英哲 300,000                    

教會合計: 300,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明道 1,500                        

教會合計: 1,500                     

捐款人 金        額

陳重佑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銘旭 14,200                      

教會合計: 14,200                   

捐款人 金        額

陳榮宗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怡宜 3,000                        

教會合計: 3,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昭星 6,000                        

教會合計: 6,000                     

個人  陳怡蘋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陳如菱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陳英哲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陳榮宗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陳怡宜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陳昭星

【特定-為系所事工奉獻】

個人  陳明道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陳重佑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陳銘旭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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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陳美智 300                           

教會合計: 300                       

捐款人 金        額

陳世冠 44,500                      

教會合計: 44,500                   

捐款人 金        額

陳清薰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陳文江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梁珊華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梁瑞音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郭俊佑 18,000                      

教會合計: 18,000                   

捐款人 金        額

郭榮樹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莊慧瑜 26,900                      

教會合計: 26,900                   

個人  陳美智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個人  陳世冠

【特定-為系所事工奉獻】

個人  陳清薰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郭俊佑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郭榮樹

【指定-為一般修繕費用】

個人  莊慧瑜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個人  陳文江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梁珊華

【奉獻主日奉獻】

個人  梁瑞音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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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黃禎宏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黃文毅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黃烈銅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黃重仁 7,000                        

教會合計: 7,000                     

捐款人 金        額

黃文宏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黃聖美 1,200                        

教會合計: 1,200                     

捐款人 金        額

黃文亮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黃葉秀鳳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黃雅惠 1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                 

個人  黃禎宏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黃文毅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黃烈銅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黃文亮

【獎學金奉獻收入】

個人  黃葉秀鳳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黃雅惠

【獎學金奉獻收入】

個人  黃重仁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黃文宏

【奉獻主日奉獻】

個人  黃聖美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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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黃明富 50,000                      

教會合計: 50,000                   

捐款人 金        額

黃孟芸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黃奉銘 20,000                      

教會合計: 20,000                   

捐款人 金        額

黃淑貞 1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曾邱士娟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曾仁杰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楊啟壽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楊貴娥 20,000                      

教會合計: 20,000                   

捐款人 金        額

楊惠絨 1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                 

個人  黃明富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黃孟芸

【獎學金奉獻收入】

個人  黃奉銘

【獎學金奉獻收入】

個人  楊啟壽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楊貴娥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楊惠絨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黃淑貞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曾邱士娟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個人  曾仁杰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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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楊芙菁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楊麗萍 33,000                      

教會合計: 33,000                   

捐款人 金        額

楊劍峰 30,000                      

教會合計: 30,000                   

捐款人 金        額

楊淑娥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楊啟宗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楊慧英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葉華蓉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葉豐盛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溫恩 5,000                        

個人  楊芙菁

【獎學金奉獻收入】

個人  楊麗萍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楊劍峰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溫恩

個人  葉華蓉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葉豐盛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溫恩

【獎學金奉獻收入】

個人  楊淑娥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楊啟宗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楊慧英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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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溫恩 27,000                      

教會合計: 32,000                   

捐款人 金        額

溫芬 5,000                        

捐款人 金        額

溫芬 30,000                      

教會合計: 35,000                   

捐款人 金        額

溫以諾 2,250                        

教會合計: 2,250                     

捐款人 金        額

廖平聖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廖俊杰 20,000                      

教會合計: 20,000                   

捐款人 金        額

鄭宏洋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鄭元獻 3,000                        

教會合計: 3,000                     

捐款人 金        額

鄭美華 1,891                        

教會合計: 1,891                     

捐款人 金        額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溫芬

【獎學金奉獻收入】

個人  溫芬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個人  鄭祺耀

個人  鄭宏洋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鄭元獻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個人  鄭美華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溫以諾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廖平聖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個人  廖俊杰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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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祺耀 200,000                    

教會合計: 200,000                 

捐款人 金        額

鄭淑青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鄭宏輝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蔡雨佳 10,182                      

教會合計: 10,182                   

捐款人 金        額

鄧怡琳 3,300                        

教會合計: 3,300                     

捐款人 金        額

鄧明讚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鄧霖銘 20,000                      

教會合計: 20,000                   

捐款人 金        額

盧崇義 20,000                      

教會合計: 20,000                   

捐款人 金        額

盧慧郎 250,000                    

教會合計: 250,000                 

捐款人 金        額

【奉獻主日奉獻】

個人  鄭淑青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鄭宏輝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盧明松

個人  鄧霖銘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盧崇義

【獎學金奉獻收入】

個人  盧慧郎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蔡雨佳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鄧怡琳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鄧明讚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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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明松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劉聖平 50,000                      

教會合計: 50,000                   

捐款人 金        額

劉金玲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賴美伶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謝育惠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謝沄榛 150                           

教會合計: 150                       

捐款人 金        額

謝慶祥 1,540                        

教會合計: 1,540                     

捐款人 金        額

謝維仁 1,500                        

教會合計: 1,500                     

捐款人 金        額

謝冠儀 50,000                      

教會合計: 50,000                   

捐款人 金        額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劉聖平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劉金玲

【獎學金奉獻收入】

個人  蕭敬儒

個人  謝慶祥

【獎學金奉獻收入】

個人  謝維仁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謝冠儀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賴美伶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謝育惠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謝沄榛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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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敬儒 1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鍾俊一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羅榮福 42,000                      

教會合計: 42,000                   

捐款人 金        額

羅寬山 50,000                      

教會合計: 50,000                   

捐款人 金        額

羅頌恩 50,000                      

教會合計: 50,000                   

捐款人 金        額

蘇正成 張主惠 1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龔頌美 2,020                        

教會合計: 2,020                     

捐款人 金        額

康陳隆 1,0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0              

捐款人 金        額

建道神學院 1,000                        

捐款人 金        額

王守誠 200                           

【受贈收入-後援會】

個人  鍾俊一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羅榮福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有志

個人  龔頌美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康陳隆

【後援會-教會企業機構】

個人  有志

【獎學金奉獻收入】

個人  羅寬山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羅頌恩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蘇正成 張主惠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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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頌恩 100                           

田艷慧 2,000                        

有志 2,900                        

吳甄婷 500                           

李采芳 1,000                        

見證者宣教合唱團 2,000                        

章修齊 500                           

劉嘉正 2,000                        

鄭自強 蘇月琴 1,0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有志 9,031                        

教會合計: 32,231                   

捐款人 金        額

阮豊山 10,000                      

教會合計: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查忻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秀緡 33,000                      

教會合計: 33,000                   

捐款人 金        額

拉娃告 拉歌拉格 1,900                        

教會合計: 1,900                     

捐款人 金        額

林淑子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指定-為一般修繕費用】

個人  有志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個人  有志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拉娃告牧師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林淑子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林誠興

個人  阮豊山

【指定-為一般修繕費用】

個人  查忻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林秀緡

【指定-06學年經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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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誠興 2,400                        

教會合計: 2,400                     

捐款人 金        額

林啟堂 100,000                    

教會合計: 100,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耕州 63,393                      

教會合計: 63,393                   

捐款人 金        額

林振利 200,000                    

教會合計: 200,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智惠 6,000                        

教會合計: 6,000                     

捐款人 金        額

林玉娟(川越教會) 3,750                        

教會合計: 3,750                     

捐款人 金        額

錢小秋 40,000                      

教會合計: 40,000                   

捐款人 金        額

姚武舜 9,000                        

教會合計: 9,000                     

中會合計: 7,352,137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客家宣教中會中原教會 1,500                        

教會合計: 1,500                     

個人  林啟堂

【受贈收入-為經常費】

個人  林耕州

【@指定-為各項基金奉獻】

個人  林振利

【後援會-一般奉獻】

【後援會-一般奉獻】

個人  姚武舜

【奉獻主日奉獻】

客宣中會  中原

個人  林智惠

【特定-為系所事工奉獻】

個人  林玉娟

【特定-為其他事工奉獻】

個人  錢小秋

【後援會-一般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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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加恩長老教會 7,500                        

教會合計: 7,500                     

捐款人 金        額

關東橋長老教會 8,000                        

教會合計: 8,000                     

捐款人 金        額

龍潭長老教會 15,350                      

教會合計: 15,350                   

捐款人 金        額

觀音長老教會 5,700                        

教會合計: 5,700                     

捐款人 金        額

埔心長老教會 12,750                      

教會合計: 12,75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客家宣教中會新屋教會 38,4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客家宣教中會新屋教會 54,300                      

教會合計: 92,700                   

捐款人 金        額

湖口長老教會 12,400                      

教會合計: 12,400                   

捐款人 金        額

關西長老教會 2,800                        

教會合計: 2,800                     

客宣中會  關東橋

【奉獻主日奉獻】

客宣中會  龍潭

【奉獻主日奉獻】

客宣中會  觀音

【奉獻主日奉獻】

【奉獻主日奉獻】

客宣中會  加恩

【奉獻主日奉獻】

客宣中會  湖口

【奉獻主日奉獻】

客宣中會  關西

【奉獻主日奉獻】

客宣中會  埔心

【後援會-一般奉獻】

客宣中會  新屋

【奉獻主日奉獻】

客宣中會  新屋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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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客家區會南庄教會 8,000                        

葉進明 1,000                        

教會合計: 9,000                     

捐款人 金        額

竹東長老教會 12,570                      

教會合計: 12,570                   

捐款人 金        額

李郁芬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信望愛長老教會 1,500                        

教會合計: 11,500                   

捐款人 金        額

銅鑼長老教會 7,850                        

教會合計: 7,850                     

捐款人 金        額

三義長老教會 2,000                        

教會合計: 2,000                     

捐款人 金        額

新埔長老教會 12,800                      

教會合計: 12,800                   

捐款人 金        額

六家長老教會 5,300                        

教會合計: 5,300                     

捐款人 金        額

美濃長老教會 6,600                        

教會合計: 6,600                     

客宣中會  竹東

【後援會-一般奉獻】

客宣中會  信望愛

【奉獻主日奉獻】

客宣中會  信望愛

【奉獻主日奉獻】

客宣中會  南庄

【奉獻主日奉獻】

客宣中會  六家

【奉獻主日奉獻】

客宣中會  美濃

【後援會-一般奉獻】

客宣中會  銅鑼

【奉獻主日奉獻】

客宣中會  三義

【奉獻主日奉獻】

客宣中會  新埔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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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金        額

周世崇 10,000                      

捐款人 金        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客家宣教中會山崎教會 4,300                        

教會合計: 14,300                   

捐款人 金        額

得勝長老教會 1,000                        

教會合計: 1,000                     

中會合計: 241,620               

捐款人 金        額

普悠瑪長老教會 5,000                        

教會合計: 5,000                     

捐款人 金        額

利伽奉長老教會 1,000                        

教會合計: 1,000                     

捐款人 金        額

達瑪拉告長老教會 2,000                        

教會合計: 2,000                     

中會合計: 8,000                  

比努悠瑪  利伽奉

【奉獻主日奉獻】

比努悠瑪  達瑪拉告

客宣中會  山崎

【奉獻主日奉獻】

客宣中會  得勝

【奉獻主日奉獻】

比努悠瑪  普悠瑪

【奉獻主日奉獻】

客宣中會  山崎

【奉獻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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