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收據號碼 捐贈者 金額 處理情形 備註

108.12.03 48858 冠泰冷凍空調有限公司 $1,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03 48859 羅○忠 $1,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06 48860 劉○志 $500 德水園基金

108.12.07 48861 林○酉 $1,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07 48862 王○長 $300 德水園基金

108.12.07 48863 李○環 $500 德水園基金

108.12.07 48864 懋源國際有限公司 $1,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07 48865 白○帆 $1,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07 48866 白○甫 $1,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07 48867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愛心會 $5,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07 48868 陳○蒨 $1,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07 48869 吳○欽/高○哺 $2,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07 48870 私立祥和老人養護中心 $1,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07 48871 黃○勇 $1,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08 48872 板橋雲天宮及信眾 $10,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10 48873 阡信實業有限公司 $2,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11 48875 曾○宗 $1,000 德水園基金

合計: $30,300

捐款收據：第48858至48875號(48874作廢)

填表說明：本表乙式二份，一份交會計室，一份公佈於本院公佈欄

德水園身心障礙教養院  108年12月接收捐款徵信明細-1



日期 收據號碼 捐贈者 金額 處理情形 備註

108.12.16 48876 劉○益 $5,000 贊助108/1/14員工尾牙

108.12.16 48877 晉好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2,000 贊助108/1/14員工尾牙

108.12.16 48878 晉好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1,000 贊助12/28院民圍爐

108.11.17 48879 游○萱 $2,000 捐助巧虎家社應

108.12.19 48882
社團法人

台灣一心齋淨宗教育協會
$20,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19 48883 陳○正 $1,000 贊助1/14員工尾牙抽獎

108.12.19 48884 臺中市寰宇成長協會 $20,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21 48885 台中市神岡區青溪婦女協會 $16,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26 48886 邱○勳 $1,000 贊助12/28院民圍爐

108.12.28 48887 劉○珠 $1,000 捐助巧虎家社應

108.12.28 48888 葫蘆墩絲竹樂團 $1,200 贊助12/28院民圍爐

108.12.28 48889 黃○玲 $1,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28 48890 台中市老人福利服務中心 $1,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28 48891 陳○金 $1,000 德水園基金

108.12.28 48892 東勢區公所 $1,000 贊助12/28院民圍爐

108.12.28 48893 羅○美 $1,000 贊助12/28院民圍爐

108.12.30 48894 劉○志 $5,000 德水園基金

合計: $80,200

捐款收據：第48876至48894號(48880-81作廢)(48895-100作廢)

填表說明：本表乙式二份，一份交會計室，一份公佈於本院公佈欄

德水園身心障礙教養院  108年12月接收捐款徵信明細-2



日期 收據號碼 捐贈者 金額 處理情形 備註

108.12.04 48459 謝○煌 $200,000 德水園基金 12/03匯款

108.12.09 48460 易○柳 $2,500 捐助社區適應 12/03匯款

108.12.09 48461 易○智 $2,500 捐助社區適應 12/05匯款

108.12.13 48462 吉翔興業 $1,000 德水園基金 12/11匯款

108.12.25 48464 陳○琪 $3,000 德水園基金 12/25匯款

108.12.27 48465 邱詹○枝 $2,000 捐助12/28院民圍爐

108.12.27 48466 李○安 $1,000 捐助12/28院民圍爐

108.12.27 48467 詹○凱 $6,000 捐助12/28院民圍爐

108.12.27 48468 廖○鈴 $500 德水園基金 信用卡

108.12.27 48469 劉○燕 $300 德水園基金 信用卡

108.12.27 48470 蔡○雯 $300 德水園基金 信用卡

108.12.27 48471 林○珊 $300 德水園基金 信用卡

108.12.27 48472 張○芬 $1,000 德水園基金 信用卡

108.12.27 48473 林○憫 $500 德水園基金 信用卡

108.12.30 48474 台中市醫師夫人聯誼會 $200,000 德水園基金 12/27匯款

108.12.31 48475 吳○儀 $2,000 捐助12/28院民圍爐

108.12.20 48968 王○慧 $3,000 捐助12/28院民圍爐

合計: $425,900

捐款收據：第48459至48475號(48463作廢)

填表說明：本表乙式二份，一份交會計室，一份公佈於本院公佈欄

德水園身心障礙教養院  108年 12月接收捐款徵信明細-3



日期 收據號碼 捐贈者 金額 處理情形 備註

108.12.31 48427 張○生 $1,000 巧虎家社應

108.12.31 48428 賴○庭 $1,000 巧虎家社應

108.12.31 48429 張○珍 $1,000 巧虎家社應

108.12.31 48430 曾○彥 $1,000 巧虎家社應

108.12.31 48431 陳○文 $1,000 巧虎家社應

108.12.31 48432 黃○柔 $2,000 巧虎家社應

108.12.31 48433 任○姍 $2,000 巧虎家社應

108.12.31 48434 楊○富 $1,000 劃撥捐款

108.12.31 48435 劉○英 $2,000 劃撥捐款

108.12.31 48436 蘇○瑄 $400 劃撥捐款

108.12.31 48437 謝○吉 $200 劃撥捐款

108.12.31 48438 楊○光 $100 劃撥捐款

108.12.31 48439 曾○婷 $3,000 劃撥捐款

108.12.31 48440 程○修 $2,000 劃撥捐款

108.12.31 48441 謝○吉 $200 劃撥捐款

108.12.31 48442 楊○光 $100 劃撥捐款

108.12.31 48443 陳○中 $5,000 劃撥捐款

108.12.31 48444 程○修 $2,000 劃撥捐款

108.12.31 48445 王○鳳 $4,000 劃撥捐款

108.12.31 48446 Q董愛旅遊趴趴走 $1,500 劃撥捐款

合計: $30,500

總合計: $566,900

捐款收據：第48459至48475號(48463作廢)

填表說明：本表乙式二份，一份交會計室，一份公佈於本院公佈欄

德水園身心障礙教養院  108年 12月接收捐款徵信明細-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