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愛無國界關懷協會

2021西非布吉納貧童教育及社區發展計畫勸募活動

募款活動核准文號：衛部救字第 1101360611號

募款期間：自 110 年 3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2 月 28 日止

捐贈人捐贈資料 (單位:新台幣元) as of 10/31/2021

收據編號 捐款人名稱 捐贈日期 捐贈金額 用途
iBBA2021895001 呂O桂 2021/3/3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02 曾O煌 2021/3/3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03 施O智 2021/3/3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04 廖O慈 2021/3/3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05 林O昌 2021/3/3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06 王O玲 2021/3/3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07 羅施O雲 2021/3/3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08 均豪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1/3/3 36,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09 鄭O如 2021/3/3 14,4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10 均華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1/3/3 36,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1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濱教會 2021/3/4 30,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12 柯O周 林O栢 2021/3/5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13 謝O珊 2021/3/12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14 張O林 2021/3/14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15 蘇O玉 2021/3/14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16 溫O生 朱O芬 2021/3/14 14,4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17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中東海靈糧堂 2021/3/15 12,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18 梁O生 2021/3/16 36,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19 梁O文 2021/3/16 18,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20 連O恩 高O婷 2021/3/18 14,4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21 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1/3/19 108,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22 卓O名 連O恩 2021/3/21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23 連O雄 胡O華 2021/3/21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24 黃O月 2021/3/21 14,4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25 李O雲 2021/3/30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26 林O枝 2021/3/30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27 戴O誠 2021/3/30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28 林O蓉 2021/4/5 14,4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29 陳O玲 2021/4/12 10,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3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中東海靈糧堂 2021/4/16 12,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31 高O鑾 2021/4/17 14,4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32 陳O賢 2021/4/21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33 劉O恩 林O蘭 2021/5/2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34 王O玲 2021/5/2 14,4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35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中東海靈糧堂 2021/5/4 288,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36 曾蘇O娥 2021/5/4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37 曾O麗 2021/5/4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38 徐O芳 2021/5/8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39 曾謝O菁 2021/5/10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40 林O昌 陳O惠 2021/5/10 28,8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41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中東海靈糧堂 2021/5/13 12,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42 謝O暖 2021/6/6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43 呂O蘭 2021/6/10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44 HsinOChiang 2021/6/14 3,220  協會決定
iBBA2021895045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中東海靈糧堂 2021/6/15 12,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46 王O如 2021/7/1 5,000  協會決定
iBBA2021895047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中東海靈糧堂 2021/7/15 12,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48 簡O源 2021/7/15 50,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49 魏O婷 2021/7/15 2,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50 林O甫 2021/7/15 2,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51 陳O妤 2021/7/26 1,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52 沈O宸 2021/7/26 1,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53 賴O輝 2021/7/27 5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54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中東海靈糧堂 2021/8/10 12,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55 林O如 2021/8/15 10,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56 徐O瑾 2021/8/15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57 戴O旭 2021/8/18 2,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58 巫O諾 2021/8/30 28,8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59 陳O誼 2021/9/1 600 一般捐款
iBBA2021895060 徐O昌 2021/9/1 5,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61 洪O宜 2021/9/2 8,000 教育行政
iBBA2021895062 ＰａｕｌOｉｎ 2021/9/3 3,000  協會決定
iBBA2021895063 王O雅 2021/9/4 5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64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中東海靈糧堂 2021/9/14 12,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65 李O男 2021/9/15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66 林O蘋 2021/9/24 7,2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67 沈O而 2021/10/5 7,000  協會決定
iBBA2021895068 藍O傳 2021/10/6 10,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69 華O澤 2021/10/8 1,000 教育行政

iBBA202189507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中東海靈糧堂 2021/10/12 12,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71 吳O杰 2021/10/22 1,000 教育扶助
iBBA2021895072 戴O玉 2021/10/22 1,000 食物
iBBA2021895073 朱O宏 2021/10/28 1,000 教育扶助

連O雄 胡O華 年度收據 12,479  協會決定
許O子 高O莛 年度收據 10,800 教育扶助
賴O宗 年度收據 2,000  協會決定
賴O嫈 年度收據 2,000  協會決定

蘇O貴 年度收據 27,000  協會決定

張O芬 年度收據 3,600 教育扶助
許O典 胡O女 年度收據 7,200 教育扶助
黃O光 莊O玲 年度收據 14,100 教育扶助
鍾O奇 年度收據 7,200 教育扶助
黃O瑤 年度收據 13,800 教育扶助

江O玫 年度收據 15,000  協會決定
薛O嫄 年度收據 26,400 教育扶助
李O貞 年度收據 7,200 教育扶助
羅O觀 年度收據 12,000 教育扶助
黃O筠 年度收據 6,600 教育扶助
呂O華 年度收據 19,200 教育扶助
許施O月 年度收據 12,000 教育扶助
劉O玲 年度收據 23,760 教育扶助
楊O賢 年度收據 12,000 教育扶助
駱O田 年度收據 12,000 教育扶助
黃O恩 年度收據 6,000 教育扶助
王O玲 年度收據 4,200 教育扶助
蔡O雅 年度收據 12,000 教育扶助
蔡O泉 年度收據 10,000 教育扶助
于O涓 年度收據 6,600 教育扶助
吳O緯 年度收據 6,000 教育扶助
曾O晴 年度收據 6,000 教育扶助
郭O銳 年度收據 9,600 教育扶助



李許O娥 年度收據 36,000 教育扶助
連O文 年度收據 16,200 教育扶助
邱O雲 劉O卉 年度收據 3,600 教育扶助
吳O夫 陳O芬 年度收據 6,000 教育扶助
許O松 黃O嬌 年度收據 30,000 教育扶助

熊O浩 鄭O婷 年度收據 7,200 教育扶助
邱O筠 年度收據 3,600 教育扶助
莊O筠 年度收據 10,000 教育扶助
#808-73117 年度收據 5,000  協會決定
#812-17672 年度收據 1,000  協會決定
#008-18897 年度收據 8,700  協會決定

#803-06002 年度收據 3,000  協會決定
#009-10001 年度收據 50,000  協會決定
黃O倫 年度收據 5,400 教育扶助
徐O心 年度收據 6,000 教育扶助
王O晶 年度收據 6,000 教育扶助
鄒O君 年度收據 12,000 教育扶助
許O玲 年度收據 6,000 教育扶助

彭O莉 年度收據 6,000 教育扶助
林O麗 年度收據 10,000 教育扶助
湯O竹 年度收據 11,800 教育扶助
林O月 年度收據 4,800 教育扶助
顧O家 年度收據 4,800 教育扶助
洪O書 年度收據 4,800 教育扶助
張O誠 年度收據 48,000 教育扶助
劉O語 年度收據 500 教育扶助
DarO chen  不索取 600  教育扶助
吳O興  不索取 500  教育扶助
黃O娟 年度收據 10,000  教育扶助
王O閔  不索取 1,000  教育扶助
陳O孟 年度收據 1,000  教育扶助
蕭O柔  不索取 2,000  教育扶助
許O菘 年度收據 300  教育扶助
黃O雯 年度收據 3,000  教育扶助
陳O仁  不索取 1,000  教育扶助
林O宏  不索取 1,000  教育扶助
楊O樂/楊O悅  不索取 500  教育行政
戴O旻  不索取 200  教育扶助
謝O璉 年度收據 10,000  教育校舍
蔡O娟 年度收據 200  教育扶助
陳O誼  不索取 300  教育扶助
邱O京 年度收據 1,200  教育扶助
許O菘 年度收據 200  教育扶助
孫O媛 年度收據 1,000  教育扶助
林O堯 年度收據 400  教育行政
陳O婷 年度收據 400  教育行政
朱O廷 年度收據 300 一般捐款
蔡O婷 年度收據 1,200  教育扶助
王O菁 年度收據 1,200  教育扶助
陳O彤 年度收據 4,500  教育扶助
張O怡 年度收據 2,300 教校職訓
林O民 年度收據 1,800  教育扶助
呂O治 年度收據 900  教育扶助
周O彥 年度收據 1,200  教育行政
楊O梅 年度收據 1,500  教育扶助



張O琴 年度收據 600  教育扶助
陳O玲507 年度收據 600  教育扶助
陳O能 年度收據 300  教育扶助
呂O桂 年度收據 600  教育扶助
郭O蔻 年度收據 600  教育扶助
郭O瀚 年度收據 600  教育扶助
郭O軒 年度收據 600  教育扶助
黃O宣 年度收據 3,000  教育行政
高O雯 年度收據 1,500  教育扶助
陳O宇 年度收據 3,000  教育行政
陳O吟 年度收據 3,000  教育扶助
劉O玲 年度收據 6,000  教育扶助
鐘O裕 年度收據 4,500 教校行政
郭O瑜 年度收據 2,400  教育扶助
黃O文 年度收據 800 教育扶助
趙O婷 年度收據 2,400 教育扶助
施O婷 年度收據 12,000 教育扶助
李O晴 年度收據 1,600 教育扶助
戴O霖 年度收據 38,654 教校職行
湯O芳 年度收據 16,000 大學助學
吳O珊 年度收據 1,000  教育扶助
董O真 年度收據 5,400 教育扶助
董O心 年度收據 5,400 教育扶助
黎O敏 年度收據 24,000 教校行政
羅O鈴 年度收據 1,500 教育扶助
陳O玲393 年度收據 1,800 教育扶助



2021年一般捐款芳名錄 as of 10/31/2021

收據編號 捐款人名稱 捐贈日期 捐贈金額 用途

iBBA1101001 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畢嘉士社會福利基金會2021/1/25 298,676  協會決定

劉O柔 年度收據 40,000 社企職訓

林曾O霞 年度收據 4,800 教育扶助

林O慈 年度收據 1,800 教育扶助

林O佳 年度收據 1,800 教育扶助

黃O翔 李O暄 年度收據 12,000 教育扶助

許O賓 年度收據 6,600 教育扶助

陳O晴 年度收據 6,000 教育扶助

蔡O晏 年度收據 2,400 教育扶助

熊O妡 年度收據 3,000 教育扶助

李O瑛 年度收據 6,000 教育扶助

林O昌 年度收據 1,800 教育扶助

林O恩 年度收據 1,800 教育扶助

無名氏-5餅2魚 年度收據 520  協會決定

廖O吟 年度收據 6,000 教育扶助

黃O緣 年度收據 1,800 教育扶助

范O玲 年度收據 1,800 教育扶助

連O義 郭O婷 年度收據 5,400 教育扶助

許O琪 年度收據 6,000 教育扶助

郭O菱 年度收據 3,600 教育扶助

楊O鈿 年度收據 1,200 教育扶助

榮星長老教會豐盛小組 年度收據 2,400 教育扶助

林馬O亞 2021/7/6 2,000 教育扶助

洪O生 陳O如 2021/8/8 15,829  協會決定

陳O蓀 2021/9/27 51,613  協會決定

#700-7233 2021/3/26 600 教育扶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