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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０年十二月份功德名錄 

一、會務支出 

（一）講堂收入 

四三三三三二元：王明道。 

四００００元：周彥宇。 

二００００元：陳洪鈞。 

一六二００元：(佛畫班)。 

一五０００元：陳鴻斌，陳鴻斌。 

一三０００元：簡文通。 

一二０００元：曾貴堂。 

一０八００元：(佛畫班)。 

一００００元：(莊雅雄/林季兒/莊淳荃/許靜怡/莊淯善)，(故陳添旺/故陳薛秀

琴)，王厚中，金蓮，陳亞玲，林月雲，王珍，黃泰賢。 

八四四七元：(110年 12月份個人免負擔勞保費)。 

八０００元：陳美月。 

六六六六元：(童家慶/陳淑媛)，無名氏。 

六０００元：許幼蘅。 

五六九四元：(110年 12月份個人免負擔健保費)。 

五四七五元：(Tenzin Sherap 楊美慧 )。 

五０００元：李奇宸，劉淑玲，(故)謝明海，袁友莊，陳蔡悅，中華明恆公益

慈善協會，(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黃崑原/黃王鑫如)，羅榮乾，張智中，

廖志旭。 

四０００元：(周建發、蔡淑蘭)，張慶進。 

三０００元：三寶弟子，陳敏慧(修文會)，曾秀美，(郭峯誌/許芷綾/郭穆霆/郭

家禾)，鄭進良。 

二八四０元：阮貴良。 

二五００元：蔡麗玲，林義誠，唐平翰等人。 

二０００元：北市國稅，(陳秀芳/宋昆陽)，洪幸如，李立言，三寶弟子，北市

國稅，羅武，戴文振，林博政，三寶弟子，(故)莊世光，謝貴珍，楊靜江，林

久翔，林芳明，(釋演惺與俗家弟妹合家)，王愷，謝春聘(修文會)，張明政，

(柯栢丞/柯淇文/柯力維/李慈慧/簡旻陞/簡煒桀/驊藏空間有限公司)，姚簡素琿。 

一八００元：莊世賢。 

一七０四元：許淑芬。 

一六六六元：(李明倫/李慧劍/陳秀梅/李寬彬/李英諒/吳佩臻/毛嘉慶/毛胤九/毛

顗婷/陳珮珊/陳凱琪)，張瓊文，曹碧瑤，黃文宜。 

一六五二元：(香光淨宗學會)。 

一六００元：北市國稅，北市國稅。 

一五００元：(故)顧玉英，(故)黃漢敏，陳林�治，陳林�治，施佑宗，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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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劉櫻枝，李美鳳，莊淑眞，陳林�治。 

一四七九元：林安世。 

一四０四元：阮貴良。 

一四００元：黃靖珣。 

一二五０元：(陳勇治/陳黃幼/陳昱娟/陳昱貞)。 

一二００元：(美士達國際有限公司)。 

一一三六元：許淑芬。 

一０００元：(巫慶祥/陳巫丹)，(鐘素月、張俊彥)，馬寅秋，徐宏勇，陳林�

治，常文瑋，(王政義/李阿勉/王郁婷)，陳林�治，管韓英，(全球有官司苦之

眾生)，李通安，彭吳瑞燕，(沈釵、朱世磊)，王淑眞，陳麗雯，洪詹碧雪，陳

林�治，王麗君，李通安，黃正良，劉楚妍，周麗俐，蔡揭德，(故)陳玉明，

李進忠，黃蓮純，(洪祺叡、簡素玫)，林恒光，張素貞，林純修，田心于，張

美玲，(駱燕樺/駱麗雲/駱亭云)，李思儀，楊仲群，蔡王血，林宗慶，三寶弟

子，(中和淨宗經教班)，劉錦賢，彭德光，蔡延壽，(顏良恭閤家)，淳源，彭靖

宏，周春桂，張振富，闕淑菁，陳林�治，廖 文瑛，張陳萬里，(劉秀松/余寶

珠/阮福麗)，(洪偉倫/洪菱)，陳林�治，釋心覺，(全球有官司苦之有情)，廖玉

鳳，(簡淑玲闔家)，林呂秀琴，林俊雄，曾宣慈，三寶弟子，王亦君，羅桂

英，盧進貴，林素玉，(吳祥一/張春子)，(吳池/吳初江)，佛弟子，陳麗嬌，(王

曼思/宋天恩)，劉惠敏，陳美榕，三寶弟子，馬王碧女，胡楊惠珠，三寶弟

子，黃素梅，詹前慶，林金泉，褚美妏，謝德琳，莊思傑，劉語婕，黃永文，

林正芳，王琇瑾，陳標，簡淑玲，黃建銘，唐婉華，陳鳳珠，(王永正/潘秋綿/

王一隆/王一豪)，鍾富郎，陳芳盈，(陳彥憲/陳美錦)，林由美，江淑貞，宋昭

美，蔡雪卿，趙德容，楊馥華，蔡素香，三寶弟子，陳淑媚，三寶弟子，劉凱

方，林珈卉，蔡名怡，周建亨，吳錦珍。 

九００元：侯春雅，陸秀芬，張淑貞，張雪屏，羅美如，魏文雀，邱淳麟，李

惠蘭，朱春珍，陳貴蘭。 

八００元：林彩瑜，林宜橋。 

七五０元：(溫文和、溫黃麗珠、溫文卿、溫玉蓮)，李淑芬，黃語彤。 

七一四元：詹錦華。 

七００元：(梁重雄/梁林瓊問/梁麗文/梁家騏)。 

六六六元：郭秋桂，廖素梅。 

六五八元：(法人利息)。 

六００元：應嘉睿。 

五五０元：(許燕雪、林心瀠)。 

五二八元：(強帝瑪法師)。 

五一六元：粘阿勉。 

五００元：蔡如湘，鄭徐一美，李榮東，游本仰，鄭旨妤，鄭又寧，王月雲，

三寶弟子，林家羽，夏儀芳，廖坤城，鐘昭枝，林雪娥，吳宥妹，黃錫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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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慈，李玉蘭，(黃思瑜/徐煥淵/陳麗靜/林重鑫/JOHN SCUTT )，杜沛澄，林湛

淸，林謹，高玉珍，曾棣冕，邱建翔，戴順發，樂嘉南，(張邦彥/鄭佩鈺)，姜

貴櫻，邱穗眞，張國基，張瀚允，三寶弟子，許瑞娟，吳立丰，吳可丰，江秀

珠，徐麗惠，陳玉仙，施佳慧，朱瑛菲，廖宏國，三寶弟子，林麗瑢，王緣，

張惠招，DE TU TAM BAO，翁雁鳴，王心利，李秋容，岳君怡，周宜平，王

政賢，林阿密，許右茗，鄭胡阿舜，林信德，(林水泉/郭玉花/林靜慧/林敏慧/林

碩儒)，(洪德治/陳美/洪婷瑜/洪婷珏)，許櫻馨，張進益閤家，許瑀芹，陳炎

星，許瓊瑛，駱榮煌，三寶弟子，李若琪，林佩璇，洪惠敏，盧鳳嬌，三寶弟

子，林璟雯，鄭國裕，蔡文雄，簡彩燕，李銘輝，高護文，許語彤，劉素玲，

林桓生，三寶弟子，鄭雅媛，陳翠梨，黃紹東，(黃謝寶鑾/黃金水)，潘玉娟，

張仁光，三寶弟子，朱妙榛，吳秀蓮，鐘寶珠，(王心怡、蔡伯府)，台北市內

湖區⻄湖國中 801全班同學，陳重明，馬蕙芬，楊沄竺，曾煌鈞，邱培，洪明

淑，(陳淑芬/張萬田)，姚富活，王月嬌，張伯綸，司馬蘭莉，魏汎霓，何麗

華，麥心慧，李文傑，黃騰輝，劉明諺，李英豪，張素美，(汪明宗/吳秀鑾)，

劉明諭，謝玉嬌，無名氏，欒純娥，盧宜沺，吳錦昌，徐莞婷，林色哈，麥昭

慧，麥懿文，劉姿蘭，黃宥蓁，(王三郎/高秀枝)，(廖承根/廖陳瓊珠/廖天松/廖

李惠品)，陳慈薰，黃藝心，吳子鎭，林淸志，吳葉秀霞，三寶弟子，三寶弟

子，(江玉對闔家)，(陳建銘、羅翠毅)，邱淑貞，(曾燦輝、曾宣霖、曾王換)，

無名氏，麥春木，陳楊素女，葉修齊，李永慶，駱榮煌，蘇文雄，陳廣一，邱

淑珍，楊小萍，盧蘭琴，(馮金城全家)，陳玟褘，曾錦蓮，陳健修，王醒華，

鄭斐文，周威宏，周益群，邱純薇，廖秀足，游梓勝，葉修顯，李永洲，張紹

娟，葉詠智，吳決賢，(林氏/曾氏/詹氏)歷代祖先，(呂敏菱合家)，陳曼玲，張

乃元，翁碧連，楊沛湘，殷寶玲，張旭暉。 

四二八元：三寶弟子。 

四００元：三寶弟子，王珮螢，蘇純慧，楊重義，曠文龍，黃秀雄。 

三七五元：詹毓英，嚴毅。 

三六０元：楊麗雲，楊陳秋月，楊金地，楊麗卿。 

三五０元：(林楠生/洪柏峯/林萱/林君立)。 

三三三元：(善心人士)，(娑婆國土有官司苦之眾生)，(全球飽受官司苦的眾

生)。 

三三二元：(王樹龍、彭愛雲、王子芸、王子芳、王子銘)。 

三００元：(林簡品/林燕如)，(唐祖立/王先華)，(旺旺/麻吉/小黃)，(沈榮海/林

惠美/沈泓翰)，余翊萱，余浩維，(沈榮海/林惠美/沈泓翰)，(李炯秋/李光澤/張

俐)，(郭久紅/陳映辰)，(徐煥淵/陳麗靜/陳戴維斯)，釋賢佳，(宗仙麗/楊通/楊聞

曉)，(黃瓊/許肖鋒/許丹濃)，(為掛網平台祈福:騰訊/微博/喜馬拉雅/優酷/兔展/

美篇/⻄瓜/Acfun vlog)，鄭美麗，曾謝桂英，(為掛網平台祈福:騰訊/微博/喜馬

拉雅/優酷/兔展/美篇/⻄瓜/Acfun/Vlog)，(詹惠眞/詹宜金/詹宗盟)，釋賢佳，(廖

英理/廖原右/廖原賢閤府)，(陳美榕/全球官司牢獄災厄眾生)，(王敬仁/陳美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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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成)，廖珮君，(王復中/王慈錦/王靖荃閤府)，游本仰，張語儉，湯貴慈，

三寶弟子，(甘久航/游娟/甘芯)，(翁翠娟/曾品皓)，林惠貞，(姜桂芳/梁玉燦/梁

兆豐/梁兆昌)，(卡帛/多多:企業主及所有員工)，王諒成，(王敬仁/陳美榕/王有

成)，(王復中/王慈錦/王靖荃/王靖程)，(甘久航/游娟/甘芯)，張增泰，(翁翠娟/

曾品皓)，曾謝桂英，(蘇綺紅/陳煒雄)，(黃碧君/高國原/所有失怙者)，鄭美

麗，(旺旺/麻吉/小黃)，(姜桂芳/梁玉燦/梁兆豐/梁兆昌)，(唐祖立/王先華)，(林

楠生閤家/洪柏峯閤家)，(游本仰/廖珮君/游原廣/游原傑)，(蘇綺紅/陳煒雄)，莊

雪珍，(游謹佩、賴妙珍、賴祝如)，淳源，(張荷/詹王鎭閤府)，(張荷/詹王鎭閤

府)，(為掛網平台祈福:騰訊/微博/喜馬拉雅/優酷/兔展/美篇/⻄瓜/Acfun / Vlog)，

釋賢佳，(廖英理/廖原右/廖原賢閤府)，(金黎慧、李泳銘)，(宗仙麗/楊通/楊聞

曉)，(沈榮海/林惠美/沈泓翰)，(林簡如/林燕如)，白玉林，(鄭碧雲/李文元)，

(陳美榕/全球官司及牢獄災厄眾生)，連佳瑀，(故)黃劉彩鳳，(故)冀生，傅韻

樵，(王復中/王慈錦/王靖荃閤府)，翁翠萍，(翁翠娟/曾品皓)，(甘久航/游娟/甘

芯)，(王復中/王慈錦/王靖荃閤府)，(王敬仁/陳美榕/王有成)，曾謝桂英，⻄來

子，(陳家倫/黃淑娥/陳彥亦)，(詹惠眞/詹宜金/薛耿銘/省立苗栗醫院精神科醫護

人員及病友)，林呈洛，蔣榮利，(蔣榮富/鄭珠幸)，李⻑芳，湯貴慈，(蘇雅惠/

卓太田/卓怡萱)，(游本仰/廖珮君/游原廣/游原傑)，(翁翠娟/曾品皓)，(甘久航/

游娟/甘芯)，莊璧華，鄭美麗，廖雪嬌，曾謝桂英，(旺旺/麻吉/小黃)，(黃國禮/

高銀妹)，(黃碧君/高國原)，(唐祖立/王先華)，(張荷/詹王鎭閤府)，(王敬仁/陳

美榕/王有成)，(廖英理/廖原右/廖原賢閤府)，(翁翠萍祈福:菲律賓雷伊颱風罹難

者、早生佛國)，(鄭碧雲/李文元閤府)，無名氏，(蔣榮利/何沐軒/張如雲/陳靜

茹)，釋賢佳，(廖英理/廖原右/廖原賢閤府)，釋寬明，(梁兆豐/梁兆昌)，邱淑

貞，(謝明宗/林柔)，(宗仙麗/楊通/楊聞曉)，張仲瑋，(姜桂芳/梁玉燦)，(宗仙麗

/楊通/楊聞堯)，(為掛網平台祈福:騰訊/微博/喜馬拉雅/優酷/兔展/美篇/⻄瓜

/Acfun/Vlog )，(黃瓊/許肖鋒/許丹濃)，(張荷/詹王鎭閤府)，(蘇綺紅/陳煒雄)，

(唐祖立/王先華)，(鄭碧雲/李文元)，(陳家倫/黃淑娥/陳彥亦)，(詹惠眞閤府/詹

宜金/詹宗盟)，楊吳玉燕，徐鈺芬，(林簡品/林燕如)，(林簡品/林燕如)，洪

鵬，鄭美麗，(沈榮海/林惠美/沈泓翰)，(旺旺/麻吉/小黃)。 

二五０元：陳柏翰，高軒閎，郭俊賢，戴忠良，吳艷春，莊智淵，郭家豪，曹

明珍，王莉秋，曾寶珍，陳思叡，李彥佐，潘林貴，陳玉琴，楊顯明，郭政

杉，陳世宗，吳麗雲，楊彩瓊，張家瑋，柯素芬，張若庭，莫芝芬，李彩卿，

游源成，翁瑞鴻，陳大同，張秀元，李順鎰，邱海金，許建基，謝天恩，呂幸

華，陳明達，李瑞仁，(林楠生/洪柏峯閤家)，許秀卿，劉育樹，尙勤蘭，楊永

賢，李彥佑，余瑞淸，李明霞，莊益豪，莊哲維。 

二一四元：(黃智偉/黃珮瑩/黃宇樂/黃點點)。 

二００元：黃詠源，無名氏，三寶弟子，劉美惠，周金蓮，魏慧娟，宋麗華，

張佑蓁，盧宜沺，楊雅婷，侯麗銖，趙淑惠，賴瑞龍，李佳婉，陳文娟，李淑

慈，雷俊昌，王珮螢，簡淑玲，劉淸華，張紹眞，陳鳳玉，羅炳煌，楊玲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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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碧鳳，劉祿春，魏純淑，劉德修，(郭天永/郭素珍)，賴玉純，陳秀玉，林珠

如，陳韻竹，三寶弟子，陳冠廷，三寶弟子，邱明祥，廖純馨，(洪柏峯閤

家)，黃佩伶，趙沁霏，李瑞晴，心制，林秀麗，涂順憲，李淑英，三寶弟子，

梁順憲，林碧蓮，張昌銘，黃信誠，王珮螢，張紹左，劉瓊淸，王宥人，劉建

宏，林秋枝，曾燈章，曹秀絨，陳儷月，陳功雄，許麗蓉，林宜文，陳依媚，

張賢，陳麗玲，楊李花，蘇玉雲，三寶弟子，許翔雍，林炎生，黃佩伶，蘇琦

玲，無名氏，魏子雲，彭友，林先生，賴貞夙，林阿密，吳靑芳，朱妙榛，張

君佩，劉定杰，賴人龍，黃佩伶，( 陳黃淑容、陳建明、故陳君侯)，張陳碧

金，三寶弟子，呂羽珊。 

一六六元：蘇正⺠，林朱話，(林楠生閤家/林萱/孫珮蓉)。 

一五０元：張麗芳，(林陳桂珍妙進/寂鄔/洪耀淇)，陳慈復，(林義傑(信傑)/林

陳桂珍(妙進)/寂鄔)，林楠生 Nan Sheng Lin，蘇導⺠，(林君立/林萱/孫珮蓉/洪

有駒)，(林楠生/洪柏峯)，朱秀子，(林義傑(信傑)/林陳桂珍(妙進)/寂鄔)。 

一四三元：馬琰如。 

一四二元：三寶弟子，蔡方月華，(黃智勇、黃俐穎)，三寶弟子，林育正，黃

梁秀蓮，黃進發，三寶弟子，王亮潔。 

一二五元：俞欣葶，張麗卿，(洪柏峰、洪有駒)，鍾淑惠。 

一二０元：黃以諾。 

一００元：蘇月卿，鄒國霞，(高俊德/蔡麗華/高國原)，佛弟子，陳建霖，(吳

美珠/駱柏榮)，林家玉，(黃碧君/蔡淸汜/黃啟超)，(王勝雄/王怡文/王建智、林

亦瑩)，蘇邱杏元，(施靜萍/施增銘/施柯秀卿)，(劉小玲/劉水金/劉李月娥/劉勇

立)，(蔡淑如/汪宗翰/全球自閉兒療癒)，(王復中/楊顯明)，三寶弟子，李秀

花，(江明珠/江陳金蓮/江志豐閤府)，蕭貿謙，(郭菊/郭翁緞)，(沈其均/陶星彤/

沈亞臻)，楊麗蓁，徐巧文，潘藴芳，柯星寧，翁翠萍，謝粉仔，(陳可欣/黃慶

琮)，(故)陳張秀榮，(王勝雄/王怡文/王建智、林亦瑩)，(江明珠/江陳金蓮/蘇永

欽閤府)，(林陳桂珍/寂鄔/洪耀淇/毛郁貴)，(曹資敏/曹美華/吳逸祥)，謝孟娟，

劉軒睿，張金淸，顏幸琳，張瑋庭，梵眞，(陳明鈺閤府/陳幸詩閤府)，三寶弟

子，謝文在，謝美慧，簡碧雲，謝朝陽，(謝明宗/林柔)，(曹資敏/曹美華/吳逸

祥)，(沈其均/陶星彤/沈亞臻)，(郭菊/郭信勇)，(葉雅湘/吳雯瑛/曾惠茹/陳行

中 )，(江明珠/江志豐/蘇永欽)，(施靜萍/陳俊平/陳宏媗)，(黃渝珊/吳其哲)，

(倪珮綸/倪筠評/倪微琇)，顏湘語，釋見香，三寶弟子，三寶弟子，(蔣榮利/林

錦霞)，(洪柏峯/洪有駒/林君立)，(林陳桂珍/洪陳玉鶯/寂鄔/林義傑)，謝朝隆，

陳聖霖，(陳明鈺閤府/陳幸詩閤府)，(陳明鈺與所有苦難眾生)，(故)陳張秀榮，

(陳美榕與官司關係人)，(故)陳張秀榮，戴台林，(陳明鈺閤府/陳幸詩閤府)，

(王勝雄/王怡文/王建智、林亦瑩)，胡睿臻及官司關係人，三寶弟子，陳麗守，

(冥福)林暘珊，稽鳳聲，陳淑鳳，黃美惠，謝朝和，(丘碧霞閤府)，(陳家倫/黃

淑娥/陳彥亦)，(吳榮濤/許嘉玲)，(陳家倫/黃淑娥/陳彥亦)，(郭菊/郭翁緞)，(沈

其均/陶星彤/沈亞臻)，(曹資敏/曹美華/吳逸祥)，(謝明宗/林柔)，(林君立、林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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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林萱/孫珮蓉)，(黃碧君/高國原/高俊德、蔡麗華)，(江明珠/江陳金蓮/江志

豐閤府)，申作蘭，畢明光，潘櫻英，(故)王啟州，(王勝雄/王怡文/王建智、林

亦瑩)，(故)陳張秀榮，(陳明鈺閤府/陳幸詩閤府)，(謝孟龍/侯又雅/陳宏媗)，林

山景，(施靜萍/陳俊平/陳宏媗)，李佳峯，(林君立 Julie Lin / 林萱 / 孫珮蓉)，

無名氏，夏菊姍，林炎生，柯星宇，洪家豪，楊沛湘，李采蓮，(故)釋如開，

三寶弟子，(沈其均/陶星彤/沈亞臻)，曹蓮，(徐巾艾/鄭鴻融/鄭茜云/鄭亦弘)，

(鄭碧雲/李文元閤府)，(黃渝珊/吳其哲)，翁安鈺，(蔡淑如/汪宗翰)，翁翠萍，

(謝明宗/林柔)，黃良英，三寶弟子，(郭菊/郭翁緞)，謝先生，劉娜全家，林炎

生，三寶弟子，黃金蓮，(曹資敏/曹美華/吳逸祥)，朱秀子，(張建斌/黃秀蓉、

張詠睿)，(蘭英/蘭包淇/林欣儀)，孫翠環，洪婷珏，馬秀生。 

八六元：黃兆怡。 

七五元：(林義傑(信傑)/林陳桂珍(妙進)/寂鄔/毛郁貴)。 

七一元：鄭佳桂，(故)釋演道師父，(故)陳弘和，楊千葳，陳子永，(郭天永/郭

素珍)，蔡秀足，黃進財。 

六六元：(夏菊珊/任紅瑛/許月瑛)。 

五０元：釋大性，(豐田大郡所有住戶)，釋覺愷，釋儀慧，釋傳詠，釋妙生，

(豐田大郡所有住戶)，釋寬欣，釋本覺，(故陳建軍:早生佛國)，釋覺樹，釋如

樂，(故俄國煤氣災難罹難者:早生佛國)，葉熠篂，張禕芳，(汪育榛/李秉宏/豐

田住戶)，(陳彥亦祈福:美龍捲風罹難者)，夏菊姍，(汪育榛/李秉宏/豐田住

戶)，粘順進，(劉小玲/劉水金/劉李月娥閤府)，(林台生/林君立)，(林楠生/洪柏

峰/洪有駒)，陳啟明，(劉小玲/劉水金/劉李月娥)，(劉小玲/劉水金/劉李月娥)，

陳玉珠，張進利，釋永慈，周金蓮。 

四五元：郭子睿。 

四二元：張玉連。 

三三元：(范義參等)，(范義林等)，(周敬平等)。 

二八元：(林陳桂珍/林義傑/寂鄔)。 

二五元：謝鳳涼，(謝練甚/謝鳳涼)，(謝鳳涼/故謝朝昌)。 

一０元：劉奐庭，劉奐廷。 

五元：劉奐廷。 

二元：游輝信。 

一元：許登貴。 

總計：一一八０三七一元 

（二）郵撥收入 

三五０００元：吳依潔。 

二００００元：羅龍雄，王淸池，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一００００元：許盛信，林世芳，黃瑞娟。 

六０００元：謝明興。 

五０００元：彭澄決，翰霆營造有限公司，郭美麗，謝秀美，鄭麗珠，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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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賴明德，溫玉企。 

四０００元：鄭淸水。 

三０００元：(洗素眞、溫志權)，釋如義法師，王思喨，徐秀毅，王秀連，楊

豐誠。 

二五００元：鄭宇芸，李秀顏。 

二０００元：馬寅秋，劉慶旗，黃國鎧，順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蔡希如，周

佳敏，無名氏，(張俊助、張謝凱)，(尤李雪、尤金泉、尤英揚)，(邱秀蘭、楊

淑玲、楊錫勳、林慕雲)，陳棋城。 

一五００元：洪銘佶，妙音，呂曉鳳。 

一四００元：許美月。 

一二五０元：黃淸淵。 

一二００元：蔣武雄。 

一０００元：陳淑華，賴秀琴，沈文禎，施瑞珠，張瑞靑，方聖熏，雷成龍，

劉嬌妹，鄭玉絹，陳怡君，余丞軒，粘阿勉，黃曉華，黃亦正，高照琴，(陳育

松、陳邦寧)，周仁賜，許秀妹，沈靑娟，郭玉芬，(吳菊妹、鍾肇海)，林蘇

傳，(江信篁、江奕志、黃如琦)，陳素香。 

八００元：郭淑芳。 

六００元：溫綿，李明恭，李明恭，溫綿。 

五二０元：林宜箴等人。 

五一０元：謝宜臻。 

五００元：許郭玉嬌，陳季陽，詹綉珠，釋心虔法師，林松齡，閻瑞彥，徐恩

億，簡鳳凰，田宇宸，(蘇章、蘇林全)，(鄒梅媛、閻鏡安、歐泰安)，陳芳珍，

于大偉，林怡廷，張雅美，王昱之，鄭英慈，童大眞，卓斯瑋，楊安騏，董秋

蘭，洪惠茹。 

四００元：莊雅淳。 

三八０元：張添明闔家。 

三００元：陳宛君，(張家榛、何宗穎、張宸語、張良世、黃秀美)，陳淑珠，

(陳炳臣、盧美雲、陳厚合)，林淑惠，楊子誼，(沈子揚、沈宸驤)，王游桃妹。 

二五０元：陳秀祝，王洪秀味，張碧純。 

二００元：葉心怡，賴明安等人，許榮煌，黃慧玉，陳龍杰，鄭美雪。 

一七一元：(林斯理、蕭富華)。 

一七０元：宋游月娥，宋文笙。 

一五０元：陳楊阿月，陳文欽。 

一四三元：許富強，朱家宏。 

一四二元：張勝雄。 

一００元：陳麗柔，故許永富，吳映萱，郭怡君，陳麗柔，陳鵬帆，王建智，

蔡佳伶，謝艷，黃貞蘭，(徐深淵、徐通得、高美蘭、徐銘謙、徐維澤)，李國

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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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元：李名揚，李⻑盛，蔡擲。 

七四元：顏安邦。 

五０元：藍奕欣，潘娥伶闔家，亡者黃陳彩英。 

三七元：(許鈞傑與張芳綸闔家)。 

總計：二七五六六五元 

（三）信用卡收入信用卡收入 

一五０００元：(黃林碧霞、王淑貞、黃微峯)。 

一００００元：王正豊，童景熙。 

六一八八元：何智胜。 

五五二七元：石晨赫。 

三０００元：(李振孝、李畢玉華、周培植、畢可秀、賴秋芳、妙音)，張雅

喨。 

二六００元：陳忠明。 

二五００元：吳永松，張志誠，葉柏聯，熊家男。 

二０００元：賴素菊。 

一六六七元：(已故林保鈞、已故楊幸德、林彭秀玉、楊鄭月英、林彩瑜、楊凱

如)。 

一四二九元：榮禾實業有限公司。 

一三八六元：ANG TOON ENG。 

一三三四元：三寶弟子。 

一０００元：(已故雙親黃本、黃葉恰越)，(李欣翰、李欣諺)，(孫同元、張惠

娳、孫一正、孫唯仁)，(顏銘鴻、洪若娟夫婦)，三寶弟子，丘純，林宗佑，柯

裕⺠，張文山，陳威仁，陳婍月，雲王茱莉，楊東文，鄧文安，盧李純純，羅

烱德。 

八三五元：張瓊文。 

八三０元：YING MING HSU。 

七五０元：莊智顯，連國豪。 

七二０元：鍾博任。 

六七０元：段人傑。 

六六七元：陳逸霖。 

六００元：(陳宣翰、陳立瀚)，陳淑貞。 

五一五元：(顏秀雲、陳鴻斌)。 

五００元：(李月湄、黃冠華)，(項懿凡、薛貽恩、薛郁儒)，(簡文正、簡施

敏、黃讚球、黃李桂英、簡純仁)，十方法界一切眾生，方麗禎，白懿禎，吳宏

修，吳慧鵬，吳燈凱，呂玉葉，呂英輝，李秀美，李誠三，李澄宥，往生者劉

樹芬，林俐妘，林春美，邱若灝，邱婇菁，張芳雅，張淑鈺，張意葭，張群

勝，許宸語，陳仁裕，陳秀美，陳姿璇，陳盈傑，陳婉如，陳淑秋，陳勝順，

游宸宇，無記名，黃以⺠，黃弘騰，黃淑英，黃雅惠，黃靖雯，廖美玲，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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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蔡榮發，謝張玉蘭。 

四五０元：姜宜君。 

四二九元：呂秀宜，潘新財。 

四００元：(楊重義、楊陳金治、楊淑晴、楊美春)，馮貞慈。 

三三五元：李會申。 

三三四元：(張連傳、巫瓊瑛)，(簡鎭將、王秀碧)，李代利，翁煥庭，劉美秀。 

三三三元：周士賢，賴麗文。 

三二０元：張彩瑩。 

三００元：(林靑谷、林麗君、往生者林顯中)，林志峰，喻秋楓，蔡秀閤家，

蔡宗羲。 

二八六元：(張兆麟、張何秀寬)，吳鈺朗，許哲豪，陳振宇。 

二五０元：(已故李朝富、林暖)，(李淑眞、李心喆、李心妍、李忻蓉、李心

彤)，(林彥君、歐陽君豪、歐陽益家)，王俊國，江雪鈴，吳素桃，李庠宏，卓

莉芸，馬懷之，張和茹，張美潔，張國彬，張聖潔，許秀冠，陳建隆，傅勻

余，裕桐科技有限公司，劉宗福，蔡玉英，賴彥宏。 

二一五元：(亡者簡曾阿甘、簡世昌、劉玲印、簡立宸、簡鈞誼)，(王文宏、楊

梅鳳、柯秋蓮、鮑嬅溱、王詠歆)，邱世龍闔家。 

二一四元：陳惠珍，盧仲懋。 

二一二元：(胡炳榮合家、(十方受苦眾、六道群靈、各方無主孤魂)、(澳門被遺

棄、被安樂死之動物及流浪動物眾生)、(胡筠希之六親眷屬、怨親債主及七世

父⺟)、敍利亞戰爭及武裝沖突受苦眾生、因全球暖化而受苦之眾生、日本福島

核事故受苦眾生、澳門胡炳榮已往生哥哥胡燊榮、各地橫死受苦眾生、各地難

⺠及無家可歸之受苦眾生、(各地動物測試、動物競賽、動物表演及動物打鬥比

賽之受苦眾生)、各地被遺棄被安樂死之動物及各地流浪動物眾生、各地因⺟嬰

傳播而感染毒癮之受苦眾生、⻄班牙奔牛節受苦眾生、中東軍機及武裝沖突受

苦眾生、各地屠宰前被灌水或虐待。 

二００元：(藍黃金闔家、林玲雪(殁))，王仕蓉，吳思瑩，吳曼莉，李淑華，林

丞軒，徐詩涵，郭品妤，陳欽鐐，黃政池，楊晉，廖宜敬。 

一七二元：方順益，熊家宏。 

一七０元：(蔡仲騏、蔡季湘、李慧玲、李麗芬、李宛錞)。 

一六七元：(王建同、廖婕如、王湘卉、王芷姍)，李允中，張炳明，許致中，

郭淑貞，蔡馥如，簡建育，藍碧紅。 

一六六元：林范桂英。 

一五０元：(馬榛璘、莊秉軒、莊秉輊)，(澳門賽馬會動物受苦眾生、加沙地帶

戰爭受苦眾生、非洲剛果戰事受苦眾生、以色列及伊朗軍事行動之受苦眾生、

印度被姦殺之受苦眾生、敍利亞因戰爭及武裝沖突之往生眾生、被逼成為自殺

式炸彈襲擊之死士眾生、巴勒斯坦因戰爭及武裝沖突往生眾生、十方因橫死及

災難而受苦之眾生、十方動物測試及動物實驗之受苦眾生、十方病苦往生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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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何慶文之六親眷屬、怨親債主、歷代祖先及七世父⺟)、十方戰亂及軍事

活動之受苦眾生、十方因罕災而受苦之眾生、十方因飢荒而受苦之眾生、十方

流浪及被遺棄動物眾生、十方被虐待之動物受苦眾生、十方海洋及湖泊受苦

眾，王聖瀛，張凱婷，謝惠華。 

一四三元：(吳文祥、吳御熙、吳紹熙)，（吳希克、簡淑惠、吳少夫、林羿

萱、吳筱文、王振華、吳筱君、陳仲賢、吳筱瑩、陳志賢），(林庭讚、施阿

鳳)，(張陳秀櫻、張桂松、陳榮春、張傳⻑、張建偉、張陳治、李珠、張傳

發、張建雄、陳鈺婉)，(黃水森、蘇雪英)，(楊雅薇、邵緞、楊銘賢、花莉

娜)，(鄭翔徽、鄭克明、鄭黃秋蘭)，三寶弟子，王麗琄，呂舒智，李周玉雲，

周文斐，往生者徐映基，林正忠，林倚安，金語宜，高玉璁，張惠珍，莊淑

媛，陳乙文，陳品蓁，陳鵬詠，傅子建，曾宇安，曾瑞蘭，辜善群，詹光台，

歐德利，盧弘晏，盧明辰，賴科元，鍾桃仔，簡雅嫻，譚淑德，蘇睿宏。 

一二五元：巫玉寧，林雅媺，黃聿寬，黃柏靑，詹文獻。 

一一五元：孫晨丰，黃碧玉 。 

一００元：(黃玉英、吳金蓮閤家、黃瑞坤閤家、黃鳳嬌閤家、張秀鳳閤家)，

(蘇鈺涵、陳俊銘、王冠紅、蘇文筆、趙志康)，李玉蓮，李丞閎，往生者簡永

進，林天南，林妙眞，林柏成，林淑芬，邱靖粧，胡庭禎，范乃元，范治國，

張加薪，許讚訓，陳美玉，彭鈺舜，黃建彬，黃韋晟，劉錡沅，鄭旭勝，蕭志

彬，賴潮州，謝金龍，謝朝煌，謝寶眞。 

八六元：(林桂枝、曾怡箋)，(羅財堂、鄧春蘭)，蘇姍鈴，蘇建榤。 

七五元：(澳門被吃掉的六畜眾生、澳門流浪動物眾生、澳門被安樂死之動物眾

生)，王柏榮全家福，林啟宇，洪昌吉，洪笙閎，張家珊。 

七四元：魏禎德。 

七二元：(許碧熟、許吳員)，三寶弟子，江禹嫻，李秀鳳，往生者徐蓓蓓，張

珈華、廖儀雄，陳韻，賴玥伶。 

七一元：三寶弟子，林志全，郭文杰，歐阿蔭，鄭淑文。 

七０元：王振權。 

六七元：往生者王永慶(台塑創辦人)，往生者江瓊珠，往生者林文忠，往生者

胡深鉛，往生者顏金木，姜子明，姜承佑，姜承妤，鄭智元。 

六五元：(澳門風順堂區各地基主及遊居受苦眾生、智解、(澳門被吃之狗、貓

及野咪眾生)、地獄道受極苦之眾生、胡筠希其在地獄道受苦之父⺟有情)。 

六三元：阮蘭香闔家。 

五０元：(十方亡靈眾生、(胡筠希之六親眷屬、怨親債主、歷劫父⺟及歷代祖

先))，(澳門南灣胡及⻄灣湖受苦眾生、胡筠希之七世父⺟)，吳密華，吳淑慧，

張信顯，楊淸銅，葉家妤，謝丹文。 

四八元：陳彥寬。 

四三元：(許智富、許沛宸、許詠涵)，王鳳招，張晴惠，陳曼靑。 

三九元：(澳門自殺及橫死之受苦眾生、(澳門精神病、憂鬱症及內神經病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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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眾生)、中國及澳門因環境污染而受苦之水產眾生)。 

三四元：往生者林張雪娥，往生者邱淑娥，劉君，劉知岳。 

三三元：王晴。 

三二元：孫冠群，孫逢德，廖金環，鄭家玗。 

二九元：(連服進、郭珉秀)，李沛錦，李帛霖，李東霖，林美伶，陳元的，陳

來京，劉明禮，劉知霖，劉陳水麗，劉義尙。 

二五元：往生愛貓油飯，張秀英。 

二０元：(緬甸玉石業開採之受苦眾生、非洲薩赫勒地區恐怖活動受苦眾生、奈

及利亞恐怖活動及戰爭之受苦眾生、韓國狗肉繁殖場之受苦眾生、十方動物養

殖場及屠宰場之受苦眾生)，黃許于。 

一五元：林欣蓓，莊富，楊漱白。 

一四元：喜多福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一二元：胡筠希。 

總計：一四八七五八元 

（一）+（二）+（三）等於：一六０四七九四元 

二、印購經書及運費 

（一）講堂收入 

四０三九九八元：三寶弟子。 

三二七一００元：(社團法人)。 

二三０五００元：(天芳國際有限公司)。 

一九五０００元：釋密寶(邱顯達)。 

一三００００元：釋密寶(邱顯達)。 

八三０００元：黃永仁。 

六００００元：侯淑茹。 

四三０００元：周彥宇。 

三二０００元：(釋明法法師)。 

三００００元：陳敬一，黃逸斌。 

二五０００元：吳水生。 

二四０００元：(財團法人廣欽文教基金會)。 

二三０００元：黃明堅。 

二００００元：廖仁豪，吳朱智惠，吳朱智惠。 

一九０００元：鄭博文。 

一五六五四元：(Wong Chak on Peter) 。 

一三八００元：(故)張李秀貴。 

一三六００元：龔郁婷。 

一三０００元：張惠萍，簡文通。 

一二０００元：王⻑秀，戴瑞眞，許麗芬，(吳丞曜/吳羽晴/吳福基/楊月娥)。 

一一一六四元：(許登貴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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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００００元：三寶弟子，林許淑貞，許文騰，三寶弟子，莊林莉，(社團法人

花蓮縣淨宗學會)，許欽豪，黃耀德，劉映均。 

九二八三元：(TY JONES)。 

九０二二元：(銀行利息)。 

九０００元：釋莊來。 

七三四九元：(110年 12月份個人免負擔勞保費)。 

七三００元：發票獎金。 

六六六六元：(童家慶/陳淑媛)，無名氏。 

六六００元：鍾鳳文。 

六五一０元：曾佩蓉。 

六０００元：三寶弟子，彭錦棕，胡雅君，杜朝子，張靑春，蔡岳勲。 

五八００元：邱坤進。 

五四七五元：(Tenzin Sherap 楊美慧 )。 

五三四０元：明法法師。 

五一七二元：(110年 12月份個人免負擔健保費)。 

五０００元：熊仁璧，(故)周錦墉，宋玉珍，尤三謀，三寶弟子，(故陳添旺/故

陳薛秀琴)，蔡易憲，(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故)蔡正隆，三寶弟子，許秉

璋，康舉淸，三寶弟子，朱鴻俊，廖幸，李忠光，吳尙諭，劉淑玲，洪吳敏，

中華明恆公益慈善協會，楊臣新，徐業鴻，胡妮妮，羅杏蘭，廖志旭，邱明

泉。 

四八００元：龔志雄。 

四三五０元：三寶弟子。 

四０００元：張慧君，張乃元，高陳慧英，(王淑燕/游春炎)，高陳慧英，劉凱

方。 

三七五０元：(吳鈞/吳鄭註仔/胡仕能/陳自英)。 

三六００元：陳惠妙。 

三二００元：高芋禾。 

三０００元：蔡李春枝，(呂昀達/呂森德/呂松諭)，張晨芮，黃瑜元，黃兆福，

蔡名怡，(鄧金榮、陳月樓、鄧美惠)，韓得坤，周雲程，劉貴明，(釋演惺與俗

家弟妹合家)，(沈竹雄/高稻春)，(沈文仁/陳逸潔/沈君叡/沈思安/沈建仁/沈寶仁/

陸玫珍)，蔡李春枝，(陳柏良/陳紹桓/謝陳沛涵/謝雲蘭)，黃子修，陳美月，(故

羅維海/故李彩鳳/故王心蕾)，(張月桂、張世坤)，林修齊，李衍明，吳志玄，

洪玉媛，馮聽珍，淳源，(郭峯誌/許芷綾/郭穆霆/郭家禾)。 

二八００元：(李羅月珍/李敏煌/李欣柔/莊于萱)。 

二七００元：印弘精舍邱兄姐等人。 

二六三三元：(銀行利息)。 

二五００元：張北葉，何高義，賴淑枝，高紳耀，劉錦賢，洪碧珩，古秋英，

李水德，李王瑞卿。 



功德名錄 

13 

二四五七元：(CHEW SZE CHO)。 

二一００元：鄭水全。 

二０００元：藍淸苑，丁蓉萱，丁振哲，蔡宜靜，洪敏哲，(姜桂芳/梁玉燦/梁

兆豐/梁兆昌)，陳達楓，吳秀蓮，王馨巧，丁立信，三寶弟子，索靄霞，黃瑋

慧，(古增文閤家)，楊美慧，陳素娥，陳麗雲，林朝宗，三寶弟子，三寶弟

子，回家興業，沈霽玉，三寶弟子，李訓滄，(法界一切眾生)，顏燕盞，管韓

英，三寶弟子，溫兆璿，三寶弟子，(李林治/李昆興)，丁蓉萱，丁振哲，林裕

總，周家儀，朱易亮，趙淑珍，鈡如意，三寶弟子，(中和經教班)，(故)連瑞

猛，程翔瑜，黃淸港，林素慧，劉天明，洪碧琦，洪淑惠，葉昱廷，朱美明，

黃雅惠，黃文瑞，三寶弟子，陳炘奎，(昌偉企業有限公司)，(中和經教班)，呂

佳玲，林由美，蔡名怡，孫可書，三寶弟子，廖秀鳳，馬強，何炳東，法燈蘭

若，陳芳盈，何映緯，張伊瑩，{瑤池金⺟(吳玲玲)}，簡豐文，三寶弟子，李

鑫，鍾志奇，三寶弟子，曾昱騰，曾昱琦，蔡李春枝，三寶弟子，三寶弟子。 

一八００元：滿志隆，三寶弟子。 

一七八三元：(銀行利息)。 

一六六六元：張瓊文，黃文宜，(李明倫/李慧劍/陳秀梅/李寬彬/李英諒/吳佩臻/

毛嘉慶/毛胤九/毛顗婷/陳珮珊/陳凱琪)。 

一五００元：劉櫻枝，(林明道/林張淑霞)，三寶弟子，麥春木，劉姿蘭，何麗

華，麥懿文，麥昭慧，麥心慧，(朱⺠華、朱逸華、洪淑敏)，莊淑眞，徐麗

惠，(彭啟璠/彭啟誌/彭琦舜)，三寶弟子，黃玉容，李美鳳，陳淸風，賴美蘭。 

一二七六元：三寶弟子。 

一二五０元：(陳勇治/陳黃幼/陳昱娟/陳昱貞)，謝深海。 

一二００元：呂靑隆，黃依君，三寶弟子，林慧娟，(林上紘/林旺添/楊翠花/楊

子嫻/林元凱/龔千慧)，簡金盛，李明耀，林村田，黃靖貽，三寶弟子，陳師

姐，趙保珍，顏汝吟，龔淑雲，三寶弟子。 

一一００元：林玉環。 

一０五０元：三寶弟子。 

一０００元：鄭媁，黃杏茹，賴志豐，蔡慶德，李明駿，三寶弟子，三寶弟

子，高緯中，(唐祖立/王先華)，(旺旺/麻吉/小黃)，鄭美麗，曾謝桂英，(翁翠

娟/曾品皓)，(甘久航/游娟/甘芯)，(王復中/王慈錦/王靖荃閤府)，(王敬仁/陳美

榕/王有成)，(廖英理/廖原右/廖原賢閤府)，釋賢佳，(為掛網平台祈福:騰訊/微

博/喜馬拉雅/優酷/兔展/美篇/⻄瓜/Acfun vlog)，(張荷/詹王鎭閤府)，(宗仙麗/楊

通/楊聞曉)，(沈榮海/林惠美/沈泓翰)，(林簡如/林燕如)，白玉林，(故)黃劉彩

鳳，(故)冀生，(蘇綺紅/陳煒雄)，(黃碧君/高國原/所有失怙者)，(鄭碧雲/李文

元)，(牟得禎/顏曉慧)，黃美桂，曾善瑛，(歐南蘭/呂淸逸/呂宗霖)，劉馨憶，

王金菊，陳昌平，三寶弟子，(詹惠眞/詹宜金/詹宗盟)，(故)劉名滿，李緞，錢

惠枝，周建亨，林孟澤，林修齊，師于婷，師薇喬，林博政，李俞鋒，宋璟

萱，宋怡萱，張慧楨，楊譓澤，林振盈，郭立維，許芝維，許家維，楊馥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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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之一，(王政義/李阿勉/王郁婷)，楊日⺠，郭紋祐，沈立芳，林立瑋，楊旭

豐，黃如珮，王冠祥，(李俊敏/李丁月娥)，彭吳瑞燕，羅如謙，(蔡玉貞、柯明

昭)，(鐘素月、張俊彥)，鐘素眞，洪陳粉，丁振哲，蔡宜靜，(亡者)陳啟承，

陳生地，廖志冠，三寶弟子，張湘沪，蔡易憲閤家，謝？？，張陳萬里，鄭玉

敏，王憲佑，王陳麗珠，陳雪貞，故陳桂鑾，故陳品全，李芬芳，陳敬雅，陳

瑞玥，林熙勝，呂靜怡，黃賽英，陳重光，陳秀琴，(顏良恭閤家)，蔡延壽，

(唐祖立/王先華)，(旺旺/麻吉/小黃)，鄭美麗，曾謝桂英，(翁翠娟/曾品皓)，翁

翠萍，(甘久航/游娟/甘芯)，(王復中/王慈錦/王靖荃閤府)，(王敬仁/陳美榕/王有

成)，(廖英理/廖原右/廖原賢閤府)，釋賢佳，(為掛網平台祈福:騰訊/微博/喜馬

拉雅/優酷/兔展/美篇/⻄瓜/Acfun/Vlog )，(張荷/詹王震閤府)，(宗仙麗/楊通/楊

聞堯)，(沈榮海/林惠美/沈泓翰)，(林簡品/林燕如)，(蔣榮利/何沐軒/張如雲/陳

靜茹)，(黃碧君/高國原)，(黃國禮/高銀妹)，(游本仰/廖珮君/游原廣/游原傑)，

(陳家倫/黃淑娥/陳彥亦)，(詹惠眞閤府/詹宜金/詹宗盟)，(鄭碧雲/李文元)，高碧

秀，陳肅娟，許振明，胡智欽，胡柏銓，周碧玉，(故)劉名滿，蔡庫元，釋心

覺，鍾月惠，三寶弟子，(王淑鳳/文姵心)，周柏伶，洪惠如，蔡瓊玲，鍾啟

堯，吳淑儷，(許榮欽/沈郁蓉)，林俊雄，陳家慧，陳國璋，(呂敏菱合家)，黃

欣瑜，莊素貞，黃玲珍，(李秀英/陳玉娟)，陳敏如，蔡宜靜，邱韵珈，(蔣忠庭

/蔣宛陵)，(林明道/李雅玲)，陳蔡玉盞，楊日東，楊中碩，楊喻斐，王俐文，

薛麗娟，三寶弟子，吳國鑫，三寶弟子，許昭德，許昭義，黃惠俐，林彥成，

陳秀珠，林蕙雯，沈椲翔，林庭緯，李俊雄，湯方瑞霞，陳林�治，(鄒鴻雁/

劉宇瀚)，翁振源，施茗棕，呂淑媛，岳君怡，陳楊足珍，蔡淸雄，(徐鳳英/柯

智惠)，鍾月惠，葉雅瀞，葉蕓僖，葉茂宏，葉唐莉麗，(Heleu Tang)，林碧

燕，張振富，管子葳，張姬媛，(洪祺叡、簡素玫)，顏嘉祥，( 陳黃淑容、陳

建明、故陳君侯)，詹嘉裕，蔡榮建，蔡榮玫，蔡榮美，陸麗霞，李進忠，洪文

漪，陸圖強，三寶弟子，三寶弟子，馬寅秋，蔡丁元，蔡林素昭，蔡佳錚，廖

芳足，陳秋雪，(唐祖立/王先華)，(旺旺/麻吉/小黃)，鄭美麗，(蘇綺紅/陳煒

雄)，曾謝桂英，(翁翠娟/曾品皓)，(甘久航/游娟/甘芯)，(王復中/王慈錦/王靖荃

/王靖程)，(王敬仁/陳美榕/王有成)，(陳美榕/全球官司及牢獄災厄眾生)，(廖英

理/廖原右/廖原賢閤府)，釋賢佳，(為掛網平台祈福:騰訊/微博/喜馬拉雅/優酷/

兔展/美篇/⻄瓜/Acfun / Vlog)，(張荷/詹王鎭閤府)，(卡帛/多多:企業主及所有員

工)，(黃瓊/許肖鋒/許丹濃)，(宗仙麗/楊通/楊聞曉)，(郭久紅/陳映辰)，(李炯秋/

李光澤/張俐)，(沈榮海/林惠美/沈泓翰)，(林簡品/林燕如)，(姜桂芳/梁玉燦/梁

兆豐/梁兆昌)，(郭榮旭/郭德源)，(郭淑華/留麗雲)，三寶弟子，陳麗群，陳淑

媚，郭文欽，姜淑鈴，邱穗眞，房黃綉琴，陳亭伶，林庭如，林依琳，陳姝

廷，史連聘，林照悅，三寶弟子，(志⻄蓮社)，(黃江玉妹闔家)，譚取忠，黃佩

伶，譚云欣，譚諭璘，三寶弟子，許貴齡，陳湘盈，馬王碧女，周忠賢，三寶

弟子，王正宗，三寶弟子，邱月桂，邱月桂，蕭高明，三寶弟子，三寶弟子，

大願佛苑，陳紹彬，封安珍，(謝啟剛合家)，楊騰，羅嗣卿，羅胤，周秀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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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王桂英，(唐祖立/王先華)，(旺旺/麻吉/小黃)，鄭美麗，曾謝桂英，(翁翠娟/

曾品皓)，(甘久航/游娟/甘芯)，(王復中/王慈錦/王靖荃閤府)，(王敬仁/陳美榕/

王有成)，(陳美榕/全球官司牢獄災厄眾生)，(廖英理/廖原右/廖原賢閤府)，釋

賢佳，(為掛網平台祈福:騰訊/微博/喜馬拉雅/優酷/兔展/美篇/⻄瓜

/Acfun/Vlog)，(張荷/詹王鎭閤府)，(黃瓊/許肖鋒/許丹濃)，(宗仙麗/楊通/楊聞

曉)，(謝明宗/林柔)，(沈榮海/林惠美/沈泓翰)，(林簡品/林燕如)，(蘇綺紅/陳煒

雄)，(蘇雅惠/卓太田/卓怡萱)，(蔣榮富/鄭珠幸)，蔣榮利，(詹惠眞/詹宜金/薛耿

銘/省立苗栗醫院精神科醫護人員及病友)，(陳家倫/黃淑娥/陳彥亦)，(游本仰/廖

珮君/游原廣/游原傑)，(鄭碧雲/李文元閤府)，(翁翠萍祈福:菲律賓雷伊颱風罹難

者、早生佛國)，(姜桂芳/梁玉燦)，(梁兆豐/梁兆昌)，郭育伶，丁振哲，蔡宜

靜，李玲玲，曾如玲，曾楊翩翩，(故)曾謀坤，胡正中，三寶弟子，三寶弟

子，三寶弟子。 

九四三元：慧國張麗宜。 

九００元：朱柏蓁，張玉里，三寶弟子。 

八三三元：(鍾年禹/沈明珠/鍾興登/鍾宜庭/陳可芸)。 

八００元：林彩瑜，余淑芬。 

七五０元：(溫文和、溫黃麗珠、溫文卿、溫玉蓮)，李淑芬，黃語彤。 

七一四元：詹錦華。 

七００元：林育緯，釋達誠，吳玲玲(瑤池金⺟)，陳震德，隱名氏。 

六六六元：郭秋桂，廖素梅。 

六五八元：(銀行利息)。 

六五六元：三寶弟子。 

六００元：(陳明鈺閤府/陳幸詩閤府)，(故)陳張秀榮，(王勝雄/王怡文/王建

智、林亦瑩)，(江明珠/江陳金蓮/江志豐閤府)，(謝明宗/林柔)，(曹資敏/曹美華/

吳逸祥)，(郭菊/郭翁緞)，(蘭英/蘭包淇/林欣儀)，(張建斌/黃秀蓉、張詠睿)，翁

翠萍，(蔡淑如/汪宗翰)，(丘碧霞閤府)，(謝孟龍/侯又雅/陳宏媗)，(陳家倫/黃淑

娥/陳彥亦)，(故)王啟州，潘櫻英，(李侃道/李品樂/游如瑄)，(王健忠/李采蓁/王

愛琳)，曹蓮，(沈其均/陶星彤/沈亞臻)，江淑君，簡陳玉葉，(陳明鈺閤府/陳幸

詩閤府)，(陳明鈺與所有苦難眾生)，(故)陳張秀榮，(陳美榕與官司關係人)，

(王勝雄/王怡文/王建智、林亦瑩)，胡睿臻及官司關係人，(謝明宗/林柔)，(曹

資敏/曹美華/吳逸祥)，(沈其均/陶星彤/沈亞臻)，(郭菊/郭信勇)，(葉雅湘/吳雯

瑛/曾惠茹/陳行中 )，(江明珠/江志豐/蘇永欽)，(施靜萍/陳俊平/陳宏媗)，(黃渝

珊/吳其哲)，(蔣榮利/林錦霞)，三寶弟子，陳淑貞，吳橞瑆，謝天恩，(李太平/

李健宗/黃雪嬌)，(陳冠廷/林婉如/陳彥碩)，賴果律，(陳明鈺閤府/陳幸詩閤

府)，(故)陳張秀榮，(王勝雄/王怡文/王建智、林亦瑩)，(江明珠/江陳金蓮/江志

豐閤府)，(謝明宗/林柔)，(曹資敏/曹美華/吳逸祥)，(沈其均/陶星彤/沈亞臻)，

(郭菊/郭翁緞)，(陳家倫/黃淑娥/陳彥亦)，(黃碧君/高國原/高俊德、蔡麗華)，

(施靜萍/陳俊平/陳宏媗)，翁安鈺，(黃渝珊/吳其哲)，(鄭碧雲/李文元閤府)，(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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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艾/鄭鴻融/鄭茜云/鄭亦弘)，林科宏，簡淑玲，三寶弟子，朱晨華，(陳明鈺

閤府/陳幸詩閤府)，(故)陳張秀榮，(陳可欣/黃慶琮)，翁翠萍，(王勝雄/王怡文/

王建智、林亦瑩)，(江明珠/江陳金蓮/蘇永欽閤府)，顏幸琳，(曹資敏/曹美華/吳

逸祥)，(沈其均/陶星彤/沈亞臻)，(郭菊/郭翁緞)，鄒國霞，(高俊德/蔡麗華/高國

原)，(黃碧君/蔡淸汜/黃啟超)，(施靜萍/施增銘/施柯秀卿)，(劉小玲/劉水金/劉

李月娥/劉勇立)，(蔡淑如/汪宗翰/全球自閉兒療癒)，(王復中/楊顯明)，林璟

雯。 

五二一元：三寶弟子。 

五００元：(馮金城全家)，李富光，殷寶玲，楊沛湘，三寶弟子，鄭立鵬，謝

美玲，呂幸娥，李文鑑，吳黃瓊珠，(李和鎭/李孟潔)，鍾月女，楊員治，三寶

弟子，(妙行講堂)，(陳禮枰閤家)，周威宏，周益群，廖秀足，林淑麗，王勝

騰，劉曼，楊馥華，楊國貞，蕭秀卿，張紹娟，陳曼玲，王啟宇，(呂敏菱合

家)，呂⺠瞻，(楊氏歷代祖先/故楊阿同/故楊連淑子/楊玉娟)，張文珠，吳葉秀

霞，吳子鎭，黃天平，(汪明宗/吳秀鑾)，陳紹韻，廖夏富，(王三郎/高秀枝)，

(江玉對闔家)，林煥嶧，葉姿瑛，吳金鋒，黃莉君，高碧玉，翁碧連，李文

傑，游碧霞，游淑卿，黃騰輝，林宸如，張月桂，陳建彰，樊邦固，許世華，

王鈞弘，呂秋香，何怡萱，蘇麗雲，林谷芳，林靜儀，吳錦昌，林色哈，林孝

弘，李萬萱，李振寧，曾錦蓮，黃慧良，(DE TU TAM BAO)，林泰成，林文

卿，許振明，郭莛家，林謹，江總錫，杜沛澄，劉姵盈，李淑慈，許世華，翁

藤，高金屏，劉金英，李傳慧，李世凱，鄧惠文，柯玉瓶，許瑞娟，歐盈庭，

張瀚允，張黎明，胡素英，鍾宜靜，鐘昭枝，三寶弟子，(黃月/李家宏)，(大覺

講堂釋道覺)，司馬蘭莉，司馬蘭芬，蔡慶德，(陳哲裕/陳宛宣)，潘翠香，潘玉

娟，洪貴美，黃玉霞，(故)高蔡秀榛，(故)高德仁，曾玉美，林靖淳，林尹淳，

(黃謝寶鑾/黃金水)，林靜儀，陳芬平，(故)趙克璣，鄭雅媛，鄧道淨，林春

雨，黃美貞，張伯綸，(施淑惠/陳嘉玲)，李阿蘭，羅政榮，劉于錦，陳淑娥，

三寶弟子，李秋容，王心利，翁雁鳴，邱韵珈，林莉書，(洪德治/陳美/洪婷瑜/

洪婷珏)，吳尹君，盧鳳嬌，王松宏，吳尙諭，曠偉天，曠秀凰，曾和美，賴安

國，洪惠敏，林佩璇，李若琪，三寶弟子，李淑玲，陳靑坡，林芬如，陳瑞

欽，涂斯堯，洪榮燦，古采璇，駱榮煌，DE TU TAM BAO，江宗庭，葉麗

眞，(簡辰諭、簡辰紜、鄭燕秋、簡仲賢)，陶傳正，應小萍，洪明淑，三寶弟

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程王印，陳呂秋香，(故)陳衍欽，(故)尹富川，許語

彤，周顉珠，林麗梅，廖煒均，三寶弟子，三寶弟子，馬睿蘋，陳林�治，鄭

火旺，謝銘達，樂嘉南，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彭麗

珍，林振宏，姜貴櫻，闕淑菁，施佑宗，康嘉函，張漢心，王月嬌，(陳淑芬/

張萬田)，(張邦彥/鄭佩鈺)，廖文進，劉宜鳳，邱培，林信德，許右茗，林麗

瑢，許櫻馨，許瑀芹，陳炎星，蔡妙音，徐欣薇，許瓊瑛，林璟雯，(林水泉/

郭玉花/林靜慧/林敏慧/林碩儒)，周宜平，王政賢，黃易文，(王心怡、蔡伯

府)，連麗雀，台北市內湖區⻄湖國中 801全班同學，陳重明，曾煌鈞，江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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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江淑君，吳秋榮，三寶弟子，(藍香員、陳貞圩)，吳翠娟，雷靜，陳福

唐，張容睿，林德耘，三寶弟子，鄭月鳳，(李旦/李明明)，(李受三/李陳月

娥)，三寶弟子，夏儀芳，三寶弟子，廖坤城，李榮東，沈秋蓉，邱創淇，楊宗

蓉，三寶弟子，張瀚升，陳鳳珠，施祉維，李玉蘭，江秀珠，陳玉仙，林錦

坤，吳尙諭，呂美智，高玉珍，蔡慶德，蔡慶宗，邱建為，林敏梅，褚姵妏。 

四六七元：劉姵盈。 

四四六元：(銀行利息)。 

四三七元：(郵局利息)。 

四二八元：三寶弟子。 

四一三元：三寶弟子。 

四００元：鄭穎聰，(李訓萬/簡玉桂)，(故)游小屬，邱銘頡，三寶弟子，蕭貿

謙，(故陳淸松/故陳林素穗)，曠文龍，吳翠媚，林甫，林孜。 

三七五元：嚴毅。 

三六０元：楊金地，楊陳秋月，楊麗卿，楊麗雲。 

三五０元：許羅秀葉。 

三三三元：釋自行，陳昱仰，(沈麗萍/傅品蓉/傅登澧)，(全球飽受官司苦的眾

生)，(娑婆國土有官司苦之眾生)，(善心人士)。 

三三二元：(王樹龍、彭愛雲、王子芸、王子芳、王子銘)。 

三二０元：(黎蘭/黎春蘭)。 

三００元：羅婕容，羅震宇，三寶弟子，(劉小玲/劉水金/劉李月娥閤府)，(豐

田大郡所有住戶)，三寶弟子，李怡慧，張旭暉，(李淑珠/高健森/高梓喬)，吳

毅東，吳秋雲，黃強，王美容，劉送妹，魏進財，(游謹佩、賴妙珍、賴祝

如)，姚嘉駒，(蔡明熙、黃錦娥、李彩鳳)，陳文雅，王諒成，林淑華，陳進

登，(鄭合旭/鄭昪/鄭瑜)，(劉小玲/劉水金/劉李月娥)，(故陳建軍:早生佛國)，

(故俄國煤氣災難罹難者:早生佛國)，許富強，藍惠華，三寶弟子，李淑慈，楊

震寰，呂建發，鄧春艷，蘇邱杏元，葉百虔，黃芳章，李林生女，李瑞珠，李

文彬，李秀緞，林曉峯，林柏安，張睿禎，劉玉蘭，蘇惟捷，陳玉秀，邱譞

遠，三寶弟子，余幸娟，蔡達明，劉小儂，涂斯昱，三寶弟子，三寶弟子，(劉

小玲/劉水金/劉李月娥)，高英彥，林憲締，簡翠雲，(故)朱家慧，(故)雷元驥，

朱家錡，林威成，林淨聖，林墁暄，朱健華，朱游玉梅，三寶弟子，熊巧瑛，

(陳彥亦祈福:美龍捲風罹難者)，(汪育榛/李秉宏/豐田住戶)，蔡登順，楊玲嘉。 

二五０元：李彥佑，李彥佐，曹明珍，李郭美珠，李冠頡，陳月琴，李瑞仁，

陳柏翰，王莉秋，潘林貴，莊益豪，莊智淵，莊哲維，許秀卿，邱海金，劉有

梅，吳麗雲，陳大同，張秀元，陳明達，陳思叡，戴美容，三寶弟子，郭家

豪，郭政杉，郭俊賢，高軒閎，吳艷春，李世傑，戴忠良，楊彩瓊，李彩卿，

李順鎰，許建基，劉育樹，羅麗芷，吳桂興，吳如珊，吳如宜，李明霞，朱

騰，張育銘，朱偉豪，張麗足，張麗芳，鄭玟庭，曾寶珍，(12/12 美國龍捲風

及 omicorn 往生者名義娟)，張家瑋，張若庭，李世傑，廖又成，廖仁傑，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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綉錦，廖宜品，陳玉琴，余瑞淸，楊永賢，林容為，游源成，莫芝芬，柯素

芬，林素卿，楊顯明，左鳳庭。 

二一四元：(黃智偉/黃珮瑩/黃宇樂/黃點點)。 

二０二元：三寶弟子。 

二００元：高榮輝，(郭天永/郭素珍)，邱淑貞，(冥福)林暘珊，周美玉，三寶

弟子，三寶弟子，(陳玲娜/陳黃惠子)，三寶弟子，林政道，王書明，張紹眞，

阮氏荷，(故)游小屬，佛弟子，邱素琪，潘貴子，三寶弟子，張新玲，游麗

娟，楊仁傑，顧亞維，蕭邦華，蕭禾帆，故王陳玉選，馮建勳，曾淑如，盧宜

沺，黃嵩博，秦瑞珍，吳永發，高榮輝，林春霞，蔡棟森，陳依琪，蔡沂儒，

陳寶珠，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林寶秀，三寶弟子，林

碧蓮，張昌銘，黎春蘭，程南山，三寶弟子，魏銘宏，(江蕙如/黃威凱)，林政

毅，熊雲嵋，王合桓，魏木炎，三寶弟子，黃禎禎，(汪育榛/李秉宏/豐田住

戶)，三寶弟子，(黃守義/溫秀梅)，羅炳煌，康舉淸，洪魏彰，鄭宇嵩，朱家

億，陳柏維，三寶弟子，陳美樺，林玟帆，三寶弟子，詹家雄，黃致鈞，三寶

弟子。 

一八六元：(銀行利息)。 

一六六元：蘇金子，蘇黃玉鶴，楊芸萍，王金英，楊浩誌，(陳正雄/陳郭嫦娥/

黃皖隆/陳義娟/黃思穎)，(鍾萬康/鍾劉季菊)，林緞，蘇正⺠，林婌玲，羅焱

旭，林朱話。 

一六０元：路人。 

一五０元：朱秀子，張麗芳，陳慈復，曾勝倫，蘇導⺠。 

一四三元：馬琰如。 

一四二元：三寶弟子，王亮潔，黃進發，黃梁秀蓮，(黃智勇、黃俐穎)，三寶

弟子，三寶弟子，林育正，蔡方月華。 

一三三元：(洪琳雅/謝宛娟/謝乾寶/謝乾文)。 

一二五元：俞欣葶，張麗卿，鍾淑惠。 

一二二元：王招治。 

一００元：張欣舫，黃種甲，蕭彩雪，張⻄村，張家銓，張育慈，張雯怡，陳

昕平，張黃黨，蕭彩淑，蕭彩味，林淑卿，釋見香，(倪珮綸/倪筠評/倪微琇)，

高晨華，黃江北，三寶弟子，駱柏榮，(吳榮濤/許嘉玲)，湯貴慈，謝麗芳，李

佳峯，三寶弟子，張繼榮，江凰正，賴木源，蔡程富，(故)釋如開，三寶弟

子，溫陳玉，溫秀梅，陳昇紋，黃孟理，陳奕潤，陳奕璁，游高林，馬秀生，

游澤⺠，劉家瑜，楊寶珠，三寶弟子，三寶弟子，(駱柏榮、駱怡筠)，吳靜

玫，莊蔡敏，貓咪麻吉，劉慧玲，戴騦瑀，戴保有，(豐田大郡所有住戶)，歐

金花，湯貴慈，康奕詩，曾慧儀，謝朝陽，謝美慧，謝朝隆，謝朝和，黃美

惠，陳淑鳳，稽鳳聲，三寶弟子，洪添印，張越寬，張靈，王守蕙，王守蘭，

王守群，顏精厥，顏瑜汝，蘇玉雲，陽霖，徐佩秀，劉家瑜，楊寶珠，謝文

在，李秀花，曾慧儀，陳建霖，蘇月卿，佛弟子，黃怡綺，洪玲玲，林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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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碧蓮，林瑞鴻，王寸久，王另久，王上久，陳華玉，林立凡，張賢，陳依

媚，蕭淑文，蕭惠文，周彥皓，周彥鈞，周志銘，梵眞，(駱柏榮/吳美珠)，(許

炳隆/吳美月)，潘藴芳，李依蓉，潘秋霞，三寶弟子，周翠玲，曾慧儀，陳重

佑，王錦秀，林家玉，龔淑貞，朱韻如，賴秀琼，呂明憲，蔡榮續，王致翔，

劉家瑜，新北市三重區江，新北市三重區江，朱遠月，許明德，朱先智，康奕

詩，黃芳章，張欣舫，黃種甲，陳昕平，(故)游小屬，戴瑞彤，波可(poco )，

戴興鈿，劉嘉彬，劉黃阿快，戴邦御，劉玉琴，陳重嘉，王守群，王守蘭，王

守蕙，張越寬，張靈，林炎生，朱秀子，(殷生海/陳色)，周玉敏，李谷豹，賴

人龍，三寶弟子，三寶弟子。 

九三元：三寶弟子。 

八０元：三寶弟子。 

七八元：(黃玉璧/黃慈暉/黃冬陽)及其歷劫冤親債主。 

七一元：蔡秀足，黃進財，鄭佳桂，陳子永，(故)釋演道師父，(故)陳弘和，楊

千葳，(郭天永/郭素珍)。 

六六元：丁詩湖，邱慧怡。 

六０元：路人甲。 

五０元：釋淸聖，陳玉珠，(駱怡筠/駱柏榮)，(林台生/林君立)，(林楠生/洪柏

峰/洪有駒)，周金蓮，黃鈺婷，黃張彩鑾，三寶弟子，粘順進，陳宏瑞，張禕

芳，張進利。 

四二元：張玉連。 

三三元：陳義香，范義參，林宏基，林志金，林志明，(昌隆木箱公司)，(范義

林等)，(范義參等)，(周敬平等)。 

三０元：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

三寶弟子，三寶弟子。 

二八元：(林陳桂珍/林義傑/寂鄔)。 

二五元：(謝練甚/謝鳳涼)，(謝鳳涼/故謝朝昌)，謝鳳涼。 

一０元：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

三寶弟子，劉奐廷，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

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

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 

五元：劉奐廷。 

二元：游輝信。 

總計：三一五五七０四元 

（二）郵撥收入 

五０００００元：葉麗春。 

三一二０００元：鄧秀子。 

一四九０００元：邱宇彤。 

八００００元：王淸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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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００００元：邱思遠。 

六００００元：(謝美玲、簡廷宇)。 

四七六００元：徐培修。 

三００００元：張鳳珠，鄭秀慧，邱銘坤，王銳靑。 

二一０００元：社團法人中華妙音悲智顯密佛學會。 

二００００元：(廖繼淸、蔡受花)，趙雅琴，社團法人台北市明德淨宗學會，

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一八０００元：丁昭瑜。 

一五０００元：張于芳。 

一三四三八元：路竹佛教堂 蓮友觀心會。 

一二五一七元：路竹佛教堂信眾。 

一二一００元：(蔡振南、蔡秉潔、蔡秉益)。 

一二０００元：楊王秀霞。 

一０五００元：林鳳琴。 

一００００元：曾陳泉妹，黃雅琴，吳東穎，葉梅芬，郭美麗，蘇慶元，楊彥

芬，趙潔英，林政輝，朱原良，張葳，李陳阿足，張念麒，李德蘭，邱宇彤，

陳翁英子，林國添，吳秀茹，釋智德法師，黃瑞娟，(施明吉、施姵伃)，臺中

市漢修學苑佛學會，陶嘉勝，謝琇芳，蔡希如，黃明德。 

九五００元：釋眞信法師。 

九０００元：黃曉華，(徐愼之、徐呂阿秋、孫沛琦、徐睿岑)。 

八八００元：(楊志猛、宋侑臻、楊乃叡、楊千霈)。 

八０００元：謝碧蓮，王越平，曾信維，王慧琳，劉金耀，(吳反、吳周枝、吳

⻄有、吳淑芬)。 

七六００元：蕭家華。 

七五一０元：(吳玉麟.陳治湘.馬成禮.李廷儉.李姜蓮.李美智.陳武松.陳邱金玉.李

邱阿娥)。 

七五００元：李明忠。 

七０００元：林素珍，(江顯光、賀玥涵)。 

六二００元：王越平。 

六０００元：許重愽，(陳巫並、陳麗文) ，陳福興，王培至，彭莉婷，李玉

勤，王越平，佛光山普賢寺，(王鐵君、邱綺甄、王入霆)，黃張美，丁安立，

楊振成，楊家駿，(何英嬌、吳采鴻)，(吳事庭、吳易宸、陳紋錦)。 

五九五０元：蕭家華。 

五九００元：王越平。 

五六００元：(呂偉丞、程月塑)。 

五四００元：(江永祥、吳玉珍等 18名)。 

五０００元：陳昱君，陳昱甫，陳維強，田芸平，高荐評，賴明德，寧瑪巴妙

覺文殊同修功德會，葉梅芳，吳麗蕉，潘秋琴，曾順益，(張秀鳳、張謹)，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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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企，周惠玲，(林夢琴、林琴枝、張玉蟬、李日益、潘愛珠、李必澊、張麗

玉、李隆容、潘玉珍、林祥愼)，威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賴詹淑容，社團法人

佛教唯眾教育協會，(李郁品闔家、李崇暐闔家、十方)，黃思穎，往生者周子

文(紐⻄蘭 Hamilton 淨宗同修會)，(陳進雄、林雍)，(陳宣頤、陳宣叡)，孫彩

鳳，呂美玲，無名氏，陳春梅，盧春芬，吳朝勤，簡意，簡毓宣。 

四八００元：游世緯。 

四四００元：王越平。 

四三００元：王越平。 

四０００元：(謝蕙如、蕭智芸、謝英吉、謝忠勳、謝立緒)，張素秋，(洪兆

彬、王筱卿)，吳秋芳，王越平，鄭淸水，王越平，李勝宏，林雲娥，丁志忠，

蘇翊瑄，無名，(吳萬章、吳林歛)，(何茂寅、何蔡枝蓮)，(林慧佳、吳宇琪)，

(吳貞儀、吳承禧)，(吳秉勳、吳櫂宇)。 

三九００元：王秀美。 

三五００元：(李富益、徐妍菲、李鳳秀)，李金山，黃東梅，(吳萬山、吳薛

閃、吳宗益、吳昀蔚、吳禹慷、林亞潔、薛綠)。 

三四五０元：吳麗娜。 

三三三三元：童雯郁。 

三二００元：故貓格格。 

三０００元：劉秀眞，(陳素眞、余俊⺠、余昭德、余貞慧)，施沁楡，彭彩

軒，林程翊，(楊斯博、楊黃桂、楊進義)，高崇軒，承韋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林芳瑜，楊介仁，(李健靈、徐振原)，高啟文，江先生，賴新鋒，林雨霏，李

恕義，亡者程友重，程淨念，鄭亦均，李翠眞(圓光力果講堂)，(張俊助、張謝

凱)，趙子安，高佩瑋，高從晏，大觀精舍，許張美，(楊黎珠、李怡璇、李昆

曄)，黃素蘭，曾丁文，王木貴，陳嘉信，陳明慧，吳亮慧，劉承章，林稘芳，

陳震威，釋如義法師，王美英，楊春木，陳盛安，劉春嬌，王碧華，封昇宏，

封昌宏，(封乃慈、封冠廷、封沂萱)，(洗素眞、溫志權)。 

二八００元：楊詠勝。 

二五００元：(陳君宇、謝雅婷、陳妍伶、陳鵬旭、蘇寶雪、陳文旦、游秋女、

陳智宇)，鍾正良，李秀顏，鄭宇芸。 

二四００元：(郭子豪、歐陽諄綺、黃奕勝、郭璟瑩、黃炳騫、李素媛、歐陽

旻、彭羿庭)。 

二三００元：王越平。 

二二五０元：莊芷羚。 

二二００元：羅林春好。 

二０二０元：無名氏，(許淳淨、蔡嚴甯)，坤家有限公司 蔡耀德，鄭寶治。 

二０００元：黃元昶，(陳慈君、陳昱行)，朱焜玉閤家，石隆順，觀音琉璃道

場，黃繹芝，余幸芝，余星霖，李少貞，羅正宜，(路文豪、廖乃慧)，(邱秀

蘭、楊淑玲、楊錫勳、林慕雲)，許嬌，施瑞珠，林玉箸，陳昭志，曾明月，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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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瑜，黃和成，高雄市德賢淨宗共修會，陳昭宏，李明倫，黃士宏，梁秀英，

傅建豫，劉慶旗，吳秀珍，王俊勝，韋含笑，張淑華，林純如，陳世雄，嚴梅

影，張汶光，葉松木，(詹皓森、曹家蓁)，郭金城，林益世，聖恩宮誦經團，

李文玉，李文玉，廖國男，三寶弟子，李慧玲，黃培燕，徐乃輝，李振呈，朱

彥如，黃亦正，圓光寺桃園行苑法華五品班同學，黃士宏，金嘉琳，許淑宜，

萬太企業有限公司，施惟迪，施郅芹，陳宏豪，郭明森，張祐寧，林美雪，張

達明，柯淑芬，鄭秀蘭，陳玉隨，劉月媺，黃士宏，郭馨如，賴華玲，張毓

眞，陳明偉，陳右宗，蔡惠珠，許慶琳，趙素貴，王趙秀琴，簡鳳凰，許珍

綺，(陳家賢、楊叔綿、陳語彤、陳庭逸)，(陳韻汝、黃于珊)，黃淑玲，謝文

亮，吳進丁，顧嘉展。 

一七五０元：(謝招賢、洪英蘭、謝昌隆、謝皓宇、謝喬心)。 

一六００元：江蜜，無名氏，(王世昌、陳美珠、陳承國、陳品妍、陳品睿、王

妟伃、Inuki)，游世緯，(施炳煌、施洪秀子、施惟迪、施典均、李美華、何文

華、黃孟麗、葉康)，林美金。 

一五一０元：(張添福、曾麵、賴明玟、張家瑋、張家榕)。 

一五００元：洪銘佶，陳姿文，妙音，王憲銘，李慶霖，彭武州，袁慶杭，周

林麗蘭，陳却，洪周金鳳，陳美惠，(吳虹霖、吳寧悅、吳秉勳)，(李俐、李佐

中、許建達)，(廖珊貽、何芷儀、何安婕)，謝素甄，(陳榮爵、陳韋伶、鄭楷

諺)，張耀建，張基暉。 

一四００元：張守禮，(周伸翰、周政道、周黃素環、周雅惠、周淑貞、周彥

伶、周馨文)。 

一三００元：(陳蔡明月、陳協全、陳志誠)，許美月。 

一二八七元：林元龍。 

一二五０元：黃淸淵，蔡秀珠。 

一二二０元：羅淑芳闔家。 

一二００元：三寶弟子，釋智常法師，張正明，黃明崇，彭方慈。 

一一００元：吳麗君。 

一０五０元：李彥葶。 

一０二０元：劉煥中 ，王珀宜闔家。 

一００三元：(侯詠文、先⺟琇珠、侯新佃、黃金宸、侯家豪、侯閎仁)。 

一０００元：陳嬌嬌，(施家燦、施蔡素蘭、施怡君)，(施易男、李藴容、施宥

騫)，(陳林美容、陳冠升、陳宗凱、陳崑原、陳鳳茹)，吳致旻，張慈分，許秀

妹，徐明椲，王敬捷，吳煥德，鄧永富，童君逸，陳傑泓，(童好、洪金發、林

晉鈴、林千琦、林育瑩)，往生者陳黃久，林益庭，謝宜臻，陳盈成，詹傑超，

(陳棟興、林彩鶴、陳仁純)，黃玉書，洪千化，蘇靖雯，陳宥妡，朱建霖，(江

信篁、江奕志、黃如琦)，趙國評，趙崧利，陳威村，張榮昌，(許世曉、許皓

翔)，游智涵，(莊蔡氏毡.莊鄭氏順娘.莊耀輝.莊曾淑眞.莊許瑞茹.莊琇惠.姥姥.哆

哆咪醬)，(永靖措、鍾亞晉、鍾艾偉、鍾堃梅、劉蘭香)，林葉麗瓊，李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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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秋美、林曉怡、林慧均、林春德)，陳怡華，釋弘儓法師，菩妙圖書館，盧

宥羲，黃羅阿美，王一之，陳秀珠，李美華，陳如音，松田房屋仲介有限公

司，秦蘇秀，沈靑娟，(吳菊妹、鍾肇海)，黃國鎧，陳敬聰，游菁芬，(林金

石、林王美惠、林姸余、林姸鈞、林敬祐)，陳國香，謝宗翰，莊愛珠，黃蘭

英，林耀輝，陳金菊，陳祿陽，笙禾國際有限公司，徐健智，吳定家，陳素

香，陳俊哲，郭家涵，倪錦遠，王子忠，林振益闔家，黃纓淇，葉張銚，黃國

書，趙靑雯，蔡崇芳，陳俊宏，(郭東昇、戴麗芬)，趙啟志闔家，董秋蘭，蕭

宇伶，彭愛佳，林展紹，彭愛琪，彭嘉厚，彭祥惟，王斐仕，賴秀琴，陳淑

華，魏志宇，魏俊凱，十方，趙品諭，馮慶章，林雅春，林湯金蓮，袁鍾秀

英，林星億闔家，(黃玉玲、黃律玲)，沈家瑜，楓碧珠，鄧世義，洪嘉良，黃

柏瑄，黃正忠，黃宇宸，黃聖晏，曹紀妍，(薛添松、徐碧松、薛莞儒、薛勤

翰、往生者徐炳秀)，陳素蘭，羅茂洋，楊美慧，黃秀芬，黃順發，請經者，徐

雲嬌，黃奕晴，(楊德生、莊秀珍、莊蔡娥)，蘇雅慧，黃子恩，蔡淸竹，陳琳

騰，陳君王，陳周麗雲，林曜輝，張拱德，李明志，曾雅琪，朱呂玉蘭，朱薪

銘，李桂珍，(李謝止、李佳凌)，張珈俞，童大眞，林祥隆，(張朝發、吳秀

梅、張庭耀)，故徐來香，魏呈宇，張培莉，陳雪娥，陳怡華，方聖熏，王筱

卿，楊連淼，李淑宜，楊詠勝，劉慧明，蔡孟婷，黃廉府，陳秀珠，曾靜茹，

凡彤，趙中理，王秀美，紀若羚，(黃詠霖、劉秀)，游菁芬，楊絲雅，往生者

蘇贊智，劉興浪，邱美惠，張哲嘉，姜美雲，吳榮昌，楊惟強，廖月瑞，陳光

陽，(張語眞、林慧娟、張繼文)，粘阿勉，蘇張妙，邱玉琴，鄭永杰，李姵

萱，高銘宏，高筠喬，高婕箖，高睿妤，黃奇鸞，高思大，謝承榮，郭重畯，

李慧劍，吳翠雲，何致緯，廖為聖，陳苡茜，陳美芳，鍾宜家，廖運崇，董朝

裕，侯愢宣，姜義增，蕭至洋，蔡麗卿，陳素麗，劉添登，徐鳳英，卓斯瑋，

葉陳素珍，劉庭謙，江素霞，黃翊蓁，周秀如，埔頂福德正神，許美惠，(張立

緯、張敏男、張鄭月珍)，賴志明，三寶弟子，(陳詩媛、沈頤柔、沈柏勳)，倪

淳翊。 

九００元：黃玲棽，潘勝利。 

八二０元：(吳瑞生.吳麗珍.陳明進.吳佳玲.陳弘倫.陳子倫.吳祈儒.吳信宏)。 

八００元：李欣闔家，(蔡翼帆、沈佩璇)，謝志弘，吳文吉，許牡丹，莊雅

淳，林晏瑾，謝佩芬。 

七五０元：許耀文，林桂蘭。 

七００元：(邱勝雄、邱沈美智、王春梅、王連玲、邱馨慧、邱泓崴、邱鼎

竣)，徐建宏，劉秀珍，(童福進、童宣婷、童啟翔、蔡美慧、蔡林淑貞、蔡江

川、趙金足)。 

六００元：(羅春文、羅彥程、羅彥茹)，李修緣，林煒堂，陳俊安，吳瑞雲闔

家，邱皇銘 ，(林秀麗、陳聰樑、陳宥任、陳宥惠)，謝文丁，(林淑珠、林鈴

蘭)，(李昌仁、葉梅蓉)，陳炯憲，吳蔡嬌闔家，羅素貞，王玉燕，(卓玲瑛、卓

玲琍、卓玲華)，賴勇任，三寶弟子，張淸標，(盧得星、李佳玲、盧姵君、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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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宏、廖淑君、盧奕帆)，(林秀麗、陳聰樑、陳宥任、陳宥惠)，李楚琴，(陳

印、陳文正)，許筱曼，辛德銓，(李麗紅、李金德、李秉穠)，(李茂財、李林素

英)。 

五四０元：張萬麗。 

五一五元：賴妤玹，呂蕎安。 

五００元：蔡宜庭閤家，詹綉珠，(蕭堯.柳妙鈴.蕭娃娃小狗.阿咪小貓及其子女.

小花哈囉小哈囉嘟嘟阿金小力小狗.美美小不點.小黑.小笨鳥十姐妹.鴿子弟(鳥)

雞鴨魚等家裡養過的動物，陽明山永明寺田姓祖先及大德，田博堯，謝郁，林

徐賢，林王杏，朱健豪，張碧貞，施法宣，寂轉(嬰靈)，(蔡聰發、蔡家豪)，蔡

孟璇，林美枝，李慧貞，黃鎭榕，黃德和，葉素香，何宜芬，何宜芳，陳威

臻，蕭雪如，(李輝復、徐玉枝)，(李品嫻、李品慧)，(李怡纁、李品萱)，陳王

月春，尙松師姐，王春福，釋淸山法師，陳桂鑾，于大偉，林芸瑾，劉彥材，

黃智群，楊耀麟，楊小萱，楊美鈴，胡淑芬，鄭慈慧，謝宜臻，歐紅甘，程土

圳，廖淑貞，程小珮，程建裕，林淑惠，程曼褘，程韋綸，廖謝秀枝，鄭芯

宜，黃溢權，陳景霖，黃珍映，林麗玲，郭玫秀，羅境瑩，戴妤芳，陳永和，

(詹錦華、黃俊傑、黃瑞安、黃紹安)，洪孟暄，洪慧玲，(白瑞貞、白羽玄、李

承軒、李致澔、白慈仁、林國政、廖述義)，葉榮輝，王勝松，田志豪，林瑞

琦，翁聰棕，陳芳珍，無名氏，林益銳，唐麗珍，隱名氏，許榮煌，林秀蘭，

張仁忠，黃麗香，李威諭，(陳予澤、陳予昊)，(連滿宗、連妏珊)，洪敏傑，郭

月里，高禎鞠，陳菊梅，張雅美，符永蒨，林雅雯，黨小慧，魏嘉挺，十方，

陳金蓮，伍家慶，黃銘泉，洪孟暄，釋界全，凃政宏，陳堃彰，(楊翠芳、楊諭

峯)，賴興政，楊明得，吳振彰，陳柏仁，吳佳樺，黃順益，王秋金，蔡變，張

淸雲，張綜庭，林公孚，陳彥宏，(陳林美容、陳鳳茹、趙佩淳)，徐銘聰，張

盛雄，張麗茹，(鄭靖樺、鄭九鳴、陳麗秋、鄭筑罃、陳慶呈)，時國竣，(呂鋐

坤、黃雙四、呂紫菱、胡翔勝)，黃姿榮，(黃洪源、陳秀麗、黃雍智、黃致

維)，(盂曾福、盂徐秀英、盂曾明、嚴雲芝、盂曾賢)，(盂曾華、盂曾翔、葉惠

玉、盂素珠、盂俐伶)，釋心橋法師，龔秋華，(田鼎松、曾茶妹)，王瓊萱，許

進益，郎慧玲，林庭羽，林廷叡，(張萬麗、彭嘉煥)，林孟琦，洪孟暄，劉秉

樺，立也企業社，白茂財，陳鳳蓮，白筱華，白筱涵，白宜恩，蔡文傑，蔡芸

晨，黃旭蓮，陳參木，陳賴綢，林楷嵐，楊錢光蝏，葉林蓮子，周阿金，石鳳

蘭，姜學謙，林宜箴等人，林恩慈，林秀茹，陳洧伊，魏博南，三寶弟子，(莊

品靜、莊芸珊、莊建鈞)，高鼎皓，釋常佼法師，洪啟強，陳丘原，鄭英慈，楊

安騏，張慶杉閤家，田義輝，郭美惠，邱滿速，洪勳南，謝明華閤家，(興中行.

旭福.旭裕.尙源等全體員工)，張子惠，黃旭初，洪孟暄，盂曾賢，章鴻仁，(古

瑞木、李碧貞、古育丞、往生者李秀華、往生者張金光)，鄭萬成，蔡士宏，洪

莊簽，洪慧君，謝郁，周啟祥，鄭尙銘，黃筠茜，顧愷晨，李志忠，亡者徐泰

芳，葉卜嘉，黃品潔，王秀文，孫維聖，楊耀麟，楊美玲，楊小萱，道悔法

師，無名氏，無名氏，陳堃彰，黃崇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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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０元：(楊、高、許、葉四氏歷代祖先暨四氏所有嬰靈累劫冤親債主)。 

四００元：(李緯霖、陳麗柔、李芷瑜、李峻霆)，周德安，陳慶宏，林鴻鈞，

(林李金欉、陳美麗)，三寶弟子，劉桂涵，(邱鵬雄、邱國宏、邱郁芬、呂怡

慧)，(邱鵬雄、邱國宏、范瓊櫻、邱子睿)，(邱鵬輝、邱溢展、劉宛平、邱孟

婷)，(曾聖龍、曾姿穎、孫慧純、曾羿縥)，(曾啟明、曾郁芸、曾紹樺、李雅

雯)，(楊建益、楊朝富、楊瑞東、吳政威)，吳淸輝，葉瓊暖，吳欣橘，吳采

鳳，葉達旦，(卓書⺠、卓嘉龍)，(李翊菱、鄭惟仁)，李國鍟，莊寶雪，彭麗

華，彭淑月，劉金泉，三寶弟子，徐儀庭，陳麗柔，(徐如炳、徐曾秀琴)，(陳

宥銘、徐藝瑄)，呂幸娟，(楊元唐.許孟理.楊蕙霙.楊世昌.楊永盛.楊志詳.楊依禎.

葉昶華等迴向累劫冤親債主)，(余國優、林昭容、余偉綸、余易褆)。 

三八０元：張添明闔家。 

三四０元：廖金花。 

三二０元：(謝元勝、謝元亨、謝威宇)，釋慈弘法師。 

三一二元：陳詩雅。 

三一０元：林素貴。 

三００元：元碩電子有限公司，(黃振崑、雷寶珠)，黃萩香，(陳俊合、黃子

家、陳德秝)，(楊子慶、陳星合、楊詠群)，(顏筱芬、顏芊宇、盧依稜)，陳建

平，陳志榮，蔣定安，林東波，郭軒志，林和貴，王美娟，鄭美雪，李明和，

釋眾部，蔡種，蔡曾椿梅，陳英仍，蔡毓珊，蔡雅婷，蔡佩儒，陳訂熹，康鳳

容，張湘如，蔡武憲，(李進財、呂麗珠)，(劉菊招、張倩瑜、張華坤)，陳靜

端，楊智仁，楊廖庭，孫琳崴，黃明德，彭源標，許朝程闔家，(楊建益、楊朝

富、楊瑞東)，(曾文瑞、曾子宸、盧瑜姍)，陳雅喬，蘇鐘霖，王子心，吳瑞

昭，郭香琪，(徐如炳、徐曾秀琴、徐滋蔭)，楊麗華，張瑾宜，李國永，(沈子

揚、沈宸驤)，(楊琇稜、程錦郎、陳福祿)，柯鴻玉，張靖敏，(戴美妹、劉庭

易)，趙俊明，王寶珠，杜宏翔，陳爰圻，陳建邦，黃萩香，謝政勳，陳柔卉，

陳永昌，許彥培，劉玉蘭，陳桓鈺，黃俊傑，黃仲鈞，陳宛君，姚惠眞，劉睿

緯，朱蘭，王慧貞，詹喻媜，劉彥琳，(葉振鐘、林宜嫻)，謝意芬，張壹翔。 

二五０元：林純藝，張順維，蔡晨紘，蔡正偉，(蘇林連花、曾盈勳、蘇玉純、

曾濬彬)，張碧純，王聖，李明惠，侯素蘭，吳同順，李秋娥，陳秀祝，王洪秀

味。 

二三五元：李信賢。 

二一五元：王敔硯，范玉英。 

二００元：賴明安等人，黃雅慧，黃光月，黃洪玉緣，姚淑芬，黃枝財，林光

信，陳麗玉，蕭嘉瑞，(龔福珍、曾麗錦)，李增松，蔡承德，趙淑靜，張晁

絃，(江竹峰、江芮嫺)，張毓珊，李姿燕，彭子鴻，姚淑珍，(邱曾壬妹、邱黃

雪娣)，(曾淸春、范瓊惠)，詹千慧，戴洪素珠，(許應群、鄭淑眞)，袁貞貞，

陳坤光，陳可欣，(楊麗卿、楊麗眞)，簡豪均，(范天勝、蔡美香)，黃慧玉，盧

洵明，(程江忠、程尹駿)，黃阿妹，(陳莉鵬、陳有惠)，陳虹霖，許榮煌，林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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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吳淑惠，林春燕，黃鈺茹，陸語蓁，陸妍芸，杜妍菲，王建智，蔡佳伶，

陳雅卿，蔣孟容，林佳修，邱庭卉，黃庠富，彭喜樞，陳龍杰，葉心怡，陳麗

娥，潘美杏，潘洪秀足，胡毓芸，胡賴玉珍，林文中，黃雅慧，黃光月，黃洪

玉緣，范玉英，張宇傑。 

一九０元：無名氏。 

一七一元：(林斯理、蕭富華)。 

一六七元：楊美芬。 

一六六元：鄭素金，王聖，宋文笙，宋游月娥，林雅婷。 

一五０元：游淑鈴，劉彥楓，彭科凱，張琹，(陳忠厚、陳春報、陳羿秀、陳羿

眞、李麗慧)，陳文欽，陳楊阿月。 

一四三元：朱家宏，許富強。 

一四二元：張勝雄。 

一二０元：楊雅傑迴向累劫冤親債主。 

一００元：劉慧玲，黃文梅，黃文中，劉詹變，鍾芝楹，郭陳素賢，施詔淮，

翁義宸，翁彩榕，孫應奇，李小花，林谷芳，(徐深淵、徐通得、高美蘭、徐銘

謙、徐維澤)，陳秀琴，謝景蘭，謝宜芹，陳秀綠，(蔡淑妃、林富華閤家)，亡

者黃陳彩英，陳建雄，鄭欣怡，簡志銘，廖春香，黃庭鋐，沈家璋，沈君武，

鄧蕭習，鄧承蔚，趙⺠琴，齊傳玲，沈予晨，沈予涵，吳振銓，林秀蘭，李宛

諭，故許永富，林俊良，陳瓊瑤，王遂山，劉鼎，劉建雄，施懿芷，巧克力，

故鄭愛雪，藍靖傑，蘇煌閔，蘇鈺文，(林富華、蔡淑妃闔家)，謝碧妹，哈耀

庭，詹志盟，謝艷，黃貞蘭，華彤文，劉士銘，徐惠珍，盧玉堂，徐光男，林

秀蘭，陳耀坤，林玉柳，李家齊，黃惠敏，黃陳月，黃明輝，藍奕欣，施彥

碩。 

八五元：李名揚，李⻑盛，蔡擲。 

七一元：顏安邦。 

五六元：劉潔如。 

五０元：張秀慧，巧克力，潘娥伶闔家，林思綺，劉寶治，巧克力，往生者劉

三全，林雲天，謝嫚蔆，巧克力。 

三七元：(許鈞傑與張芳綸闔家)。 

三六元：唐尉閔。 

總計：三０九七六三六元 

（三）信用卡收入 

一六五八一元：石晨赫。 

一五０００元：(黃林碧霞、王淑貞、黃微峯)。 

一四三０五元：三寶弟子。 

一二九七五元：岞港念佛堂眾善友。 

一００００元：故浙江天台葉國忠，盧克賢。 

六一八七元：何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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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四四元：(William Lewis、Nathan Lewis、Tan Wen Wei)。 

五０００元：(往生者王漢初、往生者盧金塗、往生者陳欵、陳氏歷代祖先、王

氏歷代祖先)，李美滿，林淸山，蔡淸泉。 

四一五二元：( 戴小婉、William Tai、戴治中、張懷芬、戴治國、Annie 

Zhang、寂妙)。 

三五００元：顧器成。 

三０００元：(黃智勇、楊旻樺、黃俐穎、黃俐靜)，(劉有成、沙露珍)，吳金

純，梁肇珮。 

二七六八元：William Wong。 

二五００元：吳永松，張志誠。 

二０００元：(吳亭霈、王科錄、王珮如、王萬翔、黃蓮嬌、故王立信、故何阿

梅)，王惠瑩，丘有為，竹棧起重有限公司，何明聰，呂玉惠，杜德彬闔家，張

茂良，黃弘濬，黃蕙芳，蔡錦菊，賴素菊。 

一六六七元：(已故林保鈞、已故楊幸德、林彭秀玉、楊鄭月英、林彩瑜、楊凱

如)。 

一五００元：高瑞梅，無名氏，廖子晴，趙維倫，蔡耀裕，鄭桂蘭。 

一四二九元：榮禾實業有限公司。 

一三三三元：三寶弟子。 

一二００元：(賴五妹、莊正偉、廖雪琴、莊羽微、莊羽銣、莊宇承)，(賴文

典、張阿美、賴冠霖、劉曉慧、賴勗榮、賴則叡)。 

一０００元：(已故雙親黃本、黃葉恰越)，(王陳春、黃淑秋、王善軍)，(呂宜

芳、溫崇宇、溫崇廣)，(李欣翰、李欣諺)，(林棟樑、王月桂)，(恰得美企業有

限公司、李孟育閤家)，(孫同元、張惠娳、孫一正、孫唯仁)，(張硯博、張芝

瑀)，(許秀莉、古盛榮、古文威、古昀晏、榮益晟貿易有限公司)，(黃春梅、王

靖淳、王湲榕、王芊頤)，(賴陳美好、許芳瑄、賴芷迎、賴瑞銓、賴嘉猷、賴

嘉聲)，(顏銘鴻、洪若娟夫婦)，(魏美如、黃呈琮、魏王玉惠、黃亮傑、孫曉

紅、黃羽辰、李擁璿)，三寶弟子，已故范維立，毛仲如，王宇翔，丘純，白錦

源，石玉翎，石秀卿，安芮，余勇健，吳文琦，李文墨，李裴綱，周年星，往

者張育誠，林沐弘，林宗佑，林庠睿，林啟藴，林蔚谷，邱耀萱，柯裕⺠，倪

茂盛，徐美華，高立信，張建煌，張雅喨，曹仁祥，許森基，郭淑惠，陳炎

星，陳威仁，陳昱竹，陳振卿，陳婍月，陳萊娣，黃金蔥，黃珮珊，黃勝煬，

楊羽彤，楊東文，趙鴻烈，劉麗雯，蔡秀閤家，鄭原昌闔家，盧明曉，蕭先

廷，謝忠衞，謝悅治，魏美如闔家，羅烱德，蘇大涵。 

九一九元：惠友明。 

八三三元：張瓊文。 

八００元：王裕文。 

七七七元：林文凱。 

七五０元：莊智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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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０元：鍾博任。 

七００元：黃啟鴻。 

六六七元：(李喜炎、陳淑貞、張桂珠、李冠德)，陳逸霖。 

六００元：(林興隆、劉彩秀)，(許藹雯、許維仁闔家之六親眷屬及法界眾生)，

(黃文誌、張秋香)，(楊吳娥、楊明霓)，莊濬豪。 

五一五元：(顏秀雲、陳鴻斌)。 

五００元：(王騏瑋、邵宜蓮)，（司徒藝晨、洪丞又、饒柔順），(吳介宏、陳

美津、吳炳良)，(李月湄、黃冠華)，(許獻元、陳彩雲)，(項懿凡、薛貽恩、薛

郁儒)，(詹佳眞、曾源榮、曾羿哲)，(劉文正、蘇曉芬)，(鄭氏歷代祖先、何氏

歷代祖先、古氏、張氏、魏氏歷代祖先)，(黎伯謙、黎家煌、黎冠成、洪新

喬、蕭彩惠、劉麗麗)，(簡文正、簡施敏、黃讚球、黃李桂英、簡純仁)，

CHEN LI HUA，亡者蔡永芳，方麗禎，王亞芳，王祥麟，王襄輔，王騏瑋，白

懿禎，余印忠，吳宏修，吳決賢，吳淑眞，吳慧鵬，呂英輝，呂家蓁，李佳

芳，李武雄，李澄宥，李錦雀，周永信，周庭安，周庭聿，宗燈雲，往生者陳

張金雀，往生者陳慶順，林子易，林子超，林子寛，林中適，林宜亨，林秉

祐，林威臻，林春美，林國豪，林琦螢，林語萱，林駿辰，林禮旺，林寶玉，

邱美蘭，邱若灝，邱婇菁，施榮得，胡陳玉蘭，范力尹，高福奇，康瀞如，張

文瑞，張芳雅，張若玲，張雅婷，張群勝，梁家銓，許春和，郭國富，陳丁

訓，陳仁裕，陳貞蜜，陳重，陳森河，陳琪菘，陳萱育，曾俊傑，游千惠，無

記名，項美齡，黃以⺠，黃威達，黃淑娟，黃雅惠，黃靖雯，黃榮昌，愛犬丹

丹，解文娟，廖亮宇，廖美玲，廖敏齡，劉玉梅，蔡志峯，鄭嘉豪，謝宗成，

謝幸航，謝張玉蘭，蘇曉玲，釋宏振。 

四三四元：李永琦。 

四二九元：呂秀宜，潘新財。 

四二０元：姜宜君。 

四一八元：李育釜。 

四００元：(黃玉英、吳金蓮閤家、黃瑞坤閤家、黃鳳嬌閤家、張秀鳳閤家)，

(楊重義、楊陳金治、楊淑晴、楊美春)，(楊智婷、邱進興、楊貞雄、劉美津)，

金正元，莊玉燕，陳愛玲，馮貞慈，廖家瑋。 

三八八元：(李淸瀚、曾紫綸、李妍涵、李承哲)。 

三三五元：(陳中仁、陳若慈、張明雅)。 

三三四元：曾嘉玲。 

三三三元：(簡鎭將、王秀碧)，李代利，周士賢，翁煥庭，劉美秀，賴麗文。 

三三０元：李會申。 

三二０元：張彩瑩。 

三００元：(王紹宇、王景煌、洪婉君)，(李德齡、林翌葦)，(林靑谷、林麗

君、往生者林顯中)，(張美惠、張金來、張翁梅枝)，(黃愛玉、施佳辰)，王怡

靜，王姿琳，王思懿，王晉碩，朱彥守，吳文馨，吳思瑩，呂佩芬，呂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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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穎，周維新，林志峰，林珈珆，邱麗珍，徐秀珠，許陳金絲，陳美瑤，陳

莊隨香，陳榮琳，黃聖峰，黃璿樺，楊建興，葉亞靑，葉靜屏，趙胤芝，劉京

才，潘嘉偉，鄧心源，鄧衍慶，鍾秀菊，簡伃伶，藍晨文，羅惠琳。 

二八六元：(張兆麟、張何秀寬)，吳鈺朗，許哲豪，陳振宇。 

二六七元：王泰惠。 

二五０元：(已故李朝富、林暖)，(林彥君、歐陽君豪、歐陽益家)，(盧文鈺、

盧存能、盧黎桂蘭、陳文榮)，(盧文鈺、盧存能、盧黎桂蘭、陳文榮)，亡者許

瑾瑜，王俊國，先⺟ 李陳霞，江雪鈴，李庠宏，往生者傅克經，林紓彤，唐

健庭，馬懷之，張和茹，張曼莉，張國彬，許秀冠，郭品妡，陳香珠，陳素

貞，陳逢連，傅勻余，傅何玉嬌，傅展妍，黃敬棠，裕桐科技有限公司，廖余

荏，劉宗福，劉梅芳，蔣佳俐，蔡玉英，賴建明。 

二一五元：(王文宏、楊梅鳳、柯秋蓮、鮑嬅溱、王詠歆)，邱世龍闔家。 

二一四元：(亡者簡曾阿甘、簡世昌、劉玲印、簡立宸、簡鈞誼)，陳惠珍，盧

仲懋。 

二００元：(林益淵、林劉秀蘭)，(詹承諭、詹濬宇)，(藍佩瑜、藍翊芸)，(藍黃

金闔家、林玲雪(殁))，王仕蓉，王李己代，王起銀，朱宥潔，朱昱⺠，吳欣

玲，吳建廷，吳曼莉，吳義，吳慧玲，李淑華，李麗惠，往者王道海，林子

騏，林丞軒，林妙眞，林佳宏，林尙謙，邱⺒珍，邱昱嘉，邱昱維，邱陳秋

燕，邱鼎瑋，邱薇凝，柯呈叡，柳毓華，洪淑華，郝蕙菁，高淑敏，許晶晶，

陳卉婕，陳立馨，陳彥蓉，陳柏鈞，陳淑妙，陳欽鐐，陳碧霞，曾毓琳，黃政

池，楊晉，楊曉玲，楊麗珠，詹宜修，廖宜敬，劉振才，劉婷，蔡好菜，鄭雅

惠，鄭麗美，蕭米惠，賴慈于，羅淑珠，蘇建蒼。 

一七二元：方順益。 

一七一元：熊家宏。 

一六七元：(陳義雄、戴光子、黃金財、黃陳碧玉)，李允中，李虹慧，林玉

倫，林均澤，林政雄，林桂美，林陳九芎，林陳寶珠，林翔鈞，張炳明，許致

中，郭淑貞，游純敏，劉虹君，蕭莉芳，簡建育，魏毓瑩，羅翊方。 

一六六元：林范桂英。 

一六五元：(蔡仲騏、蔡季湘、李慧玲、李麗芬、李宛錞)。 

一五０元：(馬榛璘、莊秉軒、莊秉輊)，王聖瀛，吳佳陵，高源邑，高裕琇，

張凱婷，黃科凱，楊麗惠，鄭榮豐，謝惠華，謝翰林。 

一四三元：(吳文祥、吳御熙、吳紹熙)，（吳希克、簡淑惠、吳少夫、林羿

萱、吳筱文、王振華、吳筱君、陳仲賢、吳筱瑩、陳志賢），(林庭讚、施阿

鳳)，(張陳秀櫻、張桂松、陳榮春、張傳⻑、張建偉、張陳治、李珠、張傳

發、張建雄、陳鈺婉)，(黃水森、蘇雪英)，(楊雅薇、邵緞、楊銘賢、花莉

娜)，(鄭翔徽、鄭克明、鄭黃秋蘭)，三寶弟子，王麗琄，呂舒智，李周玉雲，

周文斐，往生者徐映基，林正忠，林倚安，金語宜，高玉璁，張惠珍，莊淑

媛，陳乙文，陳品蓁，陳鵬詠，傅子建，曾宇安，曾瑞蘭，辜善群，詹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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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德利，盧弘晏，盧明辰，賴科元，鍾桃仔，簡雅嫻，譚淑德，蘇睿宏。 

一二五元：(朱明章、陳香樺)，(廖春熙、楊昕玲、廖禾銘、廖禾豪)，巫玉寧，

林雅媺，黃聿寬，黃柏靑，詹文獻，趙雪芬。 

一一四元：孫晨丰，黃碧玉 。 

一００元：(張良世、黃秀美、林美玲、葉文發、葉韋霆、葉柏佑、張瑜家、陳

秀雲、張氏祖先、葉氏祖先、已故葉順贊、暨累世累結冤親債主)，(廖森盛、

廖月惠)，(蘇鈺涵、陳俊銘、王冠紅、蘇文筆、趙志康)，孔薇茵，尤原輝，尤

振驊，王彥之，江嘉禾，何莉莉，吳奕賢，吳詩雯，李玉蓮，李丞閎，周沛

宏，往生者 吳榮順，林世增全家，林淑芬，邱靖粧，金任先，胡庭禎，范乃

元，范治國，唐月，徐赫鈴，張加薪，張伯偉，張淸金，梁林美玉，許讚訓，

陳佑銘，陳秉宥，陳威志，陳惠美，陳靜宜，陳麗卿，黃志堅，黃建彬，黃韋

晟，黃瑞玉，葉建宏，劉峻佑，劉錡沅，蔣子平，鄭旭勝，鄭惠玲，盧淑惠，

蕭志彬，賴松慶，謝金龍，謝恭智，謝朝煌，謝寶眞，顏木星。 

八六元：(林桂枝、曾怡箋)，(羅財堂、鄧春蘭)，蘇姍鈴，蘇建榤。 

八四元：(林豐華、徐慧娟、徐瑞宏)，戴馨玲。 

七五元：洪昌吉，洪笙閎。 

七二元：(許碧熟、許吳員)，三寶弟子，江禹嫻，李秀鳳，往生者徐蓓蓓，陳

韻，賴玥伶。 

七一元：三寶弟子，林志全，張珈華、廖儀雄，郭文杰，歐阿蔭，鄭淑文，魏

禎德。 

七０元：王柏榮全家福，林啟宇，張家珊。 

六七元：往生者王永慶(台塑創辦人)，往生者江瓊珠，往生者林文忠，往生者

胡深鉛，往生者顏金木，姜子明，姜承佑，姜承妤，鄭智元。 

六三元：阮蘭香闔家。 

五０元：尤雅玲，吳密華，吳淑慧，林張滿麗，張信顯，楊淸銅，葉家妤，鄭

淑方。 

四八元：陳彥寬。 

四三元：(許智富、許沛宸、許詠涵)，王鳳招，張晴惠，陳曼靑。 

三六元：陳三惠。 

三四元：林治豐，莊淑英，劉君，劉知岳。 

三三元：王晴，往生者林張雪娥，往生者邱淑娥，詹曾素娥，詹德龍，鄭明

智，鄭冠瑜，謝黃秀梅。 

二九元：(連服進、郭珉秀)，李沛錦，李帛霖，李東霖，林美伶，陳元的，陳

來京，劉明禮，劉知霖，劉陳水麗，劉義尙。 

二八元：孫冠群，孫逢德，廖金環，鄭家玗。 

二五元：白馥瑄，張秀英，詹富美。 

二０元：黃許于。 

一五元：莊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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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元：林欣蓓，喜多福國際事業有限公司，楊漱白。 

總計：三六四七一五元 

（一）+（二）+（三）等於：六六一八０五五元 

三、資訊影音製播 

（一）講堂收入 

五００００元：蔡嘉祐。 

三００００元：胡家禎。 

二００００元：鄭何秀栽。 

一００００元：林許淑貞，何秀月，中華明恆公益慈善協會。 

五０００元：袁友莊。 

四六一五元：(110年 12月份個人免負擔勞保費)。 

四０００元：張慧君，張慶進。 

三一一二元：(110年 12月份個人免負擔健保費)。 

二０００元：三寶弟子，邱樺岳，三寶弟子。 

一六六八元：張瓊文。 

一六六六元：曹碧瑤。 

一五００元：(故)黃漢敏。 

一二五０元：(陳勇治/陳黃幼/陳昱娟/陳昱貞)。 

一二００元：許博睿。 

一０００元：陳林�治，張美玲，黃翎，(故)劉名滿，羅桂英，羅梓萱，三寶

弟子，(王政義/李阿勉/王郁婷)，(故)劉名滿，(洪祺叡、簡素玫)，三寶弟子。 

八九四元：張仲緯。 

八００元：李會申。 

七五０元：李淑芬。 

七一四元：詹錦華。 

五００元：台北市內湖區⻄湖國中 801全班同學，林徐阿玉，陳炎星，張乃

元，DE TU TAM BAO，許右茗，黃美貞，李永慶，陳美月，吳葉秀霞，吳子

鎭，(大覺講堂釋道覺)，(曾燦輝、曾宣霖、曾王換)，三寶弟子，李榮東，廖坤

城，呂曉玲，張紹娟。 

四二八元：三寶弟子。 

三七五元：詹毓英，嚴毅。 

三六０元：楊陳秋月，楊麗卿，楊麗雲，楊金地。 

三００元：鄭宏敦，王諒成，張旭暉。 

二五０元：吳如宜，游源成，吳桂興，羅麗芷，楊顯明，吳如珊，李世傑，陳

玉琴，柯素芬，(12/12 美國龍捲風及 omicorn 往生者名義娟)，莫芝芬。 

二一四元：(黃智偉/黃珮瑩/黃宇樂/黃點點)。 

二００元：(郭天永/郭素珍)，盧宜沺，林碧蓮，楊閎享，三寶弟子，張紹眞，

蘇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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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０元：(李學光/林君立)，蘇導⺠。 

一四三元：馬琰如。 

一四二元：林育正，三寶弟子，蔡方月華，黃梁秀蓮，(黃智勇、黃俐穎)，黃

進發，三寶弟子，三寶弟子，王亮潔。 

一二五元：張麗卿，俞欣葶，鍾淑惠。 

一００元：謝朝陽，駱怡筠，朱秀子，湯貴慈，李秀花，張建斌，湯貴慈，李

佳峯，三寶弟子，(故)釋如開，陳柏翰，三寶弟子，馬秀生，(冥福)林暘珊，謝

朝隆，謝朝和，陽霖，蘇玉雲，蘇邱杏元，謝文在，曾燈章，劉建宏，劉軒

睿，謝美慧，劉瓊淸，張建斌，張瑋庭，林珠如，梵眞，稽鳳聲，陳淑鳳，黃

美惠。 

七一元：蔡秀足，黃進財，(郭天永/郭素珍)，楊千葳，陳子永，(故)釋演道師

父，(故)陳弘和，鄭佳桂。 

五０元：張進利，(林楠生/洪柏峰/洪有駒)，張禕芳，(林台生/林君立)。 

四二元：張玉連。 

二八元：(林陳桂珍/林義傑/寂鄔)。 

二五元：(謝鳳涼/故謝朝昌)，(謝練甚/謝鳳涼)，謝鳳涼。 

五元：劉奐廷。 

二元：游輝信。 

總計：二０一二六七元 

（二）郵撥收入 

三五０００元：吳依潔。 

二００００元：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一００００元：黃瑞娟，林政輝。 

七五一０元：(吳玉麟.陳治湘.馬成禮.李廷儉.李姜蓮.李美智.陳武松.陳邱金玉.李

邱阿娥)。 

六０００元：陳俊兆。 

四０００元：(李健靈、徐振原)。 

三０００元：廣照船舶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周昕霓，(張俊助、張謝凱)，陳素

卿。 

二五００元：李秀顏。 

二四００元：(黃玥儀、黃感恩)。 

二三００元：(黃玥儀、黃感恩)。 

二０００元：鄭廖平，陳黃能巧，蕭瑞靑，(張積雄、李金蘭)，簡鳳凰。 

一八００元：(李明蓉、李德義、李余玉枝、李昱萱、李俊慶、李健嘉)。 

一六００元：呂幸娟，謝廉縈。 

一五二０元：王薰翊。 

一五００元：廖文正，李慶霖。 

一三００元：許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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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００元：(謝廣慈、謝廣怡、謝廣思、謝啟剛、cutie、楊月雲)。 

一０００元：黃國書，(詹范梅蘭、詹淑珍、詹崴翔、詹昱曉、陳詩茹)，賴秀

琴，林素慧，王奕丞，王正淵，賴金龍，朱彥如，李玉嬌，呂徐菊妹，楊有

慈，張珈俞，楊豐誠，邵正德，陳怡如，羅燕玉，豹月娥，朱建霖，劉慶旗，

(吳菊妹、鍾肇海)，黃守正，沈靑娟，袁睿廷，趙阡宇。 

七００元：(黃偉傑、游宗欽、游智傑、楊涵、楊霆、黃偉俊、黃劉盞)。 

六００元：顧之涵。 

五四０元：張萬麗。 

五００元：(張萬麗、彭嘉煥)，卓斯瑋，陳源田，林宜箴等人，(往生者謝兆

玉、往生者謝許秀英)，陳璋隆，杜滋霖，高秀椿，隱名氏，林膺峻，鄭英慈，

謝廉縈，何萬靑，黃意雰，凃政宏，(鄒梅媛、閻鏡安、歐泰安)，章鴻仁，梁

達，(黃洪源、陳秀麗、黃雍智、黃致維)。 

三三三元：蔡欣怡。 

三一三元：陳詩雅。 

三００元：釋紹弘比丘，簡俐萍。 

二五０元：林純藝，張順維。 

二００元：謝兆玉，林家頡，葉心怡，黃靖雅，林碧麗，謝許秀英，吳蓓宜，

賴明安等人，蔡佳伶，王建智。 

一七一元：(林斯理、蕭富華)。 

一六七元：楊美芬。 

一六六元：宋游月娥，宋文笙。 

一五０元：彭科凱。 

一四三元：朱家宏，許富強。 

一四二元：張勝雄。 

一００元：陳宛君，劉皇英，劉士蘭，三寶弟子，巧克力，孫奇亨，謝艷。 

八五元：蔡擲，李名揚，李⻑盛。 

七一元：顏安邦。 

五０元：巧克力，巧克力，潘娥伶闔家，巧克力。 

三七元：(許鈞傑與張芳綸闔家)。 

總計：一七五三二七元 

（三）信用卡收入 

六一八七元：何智胜。 

三０００元：故浙江天台葉國忠。 

二０００元：賴素菊。 

一五００元：高瑞梅。 

一四二九元：榮禾實業有限公司。 

一０００元：(已故雙親黃本、黃葉恰越)，(王陳春、黃淑秋、王善軍)，(顏銘

鴻、洪若娟夫婦)，三寶弟子，柯裕⺠，高芳眞，陳炎星，陳威仁，陳盈傑，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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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如，盧李純純。 

八三三元：張瓊文。 

七五０元：段亭瑜，莊智顯。 

七二０元：鍾博任。 

六００元：(許藹雯、許維仁闔家之六親眷屬及法界眾生)。 

五一四元：(顏秀雲、陳鴻斌)。 

五００元：(魏美如、黃呈琮、魏王玉惠、黃亮傑、孫曉紅、黃羽辰、李擁

璿)，吳決賢，周永信，林宜亨，林美玲，林國豪，邱美蘭，邱若灝，邱婇菁，

張若玲，張雅婷，張群勝，陳丁訓，陳淑秋，黃以⺠，黃弘騰，黃淑娟，鄭嘉

豪，謝張玉蘭。 

四二八元：呂秀宜，潘新財。 

四二０元：姜宜君。 

四一六元：李育釜。 

四００元：(楊重義、楊陳金治、楊淑晴、楊美春)，莊玉燕。 

三三四元：周士賢。 

三三三元：(張連傳、巫瓊瑛)。 

三二０元：張彩瑩。 

三００元：呂美鳳，蔡秀閤家。 

二八六元：吳鈺朗，許哲豪，陳振宇。 

二八五元：(張兆麟、張何秀寬)。 

二五０元：江雪鈴，吳素桃，林紓彤，唐健庭，張曼莉，張國彬，陳逢連，黃

敬棠，蔡玉英，賴建明。 

二一五元：(王文宏、楊梅鳳、柯秋蓮、鮑嬅溱、王詠歆)。 

二一四元：(亡者簡曾阿甘、簡世昌、劉玲印、簡立宸、簡鈞誼)，邱世龍闔

家，陳惠珍，盧仲懋。 

二００元：(藍黃金闔家、林玲雪(殁))，吳曼莉，李文琴，李淑華，林妙眞，林

芷綩，柳毓華，徐詩涵，崔意靑，陳欽鐐，陳碧霞，黃政池，楊晉，廖宜敬。 

一七一元：方順益，熊家宏。 

一六八元：林范桂英。 

一六七元：郭淑貞，藍碧紅。 

一六六元：李允中，林玉倫，林均澤，林政雄，林陳九芎，林陳寶珠，林翔

鈞，張炳明，許致中，游純敏，簡建育，羅翊方。 

一五０元：張凱婷，陳朱雀，謝在鳴。 

一四三元：(吳文祥、吳御熙、吳紹熙)，（吳希克、簡淑惠、吳少夫、林羿

萱、吳筱文、王振華、吳筱君、陳仲賢、吳筱瑩、陳志賢），(林庭讚、施阿

鳳)，(張陳秀櫻、張桂松、陳榮春、張傳⻑、張建偉、張陳治、李珠、張傳

發、張建雄、陳鈺婉)，(黃水森、蘇雪英)，(楊雅薇、邵緞、楊銘賢、花莉

娜)，(鄭翔徽、鄭克明、鄭黃秋蘭)，三寶弟子，王麗琄，呂舒智，李周玉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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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斐，往生者徐映基，林正忠，林倚安，金語宜，高玉璁，張惠珍，莊淑

媛，陳乙文，陳品蓁，陳鵬詠，傅子建，曾宇安，曾瑞蘭，辜善群，詹光台，

歐德利，盧弘晏，盧明辰，賴科元，鍾桃仔，簡雅嫻，譚淑德，蘇睿宏。 

一二五元：(朱明章、陳香樺)，(廖春熙、楊昕玲、廖禾銘、廖禾豪)。 

一一四元：孫晨丰，黃碧玉 。 

一００元：(黃玉英、吳金蓮閤家、黃瑞坤閤家、黃鳳嬌閤家、張秀鳳閤家)，

(蘇鈺涵、陳俊銘、王冠紅、蘇文筆、趙志康)，江嘉禾，李玉蓮，李丞閎，林

淑芬，邱靖粧，金任先，徐赫鈴，張加薪，張淸金，黃建彬，黃健家，劉錡

沅，鄭旭勝，謝金龍，謝朝煌，謝寶眞。 

八六元：(林桂枝、曾怡箋)，(羅財堂、鄧春蘭)，蘇姍鈴，蘇建榤。 

八三元：(林豐華、徐慧娟、徐瑞宏)，戴馨玲。 

七五元：洪昌吉，洪笙閎。 

七二元：江禹嫻，張珈華、廖儀雄。 

七一元：(許碧熟、許吳員)，三寶弟子，三寶弟子，李秀鳳，往生者徐蓓蓓，

林志全，郭文杰，陳韻，歐阿蔭，鄭淑文，賴玥伶，魏禎德。 

七０元：王柏榮全家福，林啟宇，張家珊。 

五０元：吳密華，吳淑慧，洪金水，張信顯。 

四八元：陳彥寬。 

四三元：(許智富、許沛宸、許詠涵)，王鳳招，張晴惠，陳曼靑。 

三三元：（陳輝村、陳林照、范振南、范吳靜珍、陳勝隆），莊淑英，劉君，

劉知岳。 

二九元：李沛錦，李帛霖，李東霖。 

二八元：(連服進、郭珉秀)，林美伶，孫冠群，孫逢德，陳元的，陳來京，廖

金環，劉明禮，劉知霖，劉陳水麗，劉義尙，鄭家玗。 

二五元：白馥瑄。 

二０元：(緬甸玉石業開採之受苦眾生、非洲薩赫勒地區恐怖活動受苦眾生、奈

及利亞恐怖活動及戰爭之受苦眾生、韓國狗肉繁殖場之受苦眾生、十方動物養

殖場及屠宰場之受苦眾生)，黃許于。 

一四元：林欣蓓，莊富，喜多福國際事業有限公司，楊漱白。 

一二元：非洲各地野生動物養殖場及屠宰場之受苦眾生。 

總計：六三九一九元 

（一）+（二）+（三）等於：四四０五一三元 

四、護生環保宣導 

（一）講堂收入 

一五五００元：(隨喜 12/14 放生之三寶弟子眾等)。 

一三０００元：簡文通。 

一二０００元：王⻑秀。 

六０００元：呂鳳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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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００元：邱坤進。 

五０００元：吳琪欽，三寶弟子，邱明泉，劉淑玲，(陳至淳闔家)，何映緯，

熊仁璧。 

四０００元：林啟東，張慶進。 

三七五０元：(吳鈞/吳鄭註仔/胡仕能/陳自英)。 

三０００元：何怡頤，三寶弟子，黃時文。 

二七００元：印弘精舍邱兄姐等人。 

二０００元：林朝宗，林淑貞，(曹育仁/陳佳琳)，許欽豪，周惠，(陳柏良/陳

紹桓/謝陳沛涵/謝雲蘭)，龔郁婷，李秀。 

一七００元：林秀玲。 

一六六八元：(李明倫/李慧劍/陳秀梅/李寬彬/李英諒/吳佩臻/毛嘉慶/毛胤九/毛

顗婷/陳珮珊/陳凱琪)。 

一六００元：葉百虔。 

一五００元：黃時文，葉百林，(王政義/李阿勉/王郁婷)，(故)顧玉英，(林明道

/林張淑霞)，陳美月，謝其達。 

一三００元：趙瑛秀。 

一二五０元：(陳勇治/陳黃幼/陳昱娟/陳昱貞)，三寶弟子，謝深海。 

一二００元：林村田，方翠瑩、方軍瑩、方紫筠、方藝蓁，游紜宸。 

一一００元：陳俊哲等人，林玉環。 

一０００元：王偉丞，三寶弟子，吳國鑫，(張福權、陳美月)，葉唐莉麗，

(Heleu Tang)，陳達楓，陳明蘭，徐廣道，林庭緯，葉雅瀞，三寶弟子，(陳玲

娜/陳黃惠子)，黃建銘，洪如緣，葉蕓僖，葉茂宏，劉錦賢，(黃茂雄/吳美蟬/

李杰峰/黃郁婷/李祐恩/李光伯/李茂榮/黃美玉)，唐婉華，黃金蓮，沈浴沂，王

湘，林熙勝，蔡瓊玲，釋見亮，李慧玲，鄭祖繹，劉楚妍，翁振源，李美鳳，

三寶弟子。 

八三三元：(鍾年禹/沈明珠/鍾興登/鍾宜庭/陳可芸)。 

八００元：林彩瑜。 

七五０元：(溫文和、溫黃麗珠、溫文卿、溫玉蓮)，李淑芬。 

七一四元：詹錦華。 

七００元：釋賢佳，(蘇綺紅/陳煒雄)，(翁翠娟/曾品皓)，(王復中/王慈錦/王靖

荃閤府)，鄭美麗，(旺旺/麻吉/小黃)，(唐祖立/王先華)，(王敬仁/陳美榕/王有

成)，(張荷/詹王震閤府)，(為掛網平台祈福:騰訊/微博/喜馬拉雅/優酷/兔展/美篇

/⻄瓜/Acfun/Vlog)，(甘久航/游娟/甘芯)，翁翠萍，(旺旺/麻吉/小黃)，(廖英理/

廖原右/廖原賢閤府)，(鄭碧雲/李文元)，(詹惠眞閤府/詹宜金/詹宗盟)，(陳家倫/

黃淑娥/陳彥亦)，(游本仰/廖珮君/游原廣/游原傑)，(黃國禮/高銀妹)，(黃碧君/

高國原)，(蔣榮利/何沐軒/張如雲/陳靜茹)，(林簡品/林燕如)，(唐祖立/王先

華)，鄭美麗，(沈榮海/林惠美/沈泓翰)，(宗仙麗/楊通/楊聞堯)，曾謝桂英，曾

謝桂英，白玉林，(翁翠娟/曾品皓)，曾謝桂英，(唐祖立/王先華)，鄭美麗，(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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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麻吉/小黃)，(唐祖立/王先華)，(旺旺/麻吉/小黃)，鄭美麗，曾謝桂英，(甘久

航/游娟/甘芯)，(王復中/王慈錦/王靖荃閤府)，(林簡如/林燕如)，(沈榮海/林惠

美/沈泓翰)，(宗仙麗/楊通/楊聞曉)，(張荷/詹王鎭閤府)，(為掛網平台祈福:騰訊

/微博/喜馬拉雅/優酷/兔展/美篇/⻄瓜/Acfun vlog)，釋賢佳，釋賢佳，(蘇雅惠/卓

太田/卓怡萱)，(王敬仁/陳美榕/王有成)，(翁翠娟/曾品皓)，(甘久航/游娟/甘

芯)，(蘇綺紅/陳煒雄)，(蔣榮富/鄭珠幸)，蔣榮利，(詹惠眞/詹宜金/薛耿銘/省立

苗栗醫院精神科醫護人員及病友)，(陳家倫/黃淑娥/陳彥亦)，(游本仰/廖珮君/游

原廣/游原傑)，(鄭碧雲/李文元閤府)，(翁翠萍祈福:菲律賓雷伊颱風罹難者、早

生佛國)，(姜桂芳/梁玉燦)，(林簡品/林燕如)，(沈榮海/林惠美/沈泓翰)，(王復

中/王慈錦/王靖荃閤府)，(王敬仁/陳美榕/王有成)，(陳美榕/全球官司牢獄災厄

眾生)，(廖英理/廖原右/廖原賢閤府)，(為掛網平台祈福:騰訊/微博/喜馬拉雅/優

酷/兔展/美篇/⻄瓜/Acfun/Vlog)，(張荷/詹王鎭閤府)，(黃瓊/許肖鋒/許丹濃)，

(宗仙麗/楊通/楊聞曉)，(謝明宗/林柔)，(梁兆豐/梁兆昌)，(故)冀生，(蘇綺紅/陳

煒雄)，(卡帛/多多:企業主及所有員工)，(黃瓊/許肖鋒/許丹濃)，(宗仙麗/楊通/

楊聞曉)，(黃碧君/高國原/所有失怙者)，(郭久紅/陳映辰)，(鄭碧雲/李文元)，

(李炯秋/李光澤/張俐)，(沈榮海/林惠美/沈泓翰)，(林簡品/林燕如)，(姜桂芳/梁

玉燦/梁兆豐/梁兆昌)，(詹惠眞/詹宜金/詹宗盟)，(陳美榕/全球官司及牢獄災厄

眾生)，(張荷/詹王鎭閤府)，(廖英理/廖原右/廖原賢閤府)，(故)黃劉彩鳳，(翁

翠娟/曾品皓)，(甘久航/游娟/甘芯)，(王復中/王慈錦/王靖荃/王靖程)，(王敬仁/

陳美榕/王有成)，(為掛網平台祈福:騰訊/微博/喜馬拉雅/優酷/兔展/美篇/⻄瓜

/Acfun / Vlog)，(廖英理/廖原右/廖原賢閤府)，釋賢佳，(姜桂芳/梁玉燦/梁兆豐/

梁兆昌)。 

六六八元：郭秋桂，廖素梅。 

六００元：張名里，(張春桃/張吟如/陳志⺠)，陳淑貞，吳橞瑆，王靜怡，(釋

道德/張陳蘭桂)。 

五００元：王月嬌，(簡辰諭、簡辰紜、鄭燕秋、簡仲賢)，朱葉菊英，(劉文正/

劉心明/劉心壹/黃詩璇/劉心宇)，廖坤城，(故)趙克璣，陳翠梨，陳村寶，DE 

TU TAM BAO，曾玉美，陳鳳珠，李淑貞，王靖翔，吳尙諭，林敏梅，李榮

東，陳佳佑，許右茗，張維明，(宋璟萱/張力元)，宋怡萱，(故)徐素蓮，邱韵

珈，張幼玫，戴美容，陳林�治，(鄭碧雲/李文元閤府)，三寶弟子，許瑞娟，

張銀嶽，(陳淑芬/張萬田)，(張邦彥/鄭佩鈺)，褚姵妏，尤李雪，游碧霞，莊益

豪，莊哲維，林登貴，呂幸兒，吳子鎭，呂幸華，呂幸娥，李文鑑，廖家敬，

邱國榮，鍾德頤，(古洪洪/瑞瑞月/香英英)，鍾德運，(李和鎭/李孟潔)，莊智

淵，陳雄飛，呂秋香，(詹德煌/詹承彥/詹承軒)累劫今生冤親債主，(林育丞寶

寶)，王鈞弘，游淑卿，張月桂，吳葉秀霞，張紹娟。 

四二八元：三寶弟子。 

四００元：李金田。 

三七五元：嚴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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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０元：楊金地，楊陳秋月，楊麗卿，楊麗雲。 

三三六元：(王樹龍、彭愛雲、王子芸、王子芳、王子銘)。 

三三四元：(全球飽受官司苦的眾生)，(善心人士)。 

三三三元：釋自行，(沈麗萍/傅品蓉/傅登澧)，張維明，陳昱仰。 

三００元：(陳明鈺閤府/陳幸詩閤府)，(郭菊/郭翁緞)，三寶弟子，(蘭英/蘭包

淇/林欣儀)，吳黃麗娟，隱名氏，陳震德，(張建斌/黃秀蓉、張詠睿)，莊雪

鴻，吳承叡，翁翠萍，(蔡淑如/汪宗翰)，(曹資敏/曹美華/吳逸祥)，(謝明宗/林

柔)，阮氏荷，(故)陳張秀榮，張旭暉，林家榛，(王勝雄/王怡文/王建智、林亦

瑩)，賴人龍，(江明珠/江陳金蓮/江志豐閤府)，江愛玲，游麗娟，吳天敏，(徐

巾艾/鄭鴻融/鄭茜云/鄭亦弘)，三寶弟子，(丘碧霞閤府)，(謝孟龍/侯又雅/陳宏

媗)，呂岳錚，(謝明宗/林柔)，(曹資敏/曹美華/吳逸祥)，(沈其均/陶星彤/沈亞

臻)，曹蓮，(黃渝珊/吳其哲)，(沈其均/陶星彤/沈亞臻)，(郭菊/郭翁緞)，翁安

鈺，(施靜萍/陳俊平/陳宏媗)，(黃碧君/高國原/高俊德、蔡麗華)，(江明珠/江陳

金蓮/江志豐閤府)，林科宏，吳繣玲，曾暐婷，(林君立/林逸梅)，謝敏玲，(陳

明鈺閤府/陳幸詩閤府)，(陳家倫/黃淑娥/陳彥亦)，(故)王啟州，潘櫻英，(故)陳

張秀榮，黃淑瓊，(王勝雄/王怡文/王建智、林亦瑩)，(陳家倫/黃淑娥/陳彥亦)，

(陳明鈺閤府/陳幸詩閤府)，(陳明鈺閤府/陳幸詩閤府)，(曹資敏/曹美華/吳逸

祥)，(江明珠/江志豐/蘇永欽)，顏幸琳，(葉雅湘/吳雯瑛/曾惠茹/陳行中 )，(蔡

明熙、黃錦娥、李彩鳳)，(郭菊/郭信勇)，(沈其均/陶星彤/沈亞臻)，(江明珠/江

陳金蓮/蘇永欽閤府)，邵勝雄，(沈其均/陶星彤/沈亞臻)，(黃碧君/蔡淸汜/黃啟

超)，(郭菊/郭翁緞)，陳進登，(黃渝珊/吳其哲)，(施靜萍/陳俊平/陳宏媗)，江怡

儒，(蔣榮利/林錦霞)，鄒國霞，(高俊德/蔡麗華/高國原)，(王復中/楊顯明)，王

諒成，(劉小玲/劉水金/劉李月娥/劉勇立)，(陳明鈺與所有苦難眾生)，林紓彤，

(陳美榕與官司關係人)，(故)陳張秀榮，翁翠萍，林家榛，(王勝雄/王怡文/王建

智、林亦瑩)，(陳可欣/黃慶琮)，(謝明宗/林柔)，陳義周，(故)陳張秀榮，(施靜

萍/施增銘/施柯秀卿)，(王勝雄/王怡文/王建智、林亦瑩)，(林上紘/林旺添/楊翠

花/楊子嫻/林元凱/龔千慧)，(蔡淑如/汪宗翰/全球自閉兒療癒)，胡睿臻及官司關

係人，(曹資敏/曹美華/吳逸祥)。 

二五０元：楊顯明，陳大同，許建基，謝天恩，李郭美珠，李彥佑，陳思叡，

林素卿，陳月琴，曹明珍，劉有梅，李冠頡，陳明達，張秀元，張家瑋，張育

銘，張麗足，游源成，莫芝芬，朱騰，朱偉豪，李彥佐，柯素芬，張麗芳，鄭

玟庭，(林楠生/洪柏峯閤家)，張若庭，林容為。 

二一四元：(黃智偉/黃珮瑩/黃宇樂/黃點點)。 

二００元：李常皈，謝季陸，(林義傑信傑/寂鄔/林陳桂珍妙進)，楊台安，林汶

諭，方友平，林楠生閤家，陳亭豫，李仲谷，黃兆怡，林家榛，顏湘語，林逸

陞，三寶弟子，(陳苑禾小朋友)，呂宜錚，謝李盈嬅，楊佳倫，張紹眞，林珠

如，陳義吉，李嘉寧，林貴珠，李珮綺，戴菊伶，盧宜沺，林聰欽，曾昱宸，

李林生女，李文彬，李秀緞，(江玉對闔家)，林曉峯，(陳壹菻/陳仕育/張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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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智允/林智旼/林素女/曹華芋/柳惠志/黃庭圓/黃淑美/黃慧玉/黃秀娟/黃妙音)，

林柏安，邱顯淸，林高名，李瑞珠，(馮明雄闔家/馮建文及累劫冤親菩薩/故馮

明常)，(林楠生/洪有駒/洪柏峯)，林淳立，簡張娥，三寶弟子，曾燈章，劉建

宏，劉瓊淸，(郭天永/郭素珍)，(吳榮濤/許嘉玲)，賴人龍，(林陳桂珍妙進/林

義傑信傑)，林家榛，施貽聰，王麗如，施莊麗靜，羅炳煌，林淑娟。 

一六八元：林朱話。 

一六六元：(鍾萬康/鍾劉季菊)，(陳正雄/陳郭嫦娥/黃皖隆/陳義娟/黃思穎)，(林

楠生閤家/林萱/孫珮蓉)，羅焱旭，林婌玲，林緞，蘇金子，蘇黃玉鶴，楊芸

萍，王金英，楊浩誌。 

一五０元：林楠生Nan Sheng Lin，(陳彥亦祈福:美龍捲風罹難者)，蘇導⺠，(汪

育榛/李秉宏/豐田住戶)，(劉小玲/劉水金/劉李月娥)，(林陳桂珍妙進/寂鄔/洪耀

淇)，(劉小玲/劉水金/劉李月娥閤府)，(豐田大郡所有住戶)，(故陳建軍:早生佛

國)，(林萱/孫珮蓉/林君立)，(故俄國煤氣災難罹難者:早生佛國)，廖慈荷，(劉

小玲/劉水金/劉李月娥)。 

一四三元：馬琰如。 

一四二元：黃梁秀蓮，三寶弟子，三寶弟子，王亮潔，(黃智勇、黃俐穎)，黃

進發，林育正，蔡方月華，三寶弟子。 

一三三元：(洪琳雅/謝宛娟/謝乾寶/謝乾文)。 

一二五元：(洪柏峰、洪有駒)，鍾淑惠。 

一００元：顏精厥，周品樺，顏瑜汝，李秀花，謝文在，蘇邱杏元，楊員治，

林家榛，蘇玉雲，游澤⺠，三寶弟子，夏菊姍，林家榛，(游謹佩、賴妙珍、賴

祝如)，李彥儒 ，簡佩琦，(林君立 Julie Lin / 林萱 / 孫珮蓉)，王守群，王守

蘭，王守蕙，張越寬，張靈，朱秀子，陳昇紋，黃孟理，陳奕潤，陳奕璁，(林

君立、林逸梅、林萱/孫珮蓉)，馬秀生，林碧蓮，三寶弟子，廖金慧，王守

群，王守蘭，蘇荷允，蘇荷馨，唐萱菲，蘇璽元，蘇純禎，蘇慈愛，蘇順益，

莊蔡敏，林家榛，邱國榮，貓咪麻吉，三寶弟子，邱笠偉，歐金花，林家榛，

(洪柏峯/洪有駒/林君立)，湯貴慈，林家榛，呂建發，(冥福)林暘珊，王守蕙，

張靈，張越寬，張建斌，陳泓睿，林麗華，稽鳳聲，陳淑鳳，黃美惠，謝朝

和，高晨華，謝朝隆，謝美慧，謝朝陽，鄧春艷，(林陳桂珍/洪陳玉鶯/寂鄔/林

義傑)，(陳苑蕍小朋友)，湯貴慈，方定楡，林大軒，張瑋庭，盧美卉，張金

淸，劉軒睿，莊世紘，駱淑英，梵眞，謝孟娟，潘藴芳，林秋枝，(李務本/李

黃恒貞)，方子豪，呂林秀慧，陳秀麗，周裕棠，周劍虹，呂春玳，呂幸芬，盧

金秀鳳，謝麗芳，盧旺，莊國基，林瑞蓉，呂峻瑜，(張哲愷小朋友)，(呂采穎

小朋友)，呂宜璇，林家榛，吳怡君，(鍾氏歷代祖先)，林李瓊芬，樊慶儀，林

家榛，王木村，林瑞貞，三寶弟子，林瑞馨，王如萍，陳柏翰，楊正忠，(故)

釋如開，顯杰，蔡棉如，(鍾國豐/鍾義豐)，(鍾玉洪/鍾宜蓁)，黃麗宇，林家

榛，李佳峯，(林君立、林逸梅、林萱/孫珮蓉)，張建斌，莊國裕，(沈勇司/沈

王阿梅)，林瑞美，周翠玲，林家榛，陳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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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元：(林義傑(信傑)/林陳桂珍(妙進)/寂鄔/毛郁貴)。 

七一元：黃進財，鄭佳桂，陳子永，蔡秀足，(故)釋演道師父，(故)陳弘和，楊

千葳，(郭天永/郭素珍)。 

六六元：(夏菊珊/任紅瑛/許月瑛)，丁詩湖，邱慧怡。 

五０元：陳玉珠，釋妙生，李珮綺，釋寬欣，(鍾氏歷代祖先)，(鍾國豐/鍾義

豐)，釋如樂，(鍾宜蓁、鍾玉洪)，夏菊姍，陳居正，釋傳詠，(豐田大郡所有住

戶)，許靖偉，陳秀玉，(倪珮綸/倪筠評/倪微琇)，沈俐亨，釋覺愷，釋儀慧，

(林楠生/洪柏峰/洪有駒)，(林台生/林君立)，釋淸聖，周金蓮，李慈慧，黃鈺

婷，黃張彩鑾，(汪育榛/李秉宏/豐田住戶)，釋大性，釋本覺，釋永慈，釋覺

樹。 

四二元：張玉連。 

三六元：黃兆怡。 

三四元：(范義參等)，(范義林等)，(周敬平等)。 

三三元：林志明，范義參，陳義香，(昌隆木箱公司)，林宏基，林志金。 

二八元：(林陳桂珍/林義傑/寂鄔)。 

二五元：謝鳳涼，(謝練甚/謝鳳涼)，(謝鳳涼/故謝朝昌)。 

一０元：莊游寶蜜。 

五元：劉奐廷。 

二元：游輝信。 

總計：三六四四三一元 

（二）郵撥收入 

二００００元：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一五八００元：故陳黃美玉。 

一０五００元：林鳳琴。 

一００００元：許盛信，陳翁英子，黃瑞娟，圓東庵，楊彥芬。 

九０００元：(徐愼之、徐呂阿秋、孫沛琦、徐睿岑)。 

六五００元：(鄭紫玉、楊善杰等 28人)。 

六０００元：釋本悟法師，(何慶亭、何君亭、陳淑雅)。 

五０００元：賴明德，郭美麗，溫玉企，(林夢琴、林琴枝、張玉蟬、李日益、

潘愛珠、李必澊、張麗玉、李隆容、潘玉珍、林祥愼)，竹苗淨宗學會，郝瘦

石，彭澄決，往生者黃建得。 

四０００元：林政輝，三寶弟子。 

三三三三元：童雯郁。 

三０００元：施瑞珠，賴德銘，簡豊庭。 

二五００元：李秀顏，彭秀梅。 

二０００元：趙子安，陳厚淳，鄭心柔，林陳雪霞，田來生，謝文亮，林益

弘，陳棋城，黃元昶，(鄒梅媛、閻鏡安、歐泰安)。 

一九三０元： (張佳惠、藍燈耀、藍偉誠、三寶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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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０元：(張添福、曾麵、賴明玟、張家瑋、張家榕)。 

一五００元：廖文正，(林怡廷、林鼎富、何鈴玉)，謝素甄。 

一四００元：(周伸翰、周政道、周黃素環、周雅惠、周淑貞、周彥伶、周馨

文)。 

一二００元：(謝廣慈、謝廣怡、謝廣思、謝啟剛、cutie、楊月雲)。 

一０００元：(張俊助、張謝凱)，陳韋序，許美月，高源益，游智涵，李建

勳，朱彥如，崎仔頭福德正神，(黃國華、張雅琪)，吳永達，李’s，林丕俊，龔

慧家，劉乃禎，廖月瑞，鄭淇，顏瑞恩，鄭瑜，李采珈，李昊珈，張毓眞，張

敏宏，簡鳳凰，李政雄，陳素香，(江信篁、江奕志、黃如琦)，邵正德，彭澤

昇，沈靑娟，謝宜臻，(李玉慧、林賢瑩)，(吳眞才、吳弘生)，靈鳳山無極玉庭

宮爐下弟子。 

九００元：(林珠、黃東卿、黃舒筠)。 

八００元：尤英達。 

七二０元：(張麗珠、顏子威、顏培琪、顏培堯、顏培如、顏悅、趙國光)。 

七００元：謝慕凡。 

六００元：(李茂財、李林素英)，王譽穎，王葉阿芳，顏秀梅，(李昌仁、葉梅

蓉)。 

五００元：俞文煥，蔡宜庭閤家，(于振福闔家、貓 哇斗)，(迴向:吳文歷、吳

陳玉鳳,解脫自在)，陳桂鑾，林宜箴等人，林哲宇，(蕭堯.柳妙鈴.蕭娃娃小狗.

阿咪小貓及其子女.小花哈囉小哈囉嘟嘟阿金小力小狗.美美小不點.小黑.小笨鳥

十姐妹.鴿子弟(鳥)雞鴨魚等家裡養過的動物，李虹儀，林鏘賢，黃仕璟，林芸

瑾，顧愷晨，林素梅，(張瑋益、楊鈞皓)，(劉金足、陳孟萱)，陳松柏，陳臻

儀，謝明華閤家，謝林素梅，李郭桂英，張慶杉閤家，簡慶宏，閻瑞彥，陳威

福闔家，(莊品靜、莊芸珊、莊建鈞)，蔡變，陳立勛，郭玉華，釋界全，王秋

金，賴秀琴，黃姿媖，戴屏生閤家，無名氏，黃櫻桃，(呂鋐坤、黃雙四、呂紫

菱、胡翔勝)。 

四五０元：(張佳惠、藍偉誠、三寶弟子)。 

四００元：(張家榛、何宗穎、張宸語、張良世、黃秀美)，(沈子揚、沈宸驤)，

鄭美足，蘇意珍，(蔡麗密、高靖)，(龔峰生、黃富禎、龔詩云、龔詩芹)。 

三一五元：妙音。 

三００元：張瑾宜，吳依璇，陳宛君，陳玉棻，陳月英，(顏筱芬、顏芊宇、盧

依稜)，蘇忠信，(張家榛、何宗穎、張宸語)，無名氏，許朝程闔家，周麗珮，

吳依璇，陽上報恩人蕭秀琴，葉建中闔家，許惠芬，李怡霆，(楊日雄、洪秀

鸞、楊健良)，李鄒玉蘭，買誚玉閤家，(戴敬恆、戴敬庭)。 

二五０元：李明惠，黃子玲，王聖。 

二００元：謝志弘，華彤文，謝嫚蔆，連同心，黃慧玉，王建智，蔡佳伶，陳

無名氏全家福，(曾聰明、陳妍晴)，謝嫚蔆，謝嫚蔆，謝嫚蔆，謝嫚蔆，賴明

安等人，(江竹峰、江芮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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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一元：(林斯理、蕭富華)。 

一六六元：宋游月娥，楊美芬，王聖，宋文笙，鄭素金，林雅婷。 

一五０元：(陳忠厚、陳春報、陳羿秀、陳羿眞、李麗慧)，游淑鈴。 

一四三元：朱家宏，許富強。 

一四二元：張勝雄。 

一二０元：(楊、高、許、葉四氏歷代祖先暨四氏所有嬰靈累劫冤親債主)。 

一００元：吳郭蓮珠，許宏萁，蘇純慧，陳秀綠，何櫆境，范志昌，亡者黃陳

彩英，(徐深淵、徐通得、高美蘭、徐銘謙、徐維澤)，林玉柳，劉士蘭，郭明

和，劉慧玲，故鄭愛雪，賴瑞鑌。 

八五元：李名揚，蔡擲，李⻑盛。 

七一元：顏安邦。 

五０元：張秀慧，潘娥伶闔家。 

三七元：(許鈞傑與張芳綸闔家)。 

總計：二九四０八六元 

（三）信用卡收入 

六一八七元：何智胜。 

五五四四元：(William Lewis、Nathan Lewis、Tan Wen Wei)。 

五０００元：曾增成，謝悅治。 

四一五二元：( 戴小婉、William Tai、戴治中、張懷芬、戴治國、Annie 

Zhang、寂妙)。 

二五五０元：張弘迴向李氏、張氏歷代祖先。 

二０００元：(許金吉、許楊秀卿)。 

一八二０元：(李孟育閤家、李其駿)。 

一六六六元：(已故林保鈞、已故楊幸德、林彭秀玉、楊鄭月英、林彩瑜、楊凱

如)。 

一六００元：(廖國華、賴五妹、范義興、陳曉芬、廖國忠、廖雪雲、廖毓佳、

官素君、范辰瑋、范辰銘、莊正偉、廖雪琴、莊羽微、莊羽銣、莊宇承、已故

莊金梅)。 

一五００元：(林宥涓、魏名宏、林宇紳)，蔡耀裕，鄭桂蘭。 

一四二九元：榮禾實業有限公司。 

一三三三元：三寶弟子。 

一０００元：(已故雙親黃本、黃葉恰越)，(王之諍、陳玫圻)，(王允綺、王允

容、王允佳)，(李欣翰、李欣諺)，(李淑眞、李心喆、李心妍、李忻蓉、李心

彤)，(恰得美企業有限公司、李孟育閤家)，(許秀莉、古盛榮、古文威、古昀

晏、榮益晟貿易有限公司)，(黃春梅、王靖淳、王湲榕、王芊頤)，(顏銘鴻、洪

若娟夫婦)，已故范維立，王麗鵑，白錦源，吳金純，吳炯達，邱婇菁，柯裕

⺠，高春玉，張弘迴向現前怨親債主，郭淑惠，陳建中，游世雍，葉伊禾，蔡

永信，簡勤哲，藍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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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八元：迴向先妣張王淑雲。 

八三三元：張瓊文。 

七五０元：連國豪。 

六六七元：(李喜炎、陳淑貞、張桂珠、李冠德)。 

六００元：謝秀英。 

五五０元：李亞儒閤家。 

五一四元：(顏秀雲、陳鴻斌)。 

五００元：(胡智欽、胡伯銓、周碧玉)，(許獻元、陳彩雲)，(劉文正、蘇曉

芬)，(鄭秀碧、許崇郎)，(黎伯謙、黎家煌、黎冠成、洪新喬、蕭彩惠、劉麗

麗)，(簡文正、簡施敏、黃讚球、黃李桂英、簡純仁)，十方法界一切眾生，王

騏瑋，白懿禎，吉蕙君，吳淑眞，呂英輝，李秀美，李景發，周永信，林中

適，林素治，林語萱，林駿辰，邱若灝，范力尹，高福奇，張淑鈺，許春和，

郭國富，陳宣華，陳森河，陳逸⺠，無名氏，詹姿弦，廖亮宇，劉玉梅，蔡詠

媗，謝宗成，謝張玉蘭。 

四二九元：呂秀宜，潘新財。 

四二０元：姜宜君。 

四一六元：李育釜。 

四００元：(已故李慶章、已故李楊香、已故倪鵬、已故倪文華)，(楊重義、楊

陳金治、楊淑晴、楊美春)，莊玉燕。 

三八八元：(李淸瀚、曾紫綸、李妍涵、李承哲)。 

三三三元：(張連傳、巫瓊瑛)，(簡鎭將、王秀碧)，翁煥庭，曾嘉玲。 

三三０元：(陳中仁、陳若慈、張明雅)。 

三００元：(張美惠、張金來、張翁梅枝)，王怡靜，吳燈凱，呂美鳳，林志

峰，邱麗珍，許國盛。 

二八六元：(張兆麟、張何秀寬)，吳鈺朗，許哲豪，陳振宇。 

二六七元：王泰惠。 

二五０元：江雪鈴，張國彬，陳素貞，陳逢連，傅勻余，黃敬棠，劉宗福，蔣

佳俐，蔡玉英。 

二一五元：(王文宏、楊梅鳳、柯秋蓮、鮑嬅溱、王詠歆)。 

二一四元：(亡者簡曾阿甘、簡世昌、劉玲印、簡立宸、簡鈞誼)，邱世龍闔

家，陳惠珍，盧仲懋。 

二００元：(往者范振宏、往者盧金英、往者范萬成、往者范林米妹)，(詹承

諭、詹濬宇)，王仕蓉，李淑華，林丞軒，邱成家，邱張素麗，柯銘欣，柳毓

華，范治國，徐詩涵，郭品妤，陳欽鐐，陳碧霞，陳鳳涵，游建文，黃政池，

楊晉，廖宜敬，鄭容昌。 

一七一元：方順益，熊家宏。 

一六七元：(王建同、廖婕如、王湘卉、王芷姍)，林陳寶珠，張炳明，許致

中，詹德威，蕭莉芳，魏毓瑩，羅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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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六元：(陳義雄、戴光子、黃金財、黃陳碧玉)，林桂美，劉虹君，蔡馥

如。 

一六五元：(蔡仲騏、蔡季湘、李慧玲、李麗芬、李宛錞)。 

一五０元：(馬榛璘、莊秉軒、莊秉輊)，王聖瀛，吳佳陵，高源邑，高裕琇，

黃科凱，劉庭伝，鄭榮豐。 

一四三元：(吳文祥、吳御熙、吳紹熙)，（吳希克、簡淑惠、吳少夫、林羿

萱、吳筱文、王振華、吳筱君、陳仲賢、吳筱瑩、陳志賢），(林庭讚、施阿

鳳)，(張陳秀櫻、張桂松、陳榮春、張傳⻑、張建偉、張陳治、李珠、張傳

發、張建雄、陳鈺婉)，(黃水森、蘇雪英)，(楊雅薇、邵緞、楊銘賢、花莉

娜)，(鄭翔徽、鄭克明、鄭黃秋蘭)，三寶弟子，王麗琄，呂舒智，李周玉雲，

周文斐，往生者徐映基，林正忠，林倚安，金語宜，高玉璁，張惠珍，莊淑

媛，陳乙文，陳品蓁，陳鵬詠，傅子建，曾宇安，曾瑞蘭，辜善群，詹光台，

歐德利，盧弘晏，盧明辰，賴科元，鍾桃仔，簡雅嫻，譚淑德，蘇睿宏。 

一二五元：(朱明章、陳香樺)，(廖春熙、楊昕玲、廖禾銘、廖禾豪)，巫玉寧，

林雅媺，黃聿寬，黃柏靑，詹文獻，趙雪芬。 

一一四元：孫晨丰，黃碧玉 。 

一００元：(張良世、黃秀美、林美玲、葉文發、葉韋霆、葉柏佑、張瑜家、陳

秀雲、張氏祖先、葉氏祖先、已故葉順贊、暨累世累結冤親債主)，(黃玉英、

吳金蓮閤家、黃瑞坤閤家、黃鳳嬌閤家、張秀鳳閤家)，(蘇鈺涵、陳俊銘、王

冠紅、蘇文筆、趙志康)，孔薇茵，王彥之，石和平，吳奕賢，吳映萱，吳詩

雯，李玉蓮，李丞閎，周保頡，往生者 吳榮順，林世增全家，林淑芬，邱靖

粧，姚蕙如，胡庭禎，范乃元，唐月，徐赫鈴，張加薪，張伯偉，張淸金，梁

林美玉，陳佑銘，陳麗卿，黃建彬，黃韋晟，劉錡沅，蔣子平，鄭旭勝，鄭鴻

勝闔家，賴潮州，謝金龍，謝朝煌，謝寶眞，羅淑珠。 

八六元：(林桂枝、曾怡箋)，(羅財堂、鄧春蘭)，蘇姍鈴，蘇建榤。 

八三元：(林豐華、徐慧娟、徐瑞宏)，戴馨玲。 

七一元：(許碧熟、許吳員)，三寶弟子，三寶弟子，江禹嫻，李秀鳳，往生者

徐蓓蓓，林志全，張珈華、廖儀雄，郭文杰，陳韻，歐阿蔭，鄭淑文，賴玥

伶，魏禎德。 

七０元：王柏榮全家福，王振權，林啟宇，張家珊。 

六六元：往生者王永慶(台塑創辦人)，往生者江瓊珠，往生者林文忠，往生者

胡深鉛，往生者顏金木。 

六二元：阮蘭香闔家。 

五０元：尤雅玲，吳密華，邱楡芹，邱楡蓁，徐志文，張信顯，鄭淑方，謝丹

文。 

四八元：陳彥寬。 

四三元：(許智富、許沛宸、許詠涵)，王鳳招，張晴惠，陳曼靑。 

三四元：王晴。 



功德名錄 

45 

三三元：（陳輝村、陳林照、范振南、范吳靜珍、陳勝隆），往生者林張雪

娥，往生者邱淑娥，林治豐，詹曾素娥，詹德龍，劉君，劉知岳，鄭明智，鄭

冠瑜。 

二九元：(連服進、郭珉秀)，李沛錦，李帛霖，李東霖。 

二八元：林美伶，孫冠群，孫逢德，陳元的，陳來京，廖金環，劉明禮，劉知

霖，劉陳水麗，劉義尙，鄭家玗。 

二五元：張秀英，詹富美。 

二０元：黃許于。 

一四元：林欣蓓，莊富，喜多福國際事業有限公司，楊漱白。 

總計：一二三三七九元 

（一）+（二）+（三）等於：七八一八九六元 

五、社教公益 

（一）講堂收入 

一三０００元：簡文通。 

四０００元：張慧君。 

三七五０元：(吳鈞/吳鄭註仔/胡仕能/陳自英)。 

三０００元：凃謙正。 

二七００元：印弘精舍邱兄姐等人。 

一二五０元：謝深海。 

一０三七元：(范成樑闔家)。 

一０００元：楊譓澤，吳錦珍，楊建宏，三寶弟子，黃翎。 

八三四元：(鍾年禹/沈明珠/鍾興登/鍾宜庭/陳可芸)。 

七一四元：詹錦華。 

五００元：蔡文雄，葉百林，DE TU TAM BAO，吳葉秀霞，(DE TU TAM 

BAO)，吳子鎭。 

四二八元：三寶弟子。 

三六０元：楊麗卿，楊金地，楊麗雲，楊陳秋月。 

三三四元：陳昱仰，(沈麗萍/傅品蓉/傅登澧)，釋自行。 

三三三元：張維明。 

三００元：葉百虔，黃兆怡，王諒成。 

二五０元：呂幸華，謝天恩，李世傑，(林楠生閤家)。 

二一四元：(黃智偉/黃珮瑩/黃宇樂/黃點點)。 

二００元：(江玉對闔家)，(林萱/林逸梅/孫珮蓉)，羅炳煌，黃淸文。 

一六八元：蘇黃玉鶴，蘇正⺠，林婌玲，(林楠生閤家/林萱/孫珮蓉)，林緞，

(鍾萬康/鍾劉季菊)，王金英，(陳正雄/陳郭嫦娥/黃皖隆/陳義娟/黃思穎)，楊浩

誌，楊芸萍，蘇金子。 

一五０元：(洪有駒、洪柏峯)，曾勝倫。 

一四三元：馬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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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二元：(黃智勇、黃俐穎)，王亮潔，三寶弟子，三寶弟子，三寶弟子，林

育正，蔡方月華，黃梁秀蓮，黃進發。 

一三四元：(洪琳雅/謝宛娟/謝乾寶/謝乾文)。 

一００元：張建斌，李佳峯，林碧蓮，(林陳桂珍/洪陳玉鶯/寂鄔/林義傑)，李

秀花，謝文在，(故)釋如開，陳柏翰，三寶弟子，(林義傑(信傑)/林陳桂珍(妙

進)/寂鄔/洪耀淇)，呂林秀慧，湯貴慈，(洪柏峰、洪有駒)，林楠生 Nan Sheng 

Lin，(冥福)林暘珊，朱秀子，張建斌，三寶弟子，高晨華，(吳榮濤/許嘉玲)，

(洪柏峯/洪有駒/林君立)，陳昇紋，黃孟理，陳奕潤，謝美慧，謝朝隆，謝朝

和，黃美惠，陳淑鳳，陳奕璁，稽鳳聲，湯貴慈，謝朝陽，蘇玉雲，蘇邱杏

元，梵眞，馬秀生，歐金花。 

七一元：鄭佳桂，陳子永，黃進財，(郭天永/郭素珍)，(故)陳弘和，(故)釋演道

師父，楊千葳，蔡秀足。 

六八元：(夏菊珊/任紅瑛/許月瑛)，丁詩湖，邱慧怡。 

五０元：(林楠生/洪柏峰/洪有駒)，(林台生/林君立)，陳玉珠，陳居正。 

四二元：張玉連。 

三四元：林宏基，林志金，林志明，陳義香，(昌隆木箱公司)，范義參。 

二八元：(林陳桂珍/林義傑/寂鄔)。 

五元：劉奐廷。 

二元：游輝信。 

總計：五三一五八元 

（二）郵撥收入 

二００００元：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一００００元：張捷，劉佑星。 

六０００元：吳林茂，(何慶亭、何君亭、陳淑雅)。 

四０００元：林政輝。 

三三三四元：童雯郁。 

三０００元：陳慧玲。 

二０００元：詹宏瑤，賴華玲。 

一四００元：廖世南。 

一二００元：彭張蘭香。 

一０００元：洪嘉良，葉震景，陳宏豪，沈靑娟，張宸銘，陳書敏，趙子安。 

五００元：戴屏生閤家，許郭玉嬌，林宜箴等人，簡鳳凰，曾石城，賴秀琴，

鍾成名，楊安騏，(李振成、游淑媛、李挺宇、李宗禧、李謝蘭秀)。 

三００元：(廖明文、鄭盈慧)，妙音，陳玉棻，(張家榛、何宗穎、張宸語、張

良世、黃秀美)，無名氏。 

二００元：蔡佳伶，王建智，賴明安等人。 

一七一元：(林斯理、蕭富華)。 

一六八元：鄭素金，王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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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六元：宋游月娥，宋文笙。 

一五０元：游淑鈴。 

一四三元：朱家宏，許富強。 

一四二元：張勝雄。 

一二０元：(楊、高、許、葉四氏歷代祖先暨四氏所有嬰靈累劫冤親債主)。 

一００元：陳宛君，故許永富。 

八五元：蔡擲，李⻑盛，李名揚。 

七一元：顏安邦。 

五０元：潘娥伶闔家，藍奕欣。 

三七元：(許鈞傑與張芳綸闔家)。 

總計：八四七三四元 

（三）信用卡收入 

六一八七元：何智胜。 

二五五０元：張弘迴向李氏、張氏歷代祖先。 

二０００元：故浙江天台葉國忠。 

一四二八元：榮禾實業有限公司。 

一０００元：(恰得美企業有限公司、李孟育閤家)，三寶弟子，廖冠彰。 

八三三元：張瓊文。 

六六六元：(李喜炎、陳淑貞、張桂珠、李冠德)。 

六六０元：段人傑。 

五五０元：李亞儒閤家，李佩儒閤家。 

五一四元：(顏秀雲、陳鴻斌)。 

五００元：（司徒藝晨、洪丞又、饒柔順），(賴陳美好、許芳瑄、賴芷迎、賴

瑞銓、賴嘉猷、賴嘉聲)，白懿禎，吉蕙君，呂汶錚，呂英輝，李武雄，張群

勝，莫家發，郭國富，謝張玉蘭。 

四二八元：呂秀宜，潘新財。 

四二０元：姜宜君。 

四００元：(楊重義、楊陳金治、楊淑晴、楊美春)，莊玉燕，廖家瑋。 

三００元：(何吳滿美、顏琨晉、顏伶霓)，呂美鳳。 

二八五元：(張兆麟、張何秀寬)，吳鈺朗，許哲豪，陳振宇。 

二五０元：(李淑眞、李心喆、李心妍、李忻蓉、李心彤)，亡者許瑾瑜，陳逢

連。 

二一五元：(王文宏、楊梅鳳、柯秋蓮、鮑嬅溱、王詠歆)。 

二一四元：(亡者簡曾阿甘、簡世昌、劉玲印、簡立宸、簡鈞誼)，邱世龍闔

家，陳惠珍，盧仲懋。 

二００元：王仕蓉，周子翔，林丞軒，柯銘欣，徐詩涵，陳欽鐐，楊智偉。 

一七一元：方順益，熊家宏。 

一六七元：郭淑貞，詹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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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六元：張炳明，蕭莉芳。 

一四三元：(吳文祥、吳御熙、吳紹熙)，（吳希克、簡淑惠、吳少夫、林羿

萱、吳筱文、王振華、吳筱君、陳仲賢、吳筱瑩、陳志賢），(林庭讚、施阿

鳳)，(張陳秀櫻、張桂松、陳榮春、張傳⻑、張建偉、張陳治、李珠、張傳

發、張建雄、陳鈺婉)，(黃水森、蘇雪英)，(楊雅薇、邵緞、楊銘賢、花莉

娜)，(鄭翔徽、鄭克明、鄭黃秋蘭)，三寶弟子，王麗琄，李周玉雲，周文斐，

往生者徐映基，林正忠，林倚安，金語宜，高玉璁，張惠珍，莊淑媛，陳乙

文，陳品蓁，陳鵬詠，曾宇安，曾瑞蘭，辜善群，詹光台，歐德利，盧弘晏，

盧明辰，賴科元，鍾桃仔，簡雅嫻，譚淑德，蘇睿宏。 

一四二元：呂舒智，傅子建。 

一二五元：(廖春熙、楊昕玲、廖禾銘、廖禾豪)，巫玉寧，林雅媺，黃聿寬，

黃柏靑，詹文獻，趙雪芬。 

一一四元：孫晨丰，黃碧玉 。 

一００元：(蘇鈺涵、陳俊銘、王冠紅、蘇文筆、趙志康)，李玉蓮，李丞閎，

徐赫鈴，張加薪，劉錡沅，鄭旭勝，賴潮州，謝金龍，謝朝煌，謝寶眞。 

八六元：(林桂枝、曾怡箋)，(羅財堂、鄧春蘭)。 

八五元：蘇姍鈴，蘇建榤。 

八三元：(林豐華、徐慧娟、徐瑞宏)。 

七一元：(許碧熟、許吳員)，三寶弟子，三寶弟子，江禹嫻，李秀鳳，往生者

徐蓓蓓，林志全，張珈華、廖儀雄，郭文杰，陳韻，歐阿蔭，鄭淑文，賴玥

伶，魏禎德。 

七０元：王柏榮全家福，林啟宇，張家珊。 

五０元：尤雅玲，吳密華，徐志文，張信顯，謝丹文。 

四七元：陳彥寬。 

四三元：(許智富、許沛宸、許詠涵)，王鳳招，張晴惠，陳曼靑。 

二九元：李沛錦，李帛霖，李東霖。 

二八元：(連服進、郭珉秀)，林美伶，孫冠群，孫逢德，陳元的，陳來京，廖

金環，劉明禮，劉知霖，劉陳水麗，劉義尙，鄭家玗。 

二五元：詹富美。 

二０元：黃許于。 

一四元：林欣蓓，莊富，喜多福國際事業有限公司，楊漱白。 

總計：四二七一一元 

（一）+（二）+（三）等於：一八０六０三元 

六、指定專款 

（一）敬師金講堂收入 

三００００元：(故)盧王貴枝。 

一五０００元：陳鴻斌。 

一三二二八元：簡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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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００００元：王珍，中華明恆公益慈善協會。 

七０００元：張惠萍，陳美月。 

六六六八元：無名氏，(童家慶/陳淑媛)。 

五０００元：羅榮乾，(故陳添旺/故陳薛秀琴)，袁友莊，廖幸。 

四０００元：張慶進。 

二五００元：張北葉，唐平翰等人。 

二０００元：祝敏馨，陳林�治。 

一六六八元：曹碧瑤，黃文宜。 

一五００元：陳林�治，陳林�治，謝旻叡，陳林�治，陳林�治，黃雲英。 

一二００元：黃依君，許博雄。 

一０００元：管韓英，彭德光，黃如珮，陳林�治，黃紹東，彭德光，陳林�

治，羅桂英，陳林�治，周麗俐，朱鴻俊，蔡雪卿，周建亨，(陳彥憲/陳美

錦)，黃子芳，林素玉，彭德光，三寶弟子，陳炎星，鍾啟堯，陳鳳凰，陳林�

治。 

九００元：張玉里。 

八００元：林彩瑜。 

七五０元：(溫文和、溫黃麗珠、溫文卿、溫玉蓮)。 

七一四元：詹錦華。 

五００元：許瑞娟，DE TU TAM BAO，朱葉菊英，張國基，劉錦賢，(黃月/李

家宏)，張進益閤家，林朝照，盧鳳嬌，陳健修，簡彩燕，三寶弟子，林嘉容，

游梓勝，鐘寶珠，(張邦彥/鄭佩鈺)，黃天平，吳子鎭，周威宏，周益群，謝玉

嬌，台北市內湖區⻄湖國中 801全班同學，曾煌鈞，楊沄竺，楊馥華，(曾燦

輝、曾宣霖、曾王換)，無名氏，李永慶，盧蘭琴，李永洲，吳決賢，李英豪，

邱穗眞，吳葉秀霞，王月嬌，(陳淑芬/張萬田)，邱淑貞，張紹娟。 

四二八元：三寶弟子。 

三七五元：詹毓英。 

三三四元：張維明。 

三００元：張旭暉，(林上紘/林旺添/楊翠花/楊子嫻/林元凱/龔千慧)，(游謹佩、

賴妙珍、賴祝如)。 

二五０元：左鳳庭，楊彩瓊，張家瑋，張若庭，翁瑞鴻，陳玉琴，許建基，謝

天恩，陳大同，陳世宗，張秀元，陳明達，陳思叡，曹明珍，李彥佐，李彥

佑。 

二一四元：(黃智偉/黃珮瑩/黃宇樂/黃點點)。 

二００元：盧宜沺，張紹眞，蘇琦玲，蘇玉雲，(冥福)林暘珊，顏湘語，(郭天

永/郭素珍)，高志達，蘇純慧，簡淑玲。 

一五０元：(林君立/林萱/孫珮蓉/洪有駒)，(林楠生/洪柏峯)。 

一四三元：馬琰如。 

一四二元：三寶弟子，(黃智勇、黃俐穎)，黃梁秀蓮，林育正，三寶弟子，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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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月華，黃進發，三寶弟子，王亮潔。 

一二五元：俞欣葶，張麗卿。 

一００元：(洪柏峰、洪有駒)，林楠生 Nan Sheng Lin，三寶弟子，(林義傑(信

傑)/林陳桂珍(妙進)/寂鄔/洪耀淇)，(江玉對闔家)，張建斌，陳柏翰，楊麗卿，

湯貴慈，楊麗雲，楊金地，楊陳秋月，(故)釋如開，黃美惠，稽鳳聲，梵眞，

謝朝和，陳淑鳳，潘藴芳，謝朝隆，張建斌，謝美慧，謝朝陽，謝文在，楊麗

蓁，李秀花，蘇邱杏元，湯貴慈。 

七一元：楊千葳，(故)陳弘和，(故)釋演道師父，黃進財，蔡秀足，鄭佳桂，陳

子永，(郭天永/郭素珍)。 

五０元：周金蓮，葉熠篂，(林台生/林君立)，(林楠生/洪柏峰/洪有駒)，張禕

芳，張進利。 

四二元：張玉連。 

四０元：(倪珮綸/倪筠評/倪微琇)。 

二八元：(林陳桂珍/林義傑/寂鄔)。 

一六元：林瑋眞。 

總計：二一一四八０元 

（二）敬師金郵撥收入 

二五０００元：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一００００元：趙潔英，黃瑞娟，林世芳，林政輝，許盛信。 

五０００元：陶嘉勝。 

三０００元：(張俊助、張謝凱)，(李健靈、徐振原)，李芥允，謝旻叡。 

二五００元：(陳君宇、謝雅婷、陳妍伶、陳鵬旭、蘇寶雪、陳文旦、游秋女、

陳智宇)。 

二０００元：朱月娥，(何慶亭、何君亭、陳淑雅)，梁程皓，賴華玲。 

一八００元：(江永祥、吳玉珍、江明峰、江明松、江明賢、張仕雅、謝佑欣、

江品霏、江品霓）。 

一０００元：賴滿，陳淑華，許美月，陳宏豪，陳素香，(邱秀蘭、楊淑玲、楊

錫勳、林慕雲)，方聖熏，朱建霖，楊有慈，林敬傑，沈靑娟。 

八００元：尤綿綿。 

六００元：(陳秀蘭、邱建誠、邱姿鳳、邱俊誠、法界眾生)，李陳富枝。 

五００元：盂曾賢，孫榮圻，羅韵婷，許郭玉嬌，賴秀琴，葉秀娥，黃姿榮，

張仁欣，張顯崇，楊安騏，董秋蘭，(李振成、游淑媛、李挺宇、李宗禧、李謝

蘭秀)。 

四００元：(林秀麗、陳聰樑、陳宥任、陳宥惠)，(林秀麗、陳聰樑、陳宥任、

陳宥惠)。 

三八０元：張添明闔家。 

三三三元：蔡欣怡。 

三００元：林彥紳，陳美秀，林庭羽，陳宛君，施昭男，施李淸蓮，施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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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安。 

二００元：賴明安等人，潘美杏，施妙燁，葉心怡，陳禾庭，黃慧玉。 

一七一元：(林斯理、蕭富華)。 

一六八元：林雅婷。 

一六六元：宋游月娥，宋文笙。 

一五０元：張琹。 

一四三元：許富強，朱家宏。 

一四二元：張勝雄。 

一００元：(徐深淵、徐通得、高美蘭、徐銘謙、徐維澤)，簡志銘，王游桃

妹，黃貞蘭，陳耀坤，許坤，王建智，蔡佳伶。 

八五元：李名揚，李⻑盛，蔡擲。 

七一元：顏安邦。 

五０元：謝嫚蔆，潘娥伶闔家。 

三七元：(許鈞傑與張芳綸闔家)。 

總計：一三０九二五元 

（三）信用卡收入 

六一八七元：何智胜。 

二五００元：葉柏聯，熊家男。 

二０００元：故浙江天台葉國忠。 

一四二八元：榮禾實業有限公司。 

一０００元：(已故雙親黃本、黃葉恰越)，(呂宜芳、溫崇宇、溫崇廣)，(孫同

元、張惠娳、孫一正、孫唯仁)，(黃春梅、王靖淳、王湲榕、王芊頤)，丘純，

吳金純，吳炯達，柯裕⺠，陳炎星，黃佩聰，楊東文，盧李純純，羅羣棟。 

八三三元：張瓊文。 

七五０元：段亭瑜，莊智顯。 

七二０元：鍾博任。 

六六六元：陳逸霖。 

五一四元：(顏秀雲、陳鴻斌)。 

五００元：(項懿凡、薛貽恩、薛郁儒)，(鄭秀碧、許崇郎)，(簡文正、簡施

敏、黃讚球、黃李桂英、簡純仁)，CHEN LI HUA，王亞芳，王騏瑋，呂玉

葉，呂家蓁，李誠三，往生者劉樹芬，林子超，林春美，林美玲，林禮旺，林

寶玉，邱若灝，胡陳玉蘭，張淑鈺，張群勝，郭致呈，郭國富，陳秀美，陳琪

菘，無名氏，黃以⺠，黃弘騰，黃淑英，黃雅惠，詹姿弦，歐金賢，蔡榮發，

謝張玉蘭。 

四五０元：姜宜君。 

四二九元：呂秀宜，潘新財。 

四００元：(楊重義、楊陳金治、楊淑晴、楊美春)，莊玉燕，馮貞慈，廖家

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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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五元：(陳中仁、陳若慈、張明雅)，李會申。 

三三四元：賴麗文。 

三三三元：李代利，曾嘉玲，劉美秀。 

三二０元：張彩瑩。 

三００元：(林興隆、劉彩秀)，王晉碩，呂美鳳，李佩穎，洪桂葉，黃璿樺，

蔡秀閤家，鍾秀菊。 

二八六元：(張兆麟、張何秀寬)，吳鈺朗，許哲豪，陳振宇。 

二六六元：王泰惠。 

二五０元：先⺟ 李陳霞，吳素桃，卓莉芸，唐健庭，馬懷之，郭品妡，傅勻

余，黃敬棠，劉宗福，劉梅芳，賴彥宏。 

二一五元：(亡者簡曾阿甘、簡世昌、劉玲印、簡立宸、簡鈞誼)，(王文宏、楊

梅鳳、柯秋蓮、鮑嬅溱、王詠歆)。 

二一四元：邱世龍闔家，陳惠珍，盧仲懋。 

二００元：(林益淵、林劉秀蘭)，(黃玉英、吳金蓮閤家、黃瑞坤閤家、黃鳳嬌

閤家、張秀鳳閤家)，(藍黃金闔家、林玲雪(殁))，丁仁風，王仕蓉，吳思瑩，

吳曼莉，李淑華，林丞軒，邱成家，邱昱嘉，邱昱維，邱張素麗，邱薇凝，柯

銘欣，徐詩涵，陳詠傑，陳碧霞，游楚竣，游儒培，黃政池，楊晉，楊智偉，

廖宜敬，羅淑珠，蘇建蒼。 

一七二元：方順益，熊家宏。 

一六七元：(陳義雄、戴光子、黃金財、黃陳碧玉)，李虹慧，林玉倫，林均

澤，林政雄，林桂美，林陳九芎，林翔鈞，張炳明，許致中，郭淑貞，游純

敏，劉虹君，蔡馥如。 

一六六元：(王建同、廖婕如、王湘卉、王芷姍)，魏毓瑩。 

一五０元：(馬榛璘、莊秉軒、莊秉輊)，王聖瀛，張凱婷，楊麗惠，劉庭伝，

謝翰林。 

一四三元：(吳文祥、吳御熙、吳紹熙)，（吳希克、簡淑惠、吳少夫、林羿

萱、吳筱文、王振華、吳筱君、陳仲賢、吳筱瑩、陳志賢），(林庭讚、施阿

鳳)，(張陳秀櫻、張桂松、陳榮春、張傳⻑、張建偉、張陳治、李珠、張傳

發、張建雄、陳鈺婉)，(黃水森、蘇雪英)，(楊雅薇、邵緞、楊銘賢、花莉

娜)，(鄭翔徽、鄭克明、鄭黃秋蘭)，三寶弟子，王麗琄，呂舒智，李周玉雲，

周文斐，往生者徐映基，林正忠，林倚安，金語宜，高玉璁，張惠珍，莊淑

媛，陳乙文，陳品蓁，陳鵬詠，傅子建，曾宇安，曾瑞蘭，辜善群，詹光台，

歐德利，盧弘晏，盧明辰，賴科元，鍾桃仔，簡雅嫻，譚淑德，蘇睿宏。 

一二五元：(朱明章、陳香樺)，趙雪芬。 

一一五元：孫晨丰。 

一一四元：黃碧玉 。 

一００元：(張良世、黃秀美、林美玲、葉文發、葉韋霆、葉柏佑、張瑜家、陳

秀雲、張氏祖先、葉氏祖先、已故葉順贊、暨累世累結冤親債主)，(廖森盛、



功德名錄 

53 

廖月惠)，(蘇鈺涵、陳俊銘、王冠紅、蘇文筆、趙志康)，江嘉禾，李玉蓮，李

丞閎，林淑芬，邱靖粧，胡庭禎，徐赫鈴，張加薪，張淸金，許讚訓，黃志

堅，黃建彬，黃健家，劉錡沅，蔣子平，鄭旭勝，賴潮州，謝金龍，謝朝煌，

謝寶眞，羅玉瑩。 

八六元：(林桂枝、曾怡箋)，(羅財堂、鄧春蘭)，蘇姍鈴，蘇建榤。 

八四元：(林豐華、徐慧娟、徐瑞宏)。 

七五元：王柏榮全家福，林啟宇，洪昌吉，洪笙閎，張家珊。 

七二元：(許碧熟、許吳員)，三寶弟子，李秀鳳，往生者徐蓓蓓，張珈華、廖

儀雄，陳韻，賴玥伶。 

七一元：三寶弟子，江禹嫻，林志全，郭文杰，歐阿蔭，鄭淑文，魏禎德。 

七０元：王振權。 

六六元：姜子明，姜承佑，姜承妤，鄭智元。 

五０元：尤雅玲，吳密華，吳淑慧，張信顯，葉家妤，鄭淑方，謝丹文。 

四七元：陳彥寬。 

四三元：(許智富、許沛宸、許詠涵)，王鳳招，張晴惠，陳曼靑。 

三六元：陳三惠。 

三四元：（陳輝村、陳林照、范振南、范吳靜珍、陳勝隆），詹曾素娥，詹德

龍，鄭明智，鄭冠瑜。 

三三元：林治豐，劉君，劉知岳，謝黃秀梅。 

二九元：(連服進、郭珉秀)，李沛錦，李帛霖，李東霖，林美伶，陳元的，陳

來京，劉明禮，劉知霖，劉陳水麗，劉義尙。 

二八元：孫冠群，孫逢德，廖金環，鄭家玗。 

二五元：張秀英，詹富美。 

二０元：黃許于。 

一五元：林欣蓓，楊漱白。 

一四元：莊富，喜多福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總計：八一三一三元 

（四）華藏教學園區講堂收入 

五００００元：蔡嘉祐。 

一五０００元：陳鴻斌。 

六０００元：三寶弟子。 

五０００元：袁友莊，劉淑玲。 

四０００元：張慶進。 

三七五０元：(吳鈞/吳鄭註仔/胡仕能/陳自英)。 

三０００元：陳林�治，陳林�治。 

二０００元：朱浩華，張惠菁，張玉送，曾淸嫻。 

一二五０元：謝深海。 

一二三一元：(110年 12月份個人免負擔勞保費)。 



功德名錄 

54 

一二一四元：(110年 12月份個人免負擔健保費)。 

一０００元：鍾月惠，蔡汶原，陳林�治，(劉鳴山/朱貴珍)，鍾月惠，三寶弟

子，(林麗華/劉漢武/劉漢儒)。 

七四四元：吳尙諭。 

七一六元：詹錦華。 

五００元：盧鳳嬌，鄭旨妤，三寶弟子，張維明，張紹娟，王心利，余月蓉，

陳炎星，鄭又寧，吳尙諭，吳葉秀霞，吳子鎭，曾煌鈞，李永慶。 

四三二元：三寶弟子。 

四００元：曾宣慈。 

三七五元：詹毓英。 

三三四元：(娑婆國土有官司苦之眾生)。 

三００元：莊軒晉，張旭暉，林憲締。 

二五０元：戴美容，楊彩瓊，尙勤蘭。 

二一六元：(黃智偉/黃珮瑩/黃宇樂/黃點點)。 

二００元：林碧蓮，蘇玉雲，湯貴慈，(冥福)林暘珊，羅炳煌，湯貴慈，蘇邱

杏元，張紹眞，楊庚錡。 

一六八元：羅焱旭。 

一四八元：三寶弟子，林育正，三寶弟子，(黃智勇、黃俐穎)，黃進發，黃梁

秀蓮，蔡方月華，三寶弟子，王亮潔。 

一四二元：馬琰如。 

一００元：三寶弟子，林甫，林孜，楊金地，張建斌，謝朝和，謝美慧，謝朝

陽，張建斌，陳柏翰，(故)釋如開，楊麗雲，楊麗卿，楊陳秋月，黃美惠，陳

淑鳳，稽鳳聲，潘藴芳，佛弟子，蘇月卿，陳建霖，謝朝隆。 

七四元：楊千葳，鄭佳桂，蔡秀足，陳子永，黃進財，(故)釋演道師父，(郭天

永/郭素珍)，(故)陳弘和。 

六二元：三寶弟子。 

五０元：葉熠篂。 

四八元：張玉連。 

三二元：(林陳桂珍/林義傑/寂鄔)。 

總計：一三一七三八元 

（五）華藏教學園區郵撥收入 

二五０００元：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一００００元：朱原良。 

七０００元：張展發。 

五０００元：羅正宜，夏平，吳麗蕉，十方善士，陶嘉勝，吳朝勤。 

二０００元：李啟銘，(李建興、李衍勳)。 

一五００元：(蘇琮植、蘇靖涵、蘇子淵)。 

一０００元：(羅培元、王佳筠)，(張俊助、張謝凱)，譚庭雲，陳宏豪，楊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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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陳鈴淨、陳姵汕)，沈靑娟。 

五００元：林膺峻，許郭玉嬌，李懿秦，李建德，無名氏，吳台三，賴秀琴，

鄭英慈，(蘇章、蘇林全)，(迴向:吳文歷、吳陳玉鳳,解脫自在)。 

三八０元：張添明闔家。 

三三四元：蔡欣怡。 

三００元：曾湘媛，周德安。 

二００元：黃延辰，黃慧玉，賴明安等人，葉心怡。 

一七四元：(林斯理、蕭富華)。 

一四八元：張勝雄。 

一四二元：許富強，朱家宏。 

一００元：(徐深淵、徐通得、高美蘭、徐銘謙、徐維澤)，王游桃妹，陳宛

君，劉士蘭。 

九０元：李名揚，蔡擲，李⻑盛。 

七一元：顏安邦。 

五０元：潘娥伶闔家。 

三七元：(許鈞傑與張芳綸闔家)。 

總計：九三０四八元 

（六）華藏教學園區信用卡收入 

六一八七元：何智胜。 

二五００元：葉柏聯，熊家男。 

二０００元：故浙江天台葉國忠。 

一四二八元：榮禾實業有限公司。 

一０００元：(已故雙親黃本、黃葉恰越)，(呂宜芳、溫崇宇、溫崇廣)，(孫同

元、張惠娳、孫一正、孫唯仁)，(黃春梅、王靖淳、王湲榕、王芊頤)，丘純，

吳金純，吳炯達，柯裕⺠，陳炎星，黃佩聰，楊東文，盧李純純，羅羣棟。 

八三三元：張瓊文。 

七五０元：段亭瑜，莊智顯。 

七二０元：鍾博任。 

六六六元：陳逸霖。 

五一四元：(顏秀雲、陳鴻斌)。 

五００元：(項懿凡、薛貽恩、薛郁儒)，(鄭秀碧、許崇郎)，(簡文正、簡施

敏、黃讚球、黃李桂英、簡純仁)，CHEN LI HUA，王亞芳，王騏瑋，呂玉

葉，呂家蓁，李誠三，往生者劉樹芬，林子超，林春美，林美玲，林禮旺，林

寶玉，邱若灝，胡陳玉蘭，張淑鈺，張群勝，郭致呈，郭國富，陳秀美，陳琪

菘，無名氏，黃以⺠，黃弘騰，黃淑英，黃雅惠，詹姿弦，歐金賢，蔡榮發，

謝張玉蘭。 

四五０元：姜宜君。 

四二九元：呂秀宜，潘新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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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００元：(楊重義、楊陳金治、楊淑晴、楊美春)，莊玉燕，馮貞慈，廖家

瑋。 

三三五元：(陳中仁、陳若慈、張明雅)，李會申。 

三三四元：賴麗文。 

三三三元：李代利，曾嘉玲，劉美秀。 

三二０元：張彩瑩。 

三００元：(林興隆、劉彩秀)，王晉碩，呂美鳳，李佩穎，洪桂葉，黃璿樺，

蔡秀閤家，鍾秀菊。 

二八六元：(張兆麟、張何秀寬)，吳鈺朗，許哲豪，陳振宇。 

二六六元：王泰惠。 

二五０元：先⺟ 李陳霞，吳素桃，卓莉芸，唐健庭，馬懷之，郭品妡，傅勻

余，黃敬棠，劉宗福，劉梅芳，賴彥宏。 

二一五元：(亡者簡曾阿甘、簡世昌、劉玲印、簡立宸、簡鈞誼)，(王文宏、楊

梅鳳、柯秋蓮、鮑嬅溱、王詠歆)。 

二一四元：邱世龍闔家，陳惠珍，盧仲懋。 

二００元：(林益淵、林劉秀蘭)，(黃玉英、吳金蓮閤家、黃瑞坤閤家、黃鳳嬌

閤家、張秀鳳閤家)，(藍黃金闔家、林玲雪(殁))，丁仁風，王仕蓉，吳思瑩，

吳曼莉，李淑華，林丞軒，邱成家，邱昱嘉，邱昱維，邱張素麗，邱薇凝，柯

銘欣，徐詩涵，陳詠傑，陳碧霞，游楚竣，游儒培，黃政池，楊晉，楊智偉，

廖宜敬，羅淑珠，蘇建蒼。 

一七二元：方順益，熊家宏。 

一六七元：(陳義雄、戴光子、黃金財、黃陳碧玉)，李虹慧，林玉倫，林均

澤，林政雄，林桂美，林陳九芎，林翔鈞，張炳明，許致中，郭淑貞，游純

敏，劉虹君，蔡馥如。 

一六六元：(王建同、廖婕如、王湘卉、王芷姍)，魏毓瑩。 

一五０元：(馬榛璘、莊秉軒、莊秉輊)，王聖瀛，張凱婷，楊麗惠，劉庭伝，

謝翰林。 

一四三元：(吳文祥、吳御熙、吳紹熙)，（吳希克、簡淑惠、吳少夫、林羿

萱、吳筱文、王振華、吳筱君、陳仲賢、吳筱瑩、陳志賢），(林庭讚、施阿

鳳)，(張陳秀櫻、張桂松、陳榮春、張傳⻑、張建偉、張陳治、李珠、張傳

發、張建雄、陳鈺婉)，(黃水森、蘇雪英)，(楊雅薇、邵緞、楊銘賢、花莉

娜)，(鄭翔徽、鄭克明、鄭黃秋蘭)，三寶弟子，王麗琄，呂舒智，李周玉雲，

周文斐，往生者徐映基，林正忠，林倚安，金語宜，高玉璁，張惠珍，莊淑

媛，陳乙文，陳品蓁，陳鵬詠，傅子建，曾宇安，曾瑞蘭，辜善群，詹光台，

歐德利，盧弘晏，盧明辰，賴科元，鍾桃仔，簡雅嫻，譚淑德，蘇睿宏。 

一二五元：(朱明章、陳香樺)，趙雪芬。 

一一五元：孫晨丰。 

一一四元：黃碧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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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００元：(張良世、黃秀美、林美玲、葉文發、葉韋霆、葉柏佑、張瑜家、陳

秀雲、張氏祖先、葉氏祖先、已故葉順贊、暨累世累結冤親債主)，(廖森盛、

廖月惠)，(蘇鈺涵、陳俊銘、王冠紅、蘇文筆、趙志康)，江嘉禾，李玉蓮，李

丞閎，林淑芬，邱靖粧，胡庭禎，徐赫鈴，張加薪，張淸金，許讚訓，黃志

堅，黃建彬，黃健家，劉錡沅，蔣子平，鄭旭勝，賴潮州，謝金龍，謝朝煌，

謝寶眞，羅玉瑩。 

八六元：(林桂枝、曾怡箋)，(羅財堂、鄧春蘭)，蘇姍鈴，蘇建榤。 

八四元：(林豐華、徐慧娟、徐瑞宏)。 

七五元：王柏榮全家福，林啟宇，洪昌吉，洪笙閎，張家珊。 

七二元：(許碧熟、許吳員)，三寶弟子，李秀鳳，往生者徐蓓蓓，張珈華、廖

儀雄，陳韻，賴玥伶。 

七一元：三寶弟子，江禹嫻，林志全，郭文杰，歐阿蔭，鄭淑文，魏禎德。 

七０元：王振權。 

六六元：姜子明，姜承佑，姜承妤，鄭智元。 

五０元：尤雅玲，吳密華，吳淑慧，張信顯，葉家妤，鄭淑方，謝丹文。 

四七元：陳彥寬。 

四三元：(許智富、許沛宸、許詠涵)，王鳳招，張晴惠，陳曼靑。 

三六元：陳三惠。 

三四元：（陳輝村、陳林照、范振南、范吳靜珍、陳勝隆），詹曾素娥，詹德

龍，鄭明智，鄭冠瑜。 

三三元：林治豐，劉君，劉知岳，謝黃秀梅。 

二九元：(連服進、郭珉秀)，李沛錦，李帛霖，李東霖，林美伶，陳元的，陳

來京，劉明禮，劉知霖，劉陳水麗，劉義尙。 

二八元：孫冠群，孫逢德，廖金環，鄭家玗。 

二五元：張秀英，詹富美。 

二０元：黃許于。 

一五元：林欣蓓，楊漱白。 

一四元：莊富，喜多福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總計：八一三一三元 

（一）+（二）+（三）+（四）+（五）+（六）等於：六八四七四三元 

 

七、物資捐贈 

※ 建物一筆：台北市杭州南路 1段 55號 8樓之 1(持分 1/3)： 釋淨空老法師。 

※土地三筆：台北市中正區臨沂段貳小段地號：

0389-0000,0390-0003,0390-0010(持分各 1/60)：釋淨空老法師。 

※⻑袖有機棉 POLO衫制服 800件：釋密寶法師。 

※⻄方三聖像(玻璃纖維塑像)一組三尊：康淨玲居士。 

※玻璃瓶裝甘露水 252瓶：福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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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米四○公斤：林明達居士。 

※蔬菜約一七○台斤：蔡有在居士。 

※地藏菩薩聖像(塑像)一六八尊：楊陸珉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