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佛山慈善基金會

6月慈善徵信錄
1500:谷桂樑、陳建宏、陳家福
1300:許麗美
1200:釋若迅
1000:林宗明、林淑芬、張清華
莊麗煌、陳忠諒、陳美燕
600:吳美雪、孫長富、曾足霞
黃美惠、楊素珍、趙桂花
劉茂源、盧天龍、謝東敏
簡麗玲
500:于玉金、田月英、吳麗娟
呂豐姿、李金枝、李淑容
林秋香、邱炫富、邱炫慧
徐嘉梅、高藝仁、崔金珍
陳耳光、陳義得、黃春梅
精御科技(股)公司、龍香妹
蘇柏元、蘇楷婷、蘇仲鵬
400:陳宜孜、葉炳宏、潘怡汝
300:何麗卿、吳秋蘭、李文宜
周宗翰、周宗諺、林秀珠
林昭治、林苑斐、林淑靜
林朝彬、邱玲玲、施蕙芬
徐嘉琳、張淑容、張皓淳
梁祥信、莊淯竹、陳奕宇
陳奕蒼、陳彥佑、黃玉鳳
黃智郁、楊承達、楊博淵
楊逸婷、劉士豪、劉世明
劉宥成、劉紋吟、劉豐毅
鄭文雄、鄭官玉英、鄭秉豪
鄭郁靜、鄭淑鈴、鄭雅倩
謝林素靜、謝美珠、謝英勳
謝葉瑞美、鍾汶浚、蘇綉敏
250:洪長鶴
200:王丁傳、王怡婷、王明玉
王姿鈞、王姿雅、王柏翔
王素練、王瑞根、何笠瑚
吳玉葉、吳志明、吳佳峰
吳佳鴻、吳美足、吳順益
吳嘉國、呂美鳳、李明峰
李俊梅、李彥廷、李嘉羚
李麗瑜、周文華、周芷瑩
周陳罔留、林綉靜、林有文
林佳容、邱文美、邱怡香
柯素珍、翁佳駿、翁佳驥
張米英、張素芬、張淑娥
張敬魂、張愿純、張燦宇
張懿方、張鈺欣、曹廣池
郭素金、郭國淋、陳 正
陳秀琴、陳明鳳、陳昭仁
陳美伶、陳淑華、陳維剛
黃玉琇、黃邱金雪、黃春香
黃敏健、黃登村、楊中凌
楊廷尉、楊秀琴、楊佩宜
楊忠穎、楊舒涵、楊進義
楊閔凱、楊閔勝、楊雲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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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雲碧、葉金城、廖國智
廖蘭君、劉建章、劉美瑀
劉富華、劉進文、蔡月珠
蔡玉妙、蔡岳成、蔡明媚
蔡明燁、蔡淑玲、鄭依佳
盧秋皓、盧意昇、戴綸璋
薛任斌、薛名涵、薛名翔
謝承亨、蘇怡菁、蘇晏瑩
余
金 毛
任
100:方方方豪、方馨儀、方觀評
韓
嘉
那
方觀耀、王志郎、王李秀
金 予 車乂
金王怡雯、王彥祥、王春美
余
方方
喜
王珠宗、王唯真、王竟輝
王惠美、王瑞祥、王筠萱
王鳳東、王鳳珠、王樹林
石秀玫、石尚鑫、石明永
朱珮欣、朱珮淇、朱健勇
朱敏生、朱紹綾、朱翊華
江文鈴、江香調、何雯鶯
余照秀、吳中淨、吳正常
吳玉英、吳和錦、吳宜臻
吳怡德、吳明聰、吳亭儀
吳思穎、吳春惠、吳美秀
吳英慈、吳倍慈、吳素寬
吳詔評、吳榮梅、吳龍飛
吳龍雲、吳芊儀、呂月貴
呂義廣、宋阿伍、李天瑋
李文才、李呂鳳嬌、李秀西
李其洋、李明陽、李俊杰
李俊賢、李美鳳、李財連
李國財、李淑雅、李蔡好
李麒麟、李苡瑄、李筱慧
杜月霞、杜邦銓、杜孫桂英
杜鳳瑤、沈書琳、谷沈秀珍
阮美金、周玉釵、周秀金
周宜欣、周美惠、周桂戎
周真戎、林玉鳳、林如佳
林如琦、林如維、林君怡
林廷鴻、林秀珍、林佳德
林忠石、林金枝、林宥妘
林春貴、林若蓁、林重志
林素瑛、林素碧、林章燕
林棻儀、林黃撰、林瑞蓮
林榮南、林慧華、林澄淑
林沄蓁、邱文節、邱志成
邱志忠、邱金梅、邱茂德
邱英珠、邱敬文、邱詩涵
邱識芸、施淑華、柯佩函
洪淑瓊、胡志堅、胡秀美
胡其田、胡其訓、孫仁毅
孫秀蓮、孫美惠、徐子涵
徐水福、徐全可、徐存蔭
徐良廷、徐博言、徐惠貞
徐嘉珍、徐叡毅、翁淑蘭
袁紫宸、馬國財、馬惠珍
土

土

心

几

戶

護持帳號:台北富邦鼓山分行
銀行帳號:682120003368
戶
名:佛弟子協會

佛弟子協會

劃撥帳號:41604308

6 月功德徵信錄

名:財團法人千佛山慈善基金會

馬惠敏、馬嘉宏、馬嘉祈
楊寶猜、楊琇雅、溫治遠
高阿交、高阿桂、高薛梅宋
葉文豐、葉劉珠未、廖芸玄
張文馨、張正祿、張秀華
廖阿原、廖雀珍、趙政偉
張家榮、張國華、張傑德
趙慧珠、趙麗英、劉又禎
張無盡、張雅惠、張翠芬
劉志堯、劉姿妤、劉珮香
張耀蓉、張嶧誠、莊鏡妹
劉景文、劉福珍、劉慧娟
許佩芬、許芳慈、許芳瑜
劉麗玲、劉麗萍、劉寶美
許家豪、許紜禛、許涵雅
劉釋心、劉懿珮、潘信宏
許愛雪、許嘉芬、許靜惠
潘姚麗宮、潘為勳、潘為蓁
許耀元、連紀舜、連偉翔
潘秋月、潘茂林、潘熙光
連婕吟、郭卜元、郭忠揚
潘臆芬、蔡 只、蔡正義
郭念祺、郭映里、郭清賢
蔡向周、蔡江文、蔡佳容
郭惠敏、郭進法、郭麗雪
蔡佩勳、蔡坤達、蔡季恩
陳 雲、陳允中、陳文恭
蔡季婷、蔡東樺、蔡東翰
陳王桂花、陳仙鶴、陳台生
蔡林望、蔡崇輝、蔡張琴桃
陳玉娟、陳立珍、陳立蓬
蔡啟陽、蔡淑榮、蔡業祥
陳何錦雀、陳孟權、陳怡君
蔡麗花、鄭玉卿、鄭淑丹
陳罔腰、陳金水、陳俊壬
鄭淑壬、鄭榮裕、盧妍安
陳俊霖、陳俐蓉、陳思晴
盧宗成、盧治源、盧韻先
陳春娟、陳柏葳、陳科銘
蕭吳素梅、蕭容華、蕭福金
陳科禮、陳秋君、陳海芳
蕭錦珍、賴淑玲、賴燕萍
陳曼文、陳梅香、陳淑玲
錢怡穎、錢亮學、錢映學
陳淑真、陳淑煌、陳許格
戴維慶、戴臆津、戴臆珊
陳曾根枝、陳琨琦、陳進生
戴馨儀、薛力瑜、薛存妤
余金 毛
方方 任 芳
陳進興、陳雅玲、陳雅堂
薛來春、薛林美玉、謝
韓 嘉
那
陳新平、陳楊涼、陳瑞合
謝弘真、謝玉市、謝玉柳
金 予 車乂
陳瑞美、陳群夫、陳榮瑞
謝玉鳳、謝承孝、謝易澄
金 余
方方 喜
陳翠芬、陳翠盈、陳慧真
謝美英、謝淑芬、謝淑清
陳翰泓、陳靜娟、陳謝照美
謝湘盈、謝萬發、謝道鴻
陳瓊雲、陳麗玲、陳瀅月
謝輝榮、謝旻芳、謝旻惠
彭金梅、彭金清、彭秋華
韓繼堯、顏文一、顏秀芬
彭雪芬、曾水旺、曾林鵠
顏金花、顏靖剛、顏靖華
曾英仁、曾素卿、曾清華
魏廉恩、蘇文燕、蘇宗清
曾盛壬、曾博萱、曾博德
蘇奕安、蘇淑芬、蘇雅玲
曾祿珍、曾瀚平、曾鈺涵
蘇銘章、蘇興裕、蘇錦秀
游張雪、游淑芳、馮天瑜
涂秋菊、涂慧中
馮秀麗、馮思婷、黃出成
50:林宥彤、林豊鈞、劉昱潔
黃丞琳、黃吉田、黃戎慈
蘇芸萱
黃秀如、黃奇發、黃宗硯
黃宗裕、黃泳霖、黃泓晟
冬令救濟
黃俊傑、黃俊溢、黃昱瑋
100000:柯榮銘
黃郁慈、黃首誠、黃桂香
黃啟洋、黃甜茵、黃陳碧雲
心靈講座
黃雅鈴、黃敬修、黃鄭薰蓉
3500:黃謝招治閤
黃靜津、黃懷立、黃瓊玉
黃瓊儀、黃韻芯、黃寶慧
日本震災
楠凱企業社、楊士弘、楊宇盛
500:王菩君、侯品全
楊志如、楊志鴻、楊秀滿
200:王惠虹
楊育豪、楊宗信、楊承澔
楊明勳、楊東憲、楊長晉
楊長勳、楊長晟、楊美芬
楊美珍、楊家豪、楊素琴
楊翔雁、楊翔雲、楊雯雅
楊雯琇、楊福明、楊謝玲琴
土

土

心

几

弘法撲滿功德
8655:許 寶
5396:楊水錦
4425:顏鄒月
4405:鄭舜仁
4159:王 鈺
3800:余秉澤
3741:林呂炒
3527:胡閔雄
3435:謝碧珠
3383:高韻璇
3350:李德成
3345:王吳桂雲
3185:蕭英輝
3005:久保本伸好、何蓮富
2888:李振宇
2825:蕭文翊
2643:張芮菱
2528:蘇興裕
2420:王誌鵬
2285:吳許錦美
2275:吳寶玉
2131:沈文宗
1851:孫白秀玉
1825:孫碧瑞
1700:李秀英
1635:蘇惠貞
1634:張信成
1633:林美祝、張世昇
1559:陳招治
1500:林財之、陳盈豪
1499:謝東敏
1476:顧宜芳、顧宜芸
1383:趙生揚
1324:李天香、馬舜真
1300:李 垣、李 妗
1212:林清茂
1098:洪崇倫、洪崇軒
1097:洪崇哲
1085:王國勝、江月桃
1070:陳吳秋香、陳 隙
981:台灣楓康超市二林店員工及廠商
949:華德禪寺三寶弟子
927:李 炫
911:賴晨恩
813:馨舞極芳香穴位養生館及發心顧客
629:新(高速餐飲)
580:吳琇瑩
499:李春美
99:蔡登燕

弘法功德
100000:黃阿枝
63800:千佛山文教基金會
50000:信皇車業有限公司、郭素霞
10000:張千美
8700:佛弟子
5870:楊義棚、薛學庸
5400:菩提寺
5000:林秀英、薛美戀、蘇淑美
4167:張家勳、陳麗月
4000:楊佳于
3000:吳宗南、劉春君
2800:林紅柿、邱南夕
2500:邱菁菁、邱瑾瑾
2200:陳林雪卿
2000:余文玉、李永承、阮育紘
林羿君、凌麗盆、張秋卿
黃春煌、楊正懷、蔡欣君
鍾娟娟
1950:般若寺
1500:林財三、張淑容
余金 毛
1400:林氏歷代祖先 方方 任
那 韓 嘉
1265:佛弟子
金 予 車乂
1200:侯定居、施香 金 、馬清其
余
方方 喜
電信局
1000:王戴秀連、白宇翔、白軒豪
江錦源、吳宗翰、吳國治
吳勝曼、李素芬、林美嬌
姜懿芸、柯冠宇、高賢璋
張清華、許仙瑞、許家禎
陳秀金、陳嘉鴻、陳靜一
舒志雄、楊明珠、楊 靜
劉耕廷、鄭乃榮、鄭淑婉
鄭雪娥、鄭惠川、薛金禪
謝明仁、簡麗姑
800:胡漢政
700:曾蔡月梅
600:王克聖、王晨妤、林仙女
林素芳、洪景原、徐吳美芳
張淑娥、盧天龍、蕭子霖
簡江墨、顏肇廷
500:丁氏父女、三寶弟子、方永發
王三賢、王正信、王林敏
王姿雯、伍玉葉、江月桃
吳尚典、吳瑾娟、呂怡徵
李文琴、李秀英、李佳蓉
李其洋、李宗澤、李柏陞
李庭美、卓淑女、卓碧雲
林美員、林淑貞、林綰婷
張文馨、張伯宗、張秀娟
土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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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麗、張松田、張家蓁
張無盡、張順成、莊右澤
郭雪子、陳明王玉、陳淑媛
陳瑞珍、湯振忠、黃美芳
黃美菁、黃美華、楊宗湟
楊東翰、楊磐鏞、董家良
劉新麗、蔡敏麒、蔡曉郁
鄭淑壬、鄭智中、穆順賜
蕭 偉、謝炳輝、謝妱娟
羅崇源、嚴慶雲
400:劉美花
300:李鳳調、林呈謙、林宛誼
林澄淑、陳春銀、陳清雄
傅淑玲、黃琡珺、葉千瑜
劉富華、釋學解
200:吳怡德、呂雪萍、呂麗蕙
李惠方、周昆調、洪淑瓊
洪樹生、許佩芬、郭妙芬
陳建銘、陳富元、陳菊娣
陳瑞合、黃奇發、黃玲玲
溫秀金、謝宜純、魏正芳
150:地藏庵、曼殊佛舍、黃雅鈴
125:林立人、林念臻、林采霓
羅秀娟
100:王世澤、王冠儒、王寶蓮
周 櫻、林廷鴻、張宸瑀
張耀明、游佳雯、黃麗賢
楊陸學、劉高勝、蔣淑珍
蔡妙麗、蔡素靜、蔡銘泓
蔡靜芬、賴麗芳、魏于珊
魏于程、魏來興、魏施雪
50:劉智維、劉雅軒
20:張麗馨、黃彥翔、黃思倫
黃薇禎、劉美枝

護僧功德
2000:莊重榮、闕燈榮
1000:呂淑女
600:張淑娥
500:王碧玉、朱梵宇、李連俊
柯金春、董品宏、董清亨
300:陳何玉美
200:陳建銘
100:王寶蓮、張耀明、陳 梅
陳瑞合、游佳雯

隨喜贊助
60000:三寶弟子
6000:游陳麗珠
2000:金楊麗美等人、闕燈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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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佛弟子
1000:呂淑女、李素芬、李泇錤
邱華文、柯顯榮、張瑞鑑
許忠泰、陳綉珠、陳淑燕
趙真怡、鄭瑞英、蕭志民
饒何淑茹
600:杜夢華
500:朱淑君、李貴忠、孫維德
張凱源、陳何芳華、黃郁芝
簡翠玲
400:陳建銘
300:張伯宗、陳何玉美、曾 淑
200:王錦沼、林明森、林崑玉
陳 梅、游佳雯、黃堅祐
100:王寶蓮、何燕萍、林美月
許朝陽、黃奇發、楊陸學
葉芸菱、盧英仁、謝佩瑾
謝佩薰、謝穎欣

隨喜助印
1000:李泇錤
200:黃琡珺
100:王寶蓮、陳梅、游佳雯
楊陸學

入會費
200:丁 娥、王姿婷、王培守
朱梵宇、江利波、江偉榕
林建成、徐榮倉、翁蘇翠霞
張琬青、曹至清、陳王彩綢
陳巧玉、陳巧雲、陳俊廷
陳姿吟、陳祈潓、游佳雯
黃美燕、黃郁芬、黃婕淳
劉次郎、賴吉川、賴添隆
譚林秀珠

常年會費
5000:劉幸姿、謝碧玉
2000:王正信、林佳蓉、邱詠雪 毛
余金
毛 余 金 毛
方方 任
余 金黃秀梅、楊建成、廖汶楠
方方 任
方方 任
那 韓 嘉
1200:李淑楨、侯麗珠、廖庭玉
金 予 車乂
那 韓 嘉 那 韓 嘉
謝秋香、釋若迅
金 余
金 予 車乂 金 予 車乂
方方
喜
金 余 蔣龍、丁 源
金 余秀珮、
1000:
方方 喜
方方 喜
丁 娥、丁振邦、尤國華
方耀德、王光連、王明得
王姿婷、王建欽、王映煌
王美蘭、王培守、王得坤
王陳錦姿、王絮禾、王慶生
王寶猜、任宏哲、朱秀利
朱梵宇、江永芳、江利波
土

土

几

土

几

土

土

心

土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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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几

江秀英、江晏瑢、江桂蘭
江偉榕、江靜慧、江琇慧
何秀香、何芳華、何青蓉
利祐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吳月杏、吳月卿
吳宜玲、吳尚典、吳明昆
吳春玉、吳秋蓉、吳陳玉梯
吳華美、吳榮清、吳德慧
吳霖蔭、吳靜雅、吳嶽崙
吳謹娟、吳麗年、呂美鳳
余金 毛
方方 任
呂素吟、呂淑女、李孔文
那 韓 嘉
李文芷、李文福、李文薇
金 予 車乂
李永義、李玉蘭、李佩珊
金 余
方方 喜
李孟 、李宛嬛、李尚陽
李明峰、李明貴、李春蘭
李英珠、李素芬、李偉鈴
李淑芳、李淑梅、李淑瑱
李順隆、李照興、李瑞明
李濟貴、李麗珠、李泇錤
汪子琪、阮淑華、卓美杏
卓美梅、卓淑女、卓淑華
周根川、周復朝、周萌崑
林文成、林水材、林伶娥
林序光、林秀娟、林秀華
林邦英、林明森、林明德
林明璋、林芳蘭、林青吉
林建成、林虹如、林振鎰
林海三、林益勤、林素珍
林素華、林耿賢、林淑真
林連泉、林黃錦王夫、林感淵
林瑞祥、林詮現、林碧花
林碧蘭、林 蔥、林蕙菁
林錦蘭、林 霞、邱玉美
邱昆山、邱治民、邱書雅
邱淑娟、侯石臨、侯淑女
施秀枝、施英花、柯玉瓶
柯春妃、柯素蘭、柯碧蓉
柯麗華、柯鐵江、洪文昇
洪文哲、洪文彬、洪佳筠
洪美鳳、洪美蓮、洪挺凱
洪清隆、洪惠珠、洪誌謙
洪錦江、洪聰儀、胡漢政
苗宥蓁、韋閔凱、韋閔馨
徐金燕、徐家靖、徐 淡
徐登壽、徐榮倉、翁秀鳶
翁淑華、翁蘇翠霞、高秀柑
崔明義、張白雪、張育溱
張耘心、張曼鳳、張淑美
張皓淳、張聖昆、張維睿
張麗玉、張琬青、曹至清
梁春櫻、梁錫銘、莊怡馨
土

土

心

几

護持帳號:台北富邦鼓山分行
銀行帳號:682120003368
戶
名:佛弟子協會
莊寶香、許秀菊、許明德
許金藻、許美賢、許智傑
許智善、許雅雯、許翠蘭
許銘真、許慧玲、許慧貞
許蓮華、連淑芳、郭芳羽
郭金山、郭茂金、郭書宏
郭清波、郭清活、郭瓊玲
陳世雄、陳玉玟、陳玉琴
陳玉滿、陳宋文、陳李美麗
陳秀味、陳秀美、陳秀琴
陳宗吉、陳東川、陳俊廷
陳姿吟、陳炯燦、陳祈潓
陳美珠、陳貞如、陳桂香
陳素珍、陳崑德、陳崑論
陳添鳳、陳郭翠珠、陳雪芳
陳富崇、陳菊娣、陳雅琪
陳黃素鴛、陳靖懿、陳榮富
陳榮華、陳慧如、陳燕雪
陳麗英、陳麗華、陳麗蓉
陳姵錡、傅新美、彭敏智
曾玉秀、曾秀芳、曾 淑
游文吉、游佳雯、游素蘭
童本娟、黃士銘、黃文岩
黃吉慶、黃宗信、黃定淞
黃明珠、黃春桃、黃春華
黃秋香、黃美琴、黃美燕
黃郁芬、黃郁絜、黃香郡
黃桂梅、黃素琴、黃崇智
黃啟德、黃郭美、黃陳水銀
黃景源、黃隆永、黃壽銘
黃曉薇、黃豐元、黃露慧
黃婕淳、楊千慧、楊文森
楊正宇、楊石林、楊明璋
楊花言、楊信豐、楊敏君
楊淑君、楊裕穎、楊應財
楊麗美、楊琇惠、葉文惠
葉香蘭、葉珮穎、葉慧子
葉豐傑、董燕俐、詹瑞櫻
劉乃瑜、劉文成、劉文智
劉存錢、劉次郎、劉宜和
劉尚漢、劉宥成、劉茂源
劉純惠、劉新麗、劉豐毅
劉馨予、潘碧珍、蔡江秀枝
蔡佳君、蔡宗憲、蔡明智
蔡河美、蔡敏雄、蔡朝音
蔡誌哲、蔡誌晴、蔡銀山
蔡增文、蔡蕙伊、蔡靜怡
蔡豐瞬、蔡繼莊、鄭文明
鄭月雲、鄭如秀、鄭阿美
鄭美珍、鄭淑壬、鄭秝蓮
盧月鈴、盧志榮、盧運園

蕭天河、蕭本璋、蕭林玉秀
賴吉川、賴守仁、賴俊光
賴振椿、賴國煌、賴敏珠
賴添隆、戴榮華、薛淳方
薛淑文、薛慶華、薛慶榮
謝仁娣、謝季燕、謝東敏
謝林素靜、謝美錦、謝碧玉
謝碧珠、謝錦貴、謝寶菊
顏碧梅、魏岑芳、魏梵暄
羅娃芳、譚林秀珠、蘇金娥
蘇淑慧、蘇莘蘭、蘇靖茹
500:盧玉涵
300:陳清旗
200:張永祥、陳王彩綢、陳巧玉
陳巧雲、陳淑珍、陳黃絹
薛金禪、鍾欣臻、釋若巧
100:江秉諭、吳秀卿、吳惠春
林兆琴、林舒蘋、林舒齡
邱昆茂、邱揚庭、柳孝勳
洪木山、洪貴真、洪樹生
高美蓮、張宸瑀、莊郁惠
莊郭月裡、莊穗雯、陳秀英
陳怡攸、陳俊雄、陳品宏
陳素勤、陳 梅、陳淑滿
黃子洋、黃子灝、黃世煌
黃玉雲、楊健毓、楊淳全
楊鎮旭、雷 娜、劉中南
劉美花、蔡至軒、蔡秀萌
蔡明利、蔡昭廷、蔡確勝
謝明墻、謝欣芳、簡連春

永久年費
20000:吳翠櫻、李幸燕、蔡豐戎

護持委員
6000:劉幸姿
2000:林若蓁、高菲鴻

土

土

心

几

竭誠歡迎您加入我們的行列

CHIEF SUN
卍

★請填妥會員申請書資料，寄回或傳真佛弟子協會，資料僅供本會建檔，絕不外洩，敬請安心★
姓名

性別

□男

□女

生日

學歷

皈依或剃度上人

現職

興趣或專長

電話

（H）

戶籍地址
(永久地址)
通訊地址
(目前地址)
入會原因
會訊
介 紹 人
繳費方式
會員證
參
加
辦
法
繳
費
方
式

（O）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法號

（M）

（F）

□□□
□□□
□收看電視弘法節目 □會員介紹 □寺院介紹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閱會訊 □不訂閱會訊 □訂閱電子報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電話:

□年繳 □半年繳 □轉帳 □月繳

關懷人員
參加義工

收據號碼

□假日
繳費金額

●初入會
一般會員:1,200元(初入會費200元+1000元常年會費)

□平時可

□活動時

入 會 費____________元
常年會費____________元

●會員
一般會員:常年會費1,000元

敬請第二年起每年繳交常年會費:1000元

永久會員:20,200元(一次繳清)(初入會費200元+永久年費20000元)
護持委員: 24,000元(年繳)或月繳2,000元

永久會員20,000元(一般會員欲成為永久會員者)
護持委員: 24,000元(年繳)或月繳2,000元

1.親自至各道場繳交或透過介紹人繳交
2.郵政劃撥 帳號：41403759 戶名：佛弟子協會（劃撥單請註明：姓名、出生年月日、電話及手機）
※建議填寫轉帳授權書，以郵局帳號或信用卡自動扣款，省時省力又方便。
1.完成入會申請，即贈送白雲老禪師叢書之一。
2.會員生日當月可享佛前點燈祈福，承三寶力、消災吉祥、健康如意。
3.每月定期接收會訊，得知千佛山系最新訊息及活動報導，掌握行善布施契機。

會館購置捐款
5000:許少宗等人
4000:張榮德
3000:楊萍萍
2000:吳姿儀、卓淑女、康旭雅
余金 毛
方方 任
康登春
那 韓 嘉
1500:般若寺信眾
金 予 車乂
1000:
金 余育禎、李芳玲、李清正
方方 喜
谷桂樑、卓金星、陳慶璋
楊琇琄、趙梨岑

佛弟子協會‧入會申請書

千佛山

會
員
權
益

4.會員可享白雲書坊購書折扣優惠，並與特約商店配合，讓會員享有優惠折扣。
5.舉辦各種心靈成長及文化教育課程，提昇心靈層次、豐富人生視野。
6.參加道場之拜懺念佛、佛學課程及講座、讀書會、靜坐止觀，藉著大眾的修持的力量，增進道心。
7.不定期舉辦海內外組團知性之旅、寺院巡禮、戶外踏青，交誼觀摩，認識新朋友，廣結善緣，增進人際關係。
8.參與幹部組織培訓、義工成長營，學習互動，落實六大服務宗旨，培養領導人才。
9.參與各項活動、加入社會公益服務，發揮生命價值，提昇生活意義及圓滿饒益眾生。

佛弟子協會
聯絡電話：(07)346-1308
會址：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461號5樓

傳真：(07)346-1306
E-mail：chief.sob＠msa.hinet.net

～生命的意義在發揮生活的價值 ‧ 生活的價值在饒益眾生的生命～

佛弟子協會邀請您加入-改善社會風氣、助人的行列

中山高速公
路

您的匯款，協會將用於佛法流佈、國際文化交流、社會公益、生命關懷、文化教育及人文交誼
六大宗旨，讓我們一同集結佛弟子積極向善的力量，發揮最大的饒益功德。

經辦局收款戳

□不需

◎虛線內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47 佛弟子會訊

□需

電
話

處

●會員
◎請□選，並填妥金額
常年會費1000元x__________人
□
□永久年費20000元(成為永久會員)
□護持委員年費24000元
□護持委員月繳2000元
□贊助弘法功德__________________元
□隨喜助印功德__________________元
□隨喜贊助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社會公益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三寶護僧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生命關懷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出生年月日:

話: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訊

□□□-□□
通
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初
※入會必填

◎需收據否

□本戶存款
□他人存款
人
款
寄
姓
◎初入會請填入會申請書後傳真或寄回協會 名

佛弟子協會
收款
戶名

●初入會
◎請□選，並填妥金額
□初入會費200元+常年會費1000元
□永久會員20200元
(初入會費200元+永久年費20000元)

阿拉伯
數字

通訊欄(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收款帳號

經辦局收款戳

電腦紀錄

存款金額

收款帳號戶名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寄款人請注意背後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元
拾

單

佰
仟

款
存
金
儲

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重愛路

高
鐵

撥
劃
政
郵

4 1 4 0 3 7 5 9 (金額)

開立收據方式: □年開收據
□免開收據 □每次開收據，收據抬頭:
戶名:佛弟子協會
劃撥帳號:41403759
聯絡電話：(07)346-1308
傳真：(07)346-1306
會址：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461號5樓
E-mail：chief.sob＠msa.hinet.net

98-04-43-04

□每月________________元，或□每年____月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如您已於近日賜繳，則本通知作廢，墾請見諒~

8.□生命關懷

路

撥單，方便您撥冗惠繳，並隨時期待您的任何指教。

●初入會 （請勾選，並填妥金額）
1.□1200元(入會費200元+常年會費1000元，敬請第二年起每年繳交常年會費:1000元)
常年會費1000元：□每年____月繳乙次，或□每年元月及七月轉帳各500元
2.□永久會員20200元(一次繳清)(初入會費200元+永久年費20000元)
●會員（請勾選，並填妥金額）
1.□常年會費1000元：□每年____月繳乙次，或□每年元月及七月轉帳各500元
2.□永久年費20000元(成為永久會員)
3.□護持委員年費24000元：□每年____ 月繳24000元，或□每月轉帳2000元
4.□贊助弘法功德：□每月________________ 元，或□每年____月_________________元
□贊助一集5萬元分____期（最多12期，每月轉帳扣款）
5.□隨喜助印功德 □每月________________元，或□每年____月__________________元
6.□社會公益 □每月________________元，或□每年____月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7.□三寶護僧 □每月________________元，或□每年____月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文府路

★在這裡要提醒您，若您年度會費已屆期，可利用以下郵政劃

捐
款
項
目

持卡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E-mail:chief.sob@msa.hinet.net

存款開戶印鑑:

款

路

CHIEF SUN

帳 戶 簽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461號5樓
電話:(07)346-1308 傳真:(07)346-1306

劃撥儲金帳號(8碼):____________________

千佛山

存簿儲金帳號(7碼):____________________

發卡銀行: ___________________銀行
信 信用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
信用卡有效日期:______年______月止
卡

華夏路

高雄
聯
‧外道路
路

佛弟子協會

存簿儲金局號(7碼):____________________

博愛四路

敬愛的 會員大德:
吉祥如意!
感謝您的護持，讓協會會務工作得以順利推展。
您所付出的善行功德，全部投注在協會六大服務宗旨
『佛法流佈、國際文化交流、社會公益、生命關懷、文化
教育、人文交誼』上，將成為協會永續經營、饒益眾生的
根源。
燈燈相傳，發光發熱，您的無私付出，不但是效法菩
薩「慈悲喜捨」的行願，更是虔誠護持三寶的無上功德
心。
協會衷心感謝您!

郵
局
轉
帳
捐
款

大中二路

華夏路
文府
國小

立帳郵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局

請延虛線剪下

台北區服務處(02)2932-0530
桃園區服務處(03)217-3633
台中區服務處(04)2473-2233
彰化縣服務處(04)8941-937
雲嘉區服務處(05)281-2133
台南區服務處(06)595-8106~9
高雄區服務處(07)346-1308
總會聯絡電話(07)346-1308

（行動）

路

警察
廣播電台

（O）

自由四路

重忠路

電話：（H）

路

佛弟子協會全省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文學路

身份證字號：

民族一路

佛弟子協會

立授權書人姓名：

榮總

路路

【敬請利用郵局、信用卡捐款或郵政劃撥單進行捐款】
郵局自動轉帳捐款、信用卡捐款授權書:『請填妥表格，傳真或寄回佛弟子協會』

千佛山佛教基金會通訊點
http://www.chiefsun.org.tw/
http://www.chiefsun.org.cn/

千佛山華德禪寺

千佛山佛陀學術研究院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二段138巷1弄166號
電話:02-86768953 傳真:02-86765012
E-mail：huader@ms53.hinet.net

台南市關廟區旺萊路466巷1號
電話:06-5958106 轉201
傳真:06-5954925 06-5958610
E-mail：Buddha.999@hotmail.com

千佛山菩提寺

千佛山蓮華寺

台南市關廟區旺萊路466巷1號
電話:06-5958106 傳真:06-5958610
E-mail：bodhi.cfs@msa.hinet.net

新北市三芝區圓山里大水堀32號
電話:02-26371468 傳真:02-26372087
E-mail：acc396.stuv@msa.hinet.net

千佛山般若寺

千佛山地藏庵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532號
電話:07-3461908 傳真:07-3461906
E-mail：bu.ras@msa.hinet.net

基隆市暖暖區八堵路1巷67-1號
電話:02-24575840 傳真:02-24573504
E-mail：cfs.k205@msa.hinet.net

千佛山淨業林

千佛山曼殊佛寺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320號
電話:07-5500261 傳真:07-5500262
E-mail：chiefsun.only@yahoo.com.tw

台東市鐵花路216號
電話:089-348020 傳真:089-348088
E-mail：cfs.mansu@msa.hinet.net

千佛山楠梓講堂

浮丘山古嚴禪寺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380巷26號19樓之2
電話:07-3663378 傳真:07-3681055

彰化縣大城鄉中平路304巷25號
電話:04-8941937 傳真:04-8941940
E-mail：guu_yan@yahoo.com.tw

千佛山福慧寺
高雄市美濃區興隆3街150巷26號
電話:07-6812764
傳真:07-6820533
E-mail：wise.a001@msa.hinet.net

天岳山祇園寺
高雄市甲仙區大田里百葉巷13-1號
電話:07-6752373 07-6754086
傳真:07-6754393

千佛山本願寺
高雄市仁武區澄合街89號
電話:07-3720999
傳真:07-3730505
E-mail：benyuan0719@yahoo.com.tw

天岳山梵音禪寺

千佛山普願寺

天岳山法泉寺

高雄市林園區文賢南路100號
電話:07-6412233 07-6426656
傳真:07-6468626

高雄市甲仙區西安里樂群巷2號之1
電話:07-6753865 傳真:07-6753659
E-mail：tenye.farchen@msa.hinet.net

千佛山嘉義講堂

天岳山光明寺

嘉義市西區自由路518號
電話:05-2812133 傳真:05-2343218
E-mail：chiayi0518@yahoo.com.tw

台南市關廟區下湖里下湖二街96巷25號
電話:06-5960409 傳真:06-5951980
E-mail：kms5960409@gmail.com

千佛山大雲寺

天岳山紫竹觀音寺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二路130號
電話:04-24732233 傳真:04-24756337
E-mail：cfos3665@ms66.hinet.net

屏東縣枋山鄉善餘村光復路13號
電話:08-8771821 傳真:08-8770535
E-mail：chiefsun101@yahoo.com.tw

千佛山桃園講堂

天岳山慈修禪寺

桃園市龍安街14巷12號1樓之3
電話:03-2173633
傳真:03-2173634
E-mail：d379@ms76.hinet.net

新北市淡水區北投里北投子92號
電話:02-26215270 傳真:02-26203882
E-mail：cixiu.temple@msa.hinet.net

千佛山台北講堂

天岳山雲陽寺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53巷1號
電話:02-89312611 傳真:02-89322223
E-mail：taipei.cfs@msa.hinet.net

新北市新店區銀河路23號
電話:02-22173773 傳真:02-22170229

高雄市甲仙區大田里百葉巷16號
電話:07-6752919 傳真:07-6754087

財團法人千佛山佛教基金會
台南市關廟區旺萊路466巷1號
電話:06-5958106 分機205
傳真:06-5958610
E-mail：chiefsun99@gmail.com

財團法人千佛山文教基金會
台南市關廟區旺萊路466巷1號
電話:06-5958106 傳真:06-5958610
E-mail：cef.cfs@gmail.com

財團法人千佛山慈善基金會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585號3樓
電話:07-3412799 傳真:07-3492066
E-mail：cfscharity@yahoo.com.tw

金禧廣播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461號2樓
電話:07-3461887 傳真:07-3461995
http：//www.am1368.com.tw

白雲書坊高雄經銷處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546號1樓
電話:07-3461929 傳真:07-3419536
E-mail：paiyun3419536@gmail.com

海外
澳大利亞雲陽寺
6-10 Reservoir Road,Narre Warren North,
VIC 3804, Australia

電話:+613-97968079 傳真:+613-97969969
網址://www.yunyangtemple.org.au

千佛山(馬來西亞)八打靈講堂

天岳山男眾佛學院
千佛山十方大法禪寺
台北市信義區福德街221巷248號
電話:02-27260323

佛弟子會訊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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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甲仙區大田里百葉巷16號
電話:07-6752919 傳真:07-6754087
E-mail：tys.edu108@gmail.com

30A，JALAN SS3/35 UNIVERSITY GARDEN
PETALING JAYA 47300, SELANGOR, MALAYSIA

電話:+60-10-235-7091
電話/傳真:+60-3-78730815
E-mail:tishifu2011@gmail.com
Blog:rotidharma.wordpress.com

千佛山文教基金會香港分會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128號松山
大廈1樓A座
電話:852-2302 1588
傳真:852-2314 8551
E-mail：cfs_foundation@yahoo.com.hk

新加坡白雲書坊 Paiyun Book Store
BIK574 Ang Mo Kio AVE 10 #01-1831
S(560574)Singapore
電話:+65-65541563 傳真:+65-64524833
E-mail：paiyun@singnet.com.sg

佛弟子協會 總會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461號5樓
電話:07-3461308
傳真:07-3461306
E-mail：chief.sob@msa.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