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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界捐款人／團體 金額

107年1月份

林惠慈  6,000

楊瀅潔  10,000

張淑君  1,500

楊俊傑  1,500

酒窩專屬商城  2,000

陳玉蓁、呂秉祥  400

楊士賢  1,000

黃春鶯  500

彭綉能  1,000

林再富  3,000

新北市點亮小蠟燭關懷
協會

 270

陳麗秋  1,000

善心人士  1,190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金
樹慈善基金會

 120,000

黃綉茹  2,000

承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李碧惠、李禹萱  600

林哲郎  5,000

曹清潭  500

107年2月份

余秀真  5,000

英智國際法律事務所  1,000

江炳桔  5,000

南山福德宮  100,000

范修齊  1,000

陳炳樺  600

江明華  1,200

蔣文峻  600

蔣宥勝  600

蔣春壽  600

蔣梁冬英  600

張秋文  600

彭鳳嬌  600

張志明  600

張仁傑  600

趙長瑩  20,000

趙俐雯  10,000

許淑珠  50,000

何昇陽  10,000

何佩茹  30,000

何佩庭  30,000

何信賢  10,000

黃郁真(1月)  1,000

吳清榮  10,0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金額

黃郁真  1,000

李碧惠、李振嘉  600

陳漢輝  2,000

吳鴻材  2,000

許溢翃、方晶  2,000

朱少涵  10,000

許承芯  1,000

107年3月份

董娟娟  3,000 

酒窩專屬商城 2,000

黃進福  10,000 

承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財團法人勤勞社會福利
慈善基金會

 7,857 

邱晟晉  1,500 

曹清潭  500 

黃明美、黃文寧  6,000 

楊文龍  10,000 

吳嘉銓  600 

徐嘉宏  1,000 

李碧惠、李妍樂 600

簡志聰建築師事務所  20,000 

黃郁真 1,000

社團法人新北市生活育
樂教育推廣協會 

15,283

景文福德宮  6,000 

涂家蓉、涂雅絹  600 

邱晟晉  1,500 

曹清潭 300

107年4月份

財團法人錦和高中文教
基金會

 10,000 

山北幼兒園(非營利)  3,600 

趙博清  10,000 

永興宮福德正神  8,000 

黃郁真  1,000 

廖彩卿 500

徐嘉宏 500

李碧惠、李禹萱、李振
嘉

 600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金
樹慈善基金會

 200,000 

邱晟晉  1,500  

107年5月份

廖清河  500 

財團法人錦和高中文教
基金會

 5,000 

李碧惠、李妍樂  6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金額

徐嘉宏  500 

酒窩專屬商城  2,000 

新北市昌學藝文協會  10,000 

陳宥君  300 

黃郁真  1,000 

賴林博子  1,000 

邱晟晉  1,500 

林伯昇  200 

承毅建設有限公司  10,000 

107年6月份

危海韻  1,000 

李碧惠、李振嘉  600 

江炳桔 5,0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金額

新北市板橋區大眾藝術
推展協會

 4,500 

簡懋彥  6,000 

南山福德宮  100,000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
基金會

200,000

黃郁真  1,000 

邱晟晉  1,500 

曹清潭  500 

呂應昇  5,000 

財團法人勤勞社會福利
慈善基金會

 39,696 

黃嬌安  600 

吳彭秀妍 600

107年上半年捐贈發票
之中獎金額

捐物證明(含二手捐物、發票…等)
1月份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壹批
岳洋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11、12月發票1,832張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11、12月發票500張
2月份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中和分處 106年11、12月發票800張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1、2月發票500張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壹批
岳洋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1、2月發票1,764張
3月份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中和分處 107年1、2月發票7,000張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1、2月發票500張

岳洋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1、2月發票1,693張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壹批
4月份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3、4月發票1,000張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壹批
5月份
岳洋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3、4月發票1,703張
新豐雲端印刷網有限公司 107年1、2月發票573張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3、4月份發票1,732張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壹批
6月份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5、6月份發票1,698張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壹批

106年11、12月份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轉贈）  5,000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轉贈)   4,800 
善心人士（台北小巨蛋停車場轉贈） 2,800 
善心人士（新豐雲端印刷網有限公司轉贈） 2,800
善心人士(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2,400 
善心人士（北區國稅局轉贈）   1,800 
善心人士   1,400
善心人士（民樂停車場轉贈）   1,200 
善心人士(小北百貨轉贈)   800
善心人士（台灣省城隍廟轉贈）  800 
善心人士(中和農會超市轉贈)  400
善心人士   400

107年1、2月份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車場轉贈) 4,400 
善心人士   3,600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停車場轉贈) 2,600
善心人士(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1,800 
善心人士(中和地區農會超市轉贈)  800 
善心人士(小北百貨轉贈)   800 
善心人士(中和稅捐稽徵處轉贈)  600 
善心人士(台灣省城隍廟轉贈)  600 
善心人士(101停車場轉贈)  400
善心人士(台北小巨蛋停車場轉贈)  400 
善心人士(景新立體停車場轉贈)  400 

107年3、4月份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轉贈)   3,600 
善心人士(101停車場轉贈)   800 

感謝各界愛心捐款、
捐物，一同關懷幫助
中心日托及早療服
務，包含政府委託之
（個管/社區療育）
等對象，讓更多需要
協助的家庭能夠獲得
適當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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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社會善心人士長期贊助中心家境清寒學
童，贊助人如下：

助學金指定捐款

1月份
徐晨原 6,000
陳景美 2,000
段家如 2,000
謝東欽 2,000
謝宏恩 2,000
黎高興 2,000
黃郁真 1,000
2月份
夏瑞蘭 10,000
段家如 2,000
謝東欽 2,000
謝宏恩 2,000
黎高興 2,000

黃郁真 1,000
3月份
段家如 2,000
謝東欽 2,000
謝宏恩 2,000
黎高興 2,000
黃郁真 1,000
4月份
黎高興 2,000
段家如 2,000
謝東欽 2,000
謝宏恩 2,000
黃郁真 1,000

5月份
呂素琴 3,000
黎高興 2,000
段家如 2,000
謝東欽 2,000
謝宏恩 2,000
黃郁真 1,000
6月份
段家如 2,000
謝東欽 2,000
謝宏恩 2,000
黃郁真 1,000
黎高興 2,000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孫寶蓮 白米100斤
張媺媺 衛生紙2包、漂白水2瓶

鼎芝味商行

特級花枝丸10包、讚岐烏龍麵14
包、日式黑輪20包、海鮮魚卵棒
20包、黃金厚切魚板10包、特級
花枝丸10包

林秀枝 白米50斤
國際扶輪社中華民國總
社新北市新南扶輪社  統
編:17865324

成人奶粉14罐、新生兒奶粉5罐、
尿布S號5袋、L號3箱、XXL15
袋、XL4箱

李碧惠、李妍樂、李振
嘉、李禹萱 白米50斤

正隆關懷兒童基金會 生機五鼓活力餐包1箱、山藥蓮子
四神湯2箱

陳玉蓁 洗髮精4筒
蕭秀鑾 尿布S號4包
陽茗丞 尿布S號4包
楊詠晴 尿布L號4包
楊宜澤 尿布L號4包
羅敏芬 尿布XL號2包
龔冠昌 尿布XXL號10包
林秀枝 沙拉油2罐
國際佛光會-雙和第五分
會 臘八粥60杯

阿嬤ㄟ腰果 腰果15包

柯容薰 千層玉子燒2包、貢丸4包、讚岐
烏龍麵1包

曾湘文
日式黑輪40包、蟹肉團子20包、
讚岐烏龍麵5包、關東煮本舖拉麵
5包

張心綺 筊白筍10包、究極味付蛋8包、白
玉蘿蔔10包

黃朝麟 筊白筍5包、讚岐烏龍麵1包
范培黃 高麗菜捲5個

黃荷君 手工高麗菜捲5包、讚岐烏龍麵1
包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
庭扶助基金會附設新北
市私立大同育幼院

番茄1箱

社團法人新北市承天財
神慈善會 物資6份

中和中興福德宮 4箱餅乾

台灣省城隍廟

小包白米150斤、草菇罐頭2箱、
金茸罐頭2箱、麵條5箱、粿30
個、包子饅頭23個、各式粽子90
個、米粉1箱、水果2箱、茶葉蛋
50個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
庭扶助基金會附設新北
市私立大同育幼院

紅蘿蔔1袋、餅乾27包、蘇打餅乾
24包、小林煎餅21包

台北市三聖宮

白米100斤、營養麵條7盒、玉米
粒75罐、素豆皮1袋、麵筋2袋、
素蠔油1桶、木耳絲2包、彩色鉛
筆5盒、玩具布偶1袋、腳踏車2
台、衣服1袋

潘雅玲 海苔1箱
諺璟企業有限公司 年菜1盒
張美玲 暖暖包1批
李宜璟 關東煮1袋

善心人士

米300斤、油2桶、砂糖50斤、醋
2桶、麵筋3箱、菜心3箱、紅豆5
斤、麵粉3包、粽子10斤、味素6
盒

楊中明 米50斤

鄭為芳、鄭麗香 麻糬50盒、菜燕40碗、豬血糕30
支

達興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年菜1批
珮語 物資壹批(年菜)
郭苡婕 物資壹批(年菜)
郭巧妍 物資壹批(年菜)
陳瑀婕 關東煮5包
簡懋彥 麻荖10盒、香蕉1批、南瓜1批
邱瓊玉 年菜湯鍋8個
蔡高芳 海陸小套餐1個
藍正義 海陸小套餐2個
王昶閔 物資壹批(白米)
林秀枝 沙拉油2桶
陳錫玄 海陸小套餐1個、飲料1袋

財團法人正隆關懷兒童
基金會

蒲 公 英 抽 取 式 衛 生 紙 1 0 0 抽 1 0
箱、大王紙尿褲5箱(男L號、男XL
號、女XL號)

英屬維京群島商沅圓行
有限公司

感溫變色鉛筆組48套、印章筆24
支、保齡球橡皮擦組24套、一般
印刷鉛筆24支、扭頭著色筆24
支、自動彩色筆24支

林秀枝 沙拉油1桶
林秀枝 沙拉油1桶
柳亭宇 綠藻乾麵16斤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100斤,水果2箱,鳳梨酥1箱,冬
粉1袋,素碎肉3包,綠豆5斤,壽桃25
個,草仔粿1袋

林秀枝 白米50斤
林秀枝 米一包
財團法人聖仁慈善救濟
基金會 克寧奶粉41罐、咖哩粉11公斤

新莊郭小姐 素香麵2箱
板橋郭小姐 素香麵2箱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三八鍋老闆 胡育樺 菜燕60份、豬血糕30份、麻糬21
盒

烘爐地南山福德宮 餅乾8箱
烘爐地南山福德宮 餅乾8箱
簡廷安、李慧鈺 玉米1箱

財團法人正隆關懷兒童
基金會

蒲 公 英 抽 取 式 衛 生 紙 1 0 0 抽 1 0
箱、大王紙尿褲2箱(男L號、男XL
號、女XL號)L號1箱

陽信彥 母親節蛋糕1批、衛生紙1箱
林秀枝 沙拉油2桶
彭欣怡 水餃1包
許菀苓 水餃1包
黃珮雅 水餃5包
李麗銘 水餃1包
陳姿涵 水餃2包
林筱凡 水餃5包
施金發 水餃5包
張美玲 水餃5包
林麗桂 水餃2包
吳梓瑀 水餃2包
林春華 水餃5包
蔡淑婷 水餃5包
陳玉珊 水餃5包
孫佩玲 物資1批
王奕財 物資1批
周素霞 水餃1包
陳宥樺 水餃2包
黃淑琴 綠豆糕1盒
楊淑軒 物資1批
張佩玲 物資1批
楊子華 白米50斤
潘屏娟 衛生紙9箱
志鴻爸爸 全新蛋糕2個
林秀枝 白米50斤
楊子惠 油1桶
北群法律事務所 高麗菜水餃4包
余依辰 高麗菜水餃2包
盧翊晴 高麗菜水餃3包
蔡明媛 水餃2包
徐定宏 水餃1包
正良電機行 水餃1包
高靖涵 三明治8個
洪藝禎 洋蔥2袋
陳小蔓 洋蔥2袋
黃珠綺 洋蔥2袋
Dora Chen 洋蔥1袋
吳子瑀 洋蔥1袋
楊淑軒 洋蔥2袋
Chole 洋蔥2袋
傅佩雯 洋蔥2袋
Amanda Lin 洋蔥2袋
周素霞 洋蔥4袋

張明鳳、蕭明忠 麻糬33盒、菜燕43個、豬血糕20
支

林秀枝 白米50斤
吳靜芬 尿布1袋

怡蓓 尿布1袋

兆群法律事務所 全家便利商店雞蛋100個

板橋區公所 白米90公斤
勵騰企業社 衛生紙15箱
魏郁如 手工水餃1包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200斤 紅麵線10斤 麵筋1包 
素肉角5包 菜埔1箱 草仔粿40個 
饅頭70個 摩訶49個 水果3箱 紅龜
粿40個 醬油1箱 壽桃49個 排骨酥
1包

高瑋璘 水餃1包
邱永岳 水餃1包
簡廷安、李慧鈺 木瓜,芒果,香蕉各1批
葉郡銘 鳳梨酥,餅乾1批
福和宮 白米200斤
韓語婕 水餃1包
蔡碧琴 水餃4包
黃里芳 水餃1包
陳惠蓮 水餃1包
王金璿 水餃3包
王毓瑋 水餃3包
王毓昕 水餃4包
石育菁 水餃10包
謝怡婷 水餃1包

林以諾,劉華正 白米100斤,紅豆10斤,綠豆10斤,麥
片10斤,貳級砂糖20斤

張美玲+村長的芒果  水果壹批-芒果
詹淇媚 食物壹批-排骨
林秀枝 白米50斤
吳伍鴛鴦 安麗車用清淨機1台
姚台珍 牙膏23支,牙刷23支
葉麗敏 涼麵1批
何先生 涼麵1批
潘屏娟 礦泉水10箱
呂應昇 蛋糕10個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孟憲棟 白米2包
陳雅玟 白米2包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135斤,平安米5箱38包,水果
6箱,醬油3箱,豆捲3包,排骨酥1包,
麵輪5斤,麵筋2包,鹽9包,麵條25包

感謝全家便利商店轉贈物資-讓中心服務的
100多個早療弱勢家庭能夠受惠 

中和漢陽店

物資壹批(餅乾) 
物資壹批年菜、關東煮、白米
物資壹批(年菜)
物資壹批(捲筒衛生紙、白米壹批)
母親節蛋糕1箱
水餃9包

中和嘉穗店

物資壹批(關東煮)
物資壹批-關東煮
物資壹批(關東煮)
白米10包
白米2包,飲料5箱

中和華福店
物資壹批-關東煮
物資1批-關東煮、麵
白米30包

中和華順店
物資壹批-蘿蔔糕
乳酪蛋糕9盒
水餃11包

中和新中穗店
關東煮26包、烏龍麵110包
年菜16盒

中和中環店 白米6包(1公斤)

中和元氣店
年菜6箱
年菜3盒

中和橋和店
禮盒13盒
年菜6盒、禮盒1盒
粽子10箱

中和中業店 物資壹批(年菜、關東煮)
中和新后店 關東煮1批
中和廣場店 年菜13盒

中和民德店
年菜1批
母親節起司蛋糕1批

中和國華店
物資壹批(年菜)
物資壹批-餅乾

中和景秀、新秀店 關東煮430個、年菜11個

中和錦福店
關東煮50包
衛生紙36串

中和錦順店 海陸小套餐1個、關東煮1批
中和安勝店 魚薯條60包
中和員山店 年菜壹批-油飯
中和保健店 海陸小套餐5個
中 和 景 秀 、 新 秀 、 和
興、平興店聯合募集 三角飯糰50個

中和環球店 母親節蛋糕、水餃各1批
中和仁勇店 經典拿破崙派27個

中和大港店 飲料1批、餅乾1批、海苔1批、蛋
糕1批

中和景秀店 御飯糰50個
永和秀成店 蛋糕1批
永和福和店 食物1批

中和景秀、新秀、和興
店聯合募集

涼麵25盒
三明治30個
粽子,涼麵1批

中和新慶店 高麗菜水餃10包

中和中安店

物資壹批(衛生紙)
鮮蝦野菜燒餃子40盒、懷舊糯米
雞1盒、享點子珍珠粽1盒、南園
鹼粽1盒、雪之戀艾草冰粽1盒

中和安邦店 高麗菜水餃4包
永和永福店 衛生紙5箱
永和德和店客人 白米16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