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年1月98年1月
＊西門町紅樓參與寒冬送暖活動
＊東吳大學幼幼社冬令營活動-環保小尖兵
＊語言治療師陳景琪老師進行在職訓練、入班指導
＊中和志願服務隊至中心義剪

98年2月98年2月
＊學童參加縣政府愛心百貨活動
＊語言治療師陳景琪老師進行在職訓練、入班指導
＊98年度入小學轉銜說明會
＊台北醫院醫師至中心為學童看診

98年3月98年3月
＊IEP學童會議
＊髮廊義工至中心義剪
＊能仁家商社團服務
＊語言治療師陳景琪老師進行在職訓練、入班指導
＊中和志願服務隊至中心義剪
＊慈濟師姐至中心進行義工服務

98年4月98年4月
＊消防急救訓練
＊景文技術學院參訪
＊智光商職園遊會邀請學童參加
＊與怡和醫院合作服務醫師至中心為學童看診
＊北縣三峽兒童健康發展中心學童受邀參加表演開幕式
＊竹林中學參訪
＊國泰人壽ㄧ日志工服務
＊東吳大學幼幼社攜幼活動-搓湯圓
＊語言治療師陳景琪老師進行在職訓練、入班指導
＊致理技術學院參訪

98年5月98年5月
＊學童入小學評鑑安置會議
＊中和志願服務隊至中心義剪
＊能仁家商社團服務
＊東吳大學幼幼社社區適應活動-魚中魚水族館
＊慈濟聯誼活動-學童受邀參觀
＊台北醫院怡和醫院醫師至中心為學童看診
＊國泰人壽ㄧ日志工服務-頂好超市
＊親子活動一日遊-宜蘭.蘭陽智能發展學苑

98年6月98年6月
＊能仁家商社團服務
＊北縣輔具中心為學童進行評估及申請輔具
＊東吳大學幼幼社至中心舉辦慶生會
＊中心學童慶生會-麥當勞
＊親職講座-林芳蘭治療師「音樂治療」
＊國泰人壽ㄧ日志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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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98年1月份98年1月份

陳化育 2,000

明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鍾豪 1,500

鍾琳 1,500

林月貞 1,200

陳淑芬 100

陳漢輝 2,000

謝嘉晉、陳富甄 200
台北市民眾服務社
(編號：48854131) 15,000

陳俞蓁 500

廖秀雅 1,800

何佩珊 1,800

何奇峰 1,800

葉羅阿春 3,000

何永得 50,000

南山福德宮 50,000

林展吉 500

林暉欽 500

張溫蘭 200

何昇陽 100

王永興 15,000

段義龍 1,000

邱勝旺 1,000

鄭維宏 2,000

林雅雲 1,000

98年2月份98年2月份

江炳桔 5,000

許聖玉 1,000

吳悅慈 500

莊文萍 100

林秀燕 500

法!師 1,000

莊文潔 100

曾美玲、張順棋 2,000

許秀佩 1,000

謝嘉晉、陳富甄 200

徐嘉宏 10,000

曾宣凱 500

陳淑芬 100

98年3月份98年3月份

江明華 300

施金蓮 300

姚惠珍 200

黃阿玉 200

龔桂蘭 200

李金泉 200

周貴良 200

陳寶娥 200

黃菊枝 200

郎于瑱 200

吳悅慈 500

許舒涵 5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陳漢輝 2,000

曾美玲 1,000

葉羅阿春 2,000

鍾琳 1,500

鍾豪 1,500

黃陳錢 100

林秀燕 200

莊文萍 100

莊文潔 100

李美玲 200

李美玲 200

98年4月份98年4月份

陳淑芬 100

鍾琳 1,500

鍾豪 1,500

許舒涵 600

林秀燕 200

吳悅慈 500

林文興 1,000

莊文潔 100

李昇峰 1,000

吳豐山 10,000

趙榮耀 10,000

陳瑞周 3,600

林秀玲 3,600

侯朝翔 1,000

張雅敏 2,000

廖清芳 800

姜維君 5,000

竹林中學愛心社 2,000

趙長瑩 1,000

許麗珠 1,000

何佩茹 500

何佩庭 500

葉羅阿春 2,000

毛菁華 1,200

98年5月份98年5月份

王芳夫 1,000

陳淑芬 100

何昇陽 1,000

張素蘭 400

林秀燕 500

莊文萍 100

吳悅慈 500

林建輝 500

陳漢輝 2,000

林文聰 1,000

鍾豪 1,500

鍾琳 1,500

莊文潔 100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基
金會 500,000

陳化育 1,000

陳徐明嬌 1,0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陳淑芬 100

98年6月份98年6月份

葉羅阿春 1,000

許舒涵 500

鍾琳 1,500

鍾豪 1,500

林梅蘭 300

黃慧君等人(國泰志工) 2,000

莊文潔 100

江明華 300

施金蓮 300

陳淑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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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500

600

200

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助學金

指定捐款

捐款人（團體） 金額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98年度上半年捐款芳名錄（依日期排列）98年度上半年捐款芳名錄（依日期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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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張雁涵小姐-1000元（柔柔）
    何佩珊小姐-500元（小哲）
    林建輝先生-1000元（萱萱）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全體員工
　　　　2000元（阿泰、萱萱）

2月 張雁涵小姐-1000元（柔柔）
    何佩珊小姐-500元（小哲）
    林建輝先生-1000元（萱萱）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全體員工
　　　　2000元（阿泰、萱萱）

3月 張雁涵小姐-1000元（柔柔）
    何佩珊小姐-500元（小哲）
    林建輝先生-1000元（萱萱）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全體員工
　　　　2000元（阿泰、萱萱）

4月 張雁涵小姐-1000元（柔柔）
    何佩珊小姐-500元（小哲）
    林建輝先生-1000元（萱萱）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全體員工
　　　　2000元（阿泰、萱萱）

5月 張雁涵小姐-1000元（柔柔）
    何佩珊小姐-500元（小哲）
    林建輝先生-1000元（萱萱）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全體員工
　　　　2000元（阿泰、萱萱）

6月 張雁涵小姐-1000元（柔柔）
    何佩珊小姐-500元（小哲）
    林建輝先生-1000元（萱萱）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全體員工
       2000元（阿泰、萱萱）

【＊內容若有錯誤歡迎來電告知更改】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品

98年1月份98年1月份

褚正秋 白米壹佰斤

楊悼雄 米拾貳公斤

羅瑞楊 米拾貳公斤

羅瑞鑫 米拾貳公斤

林育助 米拾貳公斤

許芳釀 米拾貳公斤

鄭時雄 米拾貳公斤

顏阿炎 米拾貳公斤

葉振國 米拾貳公斤

陳楷模 米拾貳公斤

王新居 米拾貳公斤

王筱云、王禹傑 衛生紙肆包

王金生 衛生紙參包

王許甜 刀削麵貳包

新希望基金會
餅乾拾箱、鼓粉壹箱、球
肆個

張凱翔 香皂乙袋

普庵宮 米參佰斤

三聖宮

白米壹佰斤、麵條伍拾斤、鉻
果餅乾壹袋、米!壹袋、方塊
酥壹袋、玉米捲壹袋、香格餅
壹袋、肉醬貳箱、味全罐頭陸
箱、福旺壹箱

羅春華、李坤林 米玖公斤

善心人士 白米伍拾斤

許舒涵 消費券壹仟捌佰元正

徐靖涵 消費券陸佰元正

許捷函 消費券陸佰元正

徐詩涵 消費券陸佰元正

梁杏珍 消費券壹仟捌佰元正

徐廣峰 消費券壹仟捌佰元正

趙俐雯 消費券參仟陸佰元正

何信賢、許淑珠 消費券柒仟貳佰元正

何佩茹 消費券參仟陸佰元正

何佩庭 消費券參仟陸佰元正

陳坤嶼、陳炳樺 消費券陸佰元正

許惠敏 消費券壹仟元正

曾育紋 消費券壹仟元正

湯乃孋 消費券陸佰元正

吳青芬 消費券貳佰元正

陳淑霞 消費券貳佰元正

陳化育 消費券貳仟元正

鄭連燦 消費券參仟陸佰元正

陳拓成 消費券參仟陸佰元正

李純貞 消費券壹仟元正

彭憶雯 消費券壹仟元正

游慧玲 消費券貳佰元正

善心人士 消費券壹仟貳佰元正

林展吉 消費券伍佰元正

林暉欽 消費券伍佰元正

曾明朗、曾鄭滿 消費券肆佰元正

林雪昭 消費券貳佰元正
張順棋、曾美玲、
張純瑜、張純瑄

消費券陸佰元正

何昇陽 消費券柒佰元正

王思雅、王思穎 消費券參仟陸佰元正

98年2月份98年2月份
游舜福、游亦
弘、謝月泠

消費券壹仟伍佰元正

謝帛江 消費券伍佰元正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品

蘇文耀 消費券伍佰元正

蘇導民 消費券伍佰元正

黃菊枝 消費券伍佰元正

陳昭華 消費券伍佰元正

許ㄧ琪 消費券伍佰元正

陳敏華 消費券貳佰元正

陳信華 消費券貳佰元正

陳弘華 消費券貳佰元正

許百儀 消費券貳佰元正

許韶茹 消費券貳佰元正

許韶婷 消費券貳佰元正

許韶娉 消費券貳佰元正

許子湘 消費券貳佰元正

張定澤 消費券貳佰元正

羅建龍 消費券貳佰元正

陳寶蓮 消費券貳佰元正

侯崇真 消費券貳佰元正

古仁雄 消費券貳佰元正

羅英妙 消費券貳佰元正

秦老師 消費券貳佰元正

黃進春 消費券貳佰元正

李秋蘭 消費券貳佰元正

李木全 消費券貳佰元正

麗琪 消費券貳佰元正

王瑞芝 消費券貳佰元正
徐詩涵、邱建
寶、邱俞瑄

消費券陸佰元正

許呂素琴 消費券參仟元正
許舒涵、徐靖
涵、許捷涵

消費券參仟元正

李佳玲、李俊緯 消費券伍佰元正

梁棟宇 消費券伍佰元正
財團法人台灣省
城隍廟

百米參佰斤、餅乾壹批

土城承天禪寺
米大包壹包、中包玖包、小
包拾捌包、油肆瓶、冬粉壹
箱、餅乾壹批、水果壹批

王博志 活益菌貳箱

善心人士 米50斤

98年3月份98年3月份

王博志 調味乳

王博志 調味乳貳箱

賴睿閎 米伍拾公斤

皇天宮 參包餅乾、壹包米
張進東、劉奕
壯、張均裕、魏
月嬌、鄭嘉雯

米壹佰斤

陳昭華
捐贈發票參佰玖拾貳張
(1、2月)

林芥國 米!公斤陸包
財團法人礦工兒
子教育基金會

「我愛團團園園書貳拾陸
本

吳惠琪
視覺幾何響叮噹壹箱、高爾
夫組貳箱、不倒翁氣球壹
箱、帽子壹箱

臺北縣慈蓮慈善
會

食物乙批

羅春華、李坤林 油壹瓶

華德禪寺

豆腐乳壹罐、金棗壹瓶、何首
乾壹罐、花生糖壹罐、砂糖肆
胞、米粉伍包、鹽壹箱、紫菜
壹袋、醋肆瓶、米拾捌公斤貳
包、米肆包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品

98年4月份98年4月份

曾招治 米拾捌公斤

曾國林 米拾捌公斤

吳金麗 米拾捌公斤

黃政材 米伍拾公斤

賴睿閎 米伍拾公斤

陳淑美 衣服乙批

蔡富鵬 米壹百公斤
財團法人台灣省
城隍廟

米貳百公斤、餅乾參箱

社團法人臺北縣
濰精慈善會

鞋子柒拾陸雙、吹泡泡柒
拾貳小包、拼圖貳拾肆片

98年5月份98年5月份

陳淑美 衣服乙批(共肆件)

張進東 米伍拾斤

賴睿閎 米伍拾公斤

周秀莉 消費券貳佰元正

鄭先生 米伍拾斤

承天禪寺
米、水果、米粉、油、乾
貨、餅乾乙批

黃政材 米壹佰斤

財政部台灣省北
區國稅局中和稽
徵所

3至4月發票肆仟張、3至4
月發票柒拾柒張、3至4月
發票壹佰零貳張、3至4月
發票伍拾!張、5至6月發票
壹佰張，發票共肆仟貳佰
參拾貳張

台灣省城隍廟 水果乙箱、米貳佰斤

楊巧雲 米伍佰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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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團體) 物品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品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品

98年度上半年捐物芳名錄（依日期排列）98年度上半年捐物芳名錄（依日期排列）

【＊內容若有錯誤歡迎來電告知更改】

公司行號及機關團體、個人 中獎金額

97年11至12月份中獎發票97年11至12月份中獎發票

財團法人臺灣省城隍廟 1,600 

許陳昭華 2,200 

小北百貨 2,200 

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4,000 

4,800 

中和地區農會
5,200 

7,600 

98年1至2月份中獎發票98年1至2月份中獎發票

財團法人臺灣省城隍廟 1,200 

小北百貨 1,600 

陳昭華 2,000 

能仁高級家事商職職業學校 4,200 

中和地區農會超市 5,800 

98年度上半年捐贈發票之中獎金額98年度上半年捐贈發票之中獎金額

為維持中心運作及推展早療業務，誠摯歡
迎學校機關團體、公司行號或個人提供
本中心發票箱設置地點或捐贈本中心發
票。
一張小小的發票或可以聚沙成塔，幫助需
要幫助的人

詳情請洽（02）2247-3769社工湯小姐

誠徵發票箱設立地點誠徵發票箱設立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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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第一步 從“教育”開始
∼扶幼助學 讓愛飛翔∼

　　為使貧困家庭能渡過每次繳交學費時的困境，中心徵求「扶幼助學之友」，採取固定助學

金捐款方式，以鼓勵孩子們向學接受療育。您每個月的助學金能幫助來自貧困家庭的兒童獲得

經濟補助、治療補助、教育補助、親職教育，育樂活動等。以「關懷中成長 溫暖中茁壯」的

理念，協助這群孩子就學與生活輔助，期使他們得以在無慮的環境之下穩定、快樂的成長。

　　本中心秉持一貫普及仁愛與無私奉獻的服務精神，多年來以穩健務實的步伐推展兒童關懷

與服務工作，得以累積經驗、奠定現階段服務方針與績效。然而，有鑑於大環境的衝擊，需要

協助的學童越來越多，這一群無助的兒童(小手)急需社會大眾(大手)的提攜、引導與鼓勵。

　　協助這群孩子及早接受療育，學習自立、自主，已是我們刻不容緩的共同課題與責任。我

們深信：每一份付出的愛心，將有如涓滴的源水，灌溉一粒粒希望的種子，假以時日，深植的

種子必將成長茁壯，回饋我們的社會。

捐助方式如下

(1)一對一指定助學金：

每月一次，固定捐助500元學費給中心家庭貧困的家庭學童，一對一長期幫助

他們，運用於學費、生活補助及接受療育課程。

(2)一對一指定助學金：

每月一次，固定捐助1000元學費給中心家庭貧困的家庭學童，一對一長期幫助

他們，運用於學費、生活補助及接受療育課程。

(3)一般助學金：

不定期捐助，金額不限的助學金，中心將會專款專用，協助中心扶助幼童工作

的推展。

1.郵政劃撥：帳號 12171959

2.跨行匯款：戶名-財團法人台北縣私立明新兒童發展中心

　　　　　　銀行-台北縣中和地區農會-中和錦和分部【行庫代號6060732】

　　　　　　帳號-111221 01276110

3.地址：中和市圓通路296巷31弄1號

  電話：（02）22473769

歡迎加入扶幼助學之友的行列

（皆開立收據以茲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