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1月份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 
黃郁真  1,000 
張家豪、張智淵  400 
廖國宏  500 
傅國澄、陳玉香  100 
陳漢輝  2,000 
林月貞  1,500 
陳聖達郎  1,000 
李純貞  1,500 
彭憶雯  1,500 
江炳桔  5,000 

106年2月份
黃郁真  1,000 
陳炳樺  600 
江明華  1,200 
蔣春壽  600 
蔣梁冬英  600 
蔣文峻  600 
蔣宥勝  600 
張秋文  600 
彭鳳嬌  600 
張志明  600 
黃春暉  600 
張仁傑  600 
陳昭華  1,600 
李榮文  2,000 
許北生  1,200 
南山福德宮  100,000 
張鳳娥  1,200 
陳俊豪  1,000 
張鳳娥  600 
游紅桃  1,200 
吳清榮  22,000 
秦欣嬨  600 
簡允睿        2,000 
蔡佳樺        4,000 

106年3月份
景文福德宮 6,000 
陳敏、王進尖  200  
澤芳國際同濟會  10,000  
貴賓旅行社  3,000 
李秉鈞  3,000 
張博硯  100 
黃郁真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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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上半年捐贈發票
之中獎金額

105年9、10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車場轉贈) 9,000
善心人士(台北101大樓停車場轉贈) 2,400 
善心人士(小北百貨轉贈) 1,200
善心人士(國稅局轉贈) 6,200 
善心人士(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1,000
善心人士         2,600
善心人士(小巨蛋停車場轉贈) 2,400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停車場轉贈)        3,200
善心人士(竹林高中轉贈) 800 

善心人士(民樂停車場轉贈)          200 
善心人士(中和稽徵所轉贈)          200 
善心人士(中和農會轉贈)          800 

105年11、12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轉贈)        2,400 
善心人士(台北小巨蛋轉贈)        2,800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車場轉贈)        3,200 
善心人士(中和稽徵所轉贈)          800 
善心人士        1,200 
善心人士(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1,200 
善心人士(小北百貨轉贈)        1,000 
善心人士(城隍廟轉贈(          800 
善心人士(國稅局轉贈)        2,400 
善心人士(中和農會超市)        1,800 

106年1、2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國稅局轉贈)        7,200 
善心人士(小巨蛋停車場轉贈)        4,600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轉贈)        4,400 
善心人士(台灣省城隍廟轉贈)          800 
善心人士(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1,200 
善心人士        2,800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停車場轉贈)        4,800 
善心人士(小北百貨轉贈)          600 
善心人士(中和農會超市轉贈)          800 

電子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中獎發票  400 

捐物證明(含二手捐物、發票…等)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轉贈105年11.12月發票 500張

岳洋股份有限公司轉贈105年11.12月發票 1,638張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轉贈106年01.02月發票 500張

岳洋股份有限公司轉贈106年01.02月發票 1,738張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轉贈106年03.04月發票 1,000張

新北市政府稅捐處-中和分處轉贈106年發票 9,300張

岳洋股份有限公司轉贈106年05.06月發票 1,728張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轉贈106年05.06月發票 500張

新北市政府稅捐處-中和分處轉贈106年03.04月發票 4,500張

劉國亮  1,290  
106年4月份

陳禮仙  500 
詹昭彰  500 
王公正  400 
吳輝誠  100 
林金寶  100 
范良楹  100 
陳俊宏  100 
張榮華  100 
王志福  100 
林昌生  100 
楊崇宏  100 
陳信榮  100 
張玉謙  100 
戴金火  100 
李安智  100 
黃義宗  100 
鍾良鑫  100 
蔡欽本  100 
蘇慶瑞  100 
江元益  100 
宋承駿  400 
高根旺  100 
李東隆  100 
蕭志能  100 
張｢煙  100 
馬致強  100 
李志傑  100 
張維政  100 
劉耀武  1,000 
吳文琳  1,000 
蔡智偉  1,000 
魏綸洪  1,000 
蔡宗明  100 
蔡宗明  300 
黃宗錦  1,000 
王翠蓉  500 
謝明勇  500 
藍春得  500 
朱建興  500 
江元德  1,000 
曾金崙  1,000 
許垂彬  1,000 
陳村林  1,000 
林典常  200 

陳彥斌  100 
陳芳萍  100 
黃國書  1,000 
林兆童  500 
高錫楹  1,000 
謝福富  3,000 
孔偲齊  200 
吳俊達  100 
盧昱瑜  100 
善心人士  400 
黃勝隆  100 
林明錄  100 
江衍立  200 
沈享通  200 
黃郁真  1,000 
張家豪、張智淵  400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
基金會  400,000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金樹
慈善基金會  350,000 

106年5月份
何宗翰  2,010 
新北市聖義慈善會  5,000 
新北市洗衣商業同業公會 3,000 
王輝生  500 
吳瑞萍  500 
王皇奇  500 
王善  500 
張家豪、張智淵  800 
吳鴻材  2,000 

陳漢輝  2,000 
黃郁真  1,000 
烘爐地南山福德宮  100,000 
承毅建設有限公司  10,000 
陳珍儀  10,000 
善心人士  4,200 
貴賓旅行社  3,000 
張敏華  2,500 
善心人士  20,000 

106年6月份
吳紫綈、吳宥妤(捐助冷氣)  700 
財團法人勤勞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38,142 
游鎰安  3,000 
張家豪  300 
江炳桔  5,000 
Bird Onole  800 
許秀佩  1,000 
黃郁真  1,000 
善心人士  100 
高宥楹  300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3,950 
財團法人正隆關懷兒童
基金會  10,000 
劉湘綺  2,000 
段家如(捐贈冷氣)  3,000 
江淑雲  10,000 
簡懋彥  6,000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祥芋粥品 食物壹批
洪玉霞闔家 蘿蔔、刈菜、醬油、米粉

各壹袋
葉家明、葉瑜興 白米40斤、關廟麵一袋
張｢重 刈包一袋、花生粉
台北市三聖宮 白米300斤、關廟麵1箱、

泰山沙拉油1箱(24罐)、
醬油蠔油各1箱、豆皮4
包、麵筋1袋、豆輪1箱、
餅乾1袋、孩童衣1袋、玩
具1批

富爸爸手工食品 水餃400粒
超香食品有限公司 芋頭捲30個
善心人士 關廟麵壹箱
林秀枝 油2桶
喜園窗簾布(有)公
司

白米參拾公斤

中和玄濟會 麵條50包、沙拉油36罐
余顓溫 牛奶、豆漿、多多一批
全家中和國華店 物資壹批
陳昭宏 物資壹批
張家榮 物資壹批
社會人士 物資壹批
張家榮 物資壹批
社會人士 物資壹批
中和中興福德宮 密麻花捲、米｢4箱
B U R T O N 
SNOWBOARDS

MB CROWN BONDED 
FZ PO 98 PCS

超香食品有限公司 米饅頭72個
善心人士 麵 線 1 箱 、 不 飽 和 油 2 4

罐、冬粉5斤24包、2級砂
糖100斤、黑醋10桶

江旻芬 物資壹批
許敏輝 年糕壹袋
鄒貴藤 橘子壹袋
陳家驊 水餃玖佰顆
超香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薑黃蔓越莓饅頭3個、刈
包10個

善心人士 關廟麵1箱
花綸美睫 味味麵60包、魚罐頭30罐
林秀枝 油一桶
中和福祥宮 餅乾5箱、麵條1箱
長裕欣業股份有限
公司

物資(尿布、罐頭、清潔
用品、麵)一批

新北市點亮小蠟燭
關懷協會

物資(尿布、罐頭、清潔
用品、麵)一批

善心人士 襪子3雙
江秘芳 襪子6雙
廖雪君 襪子6雙
詹光民 襪子9雙
劉美蓮 襪子9雙
社團法人屏東縣慈
善團體聯合會

荷頓1-3歲奶粉1箱、嬰兒
尿布XL2箱、嬰兒尿布L2
箱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
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紙本發票520張、電子發
票133張

全家中和圓峰店 襪子29雙、水餃2包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
徵處中和分處

發票2400張

林修平 蚵仔麵線(大)20碗
李碧惠、李振嘉、
李妍樂、李禹萱

白米50斤

景文福德宮 白米150斤
張淳嘉 物資壹批(蛋糕、牛奶)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陳炤廷 物資壹批(蛋糕、牛奶)
全家便利商店中和
國華店

物資壹批(蛋糕、牛奶)

柳亭宇 養生麵條20斤
金正好吃 麵線18碗
中和區公所新巴士 發票663張
林秀枝 白米50斤
全家中和凌雲店客
人

襪子捌組

吳麗虹 襪子壹組
張家榮 物資壹批(蛋糕、牛奶)
社會人士 物資壹批(蛋糕、牛奶)
謝淑娥 生乳捲原味壹條
全家中和凌雲店客
人

生乳捲原味貳條

維京女王早午餐店 早午餐三明治28份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
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實體發票959張、無實體
發票15張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城隍廟

麵筋1包、米粉1箱、醬油
1箱、餅乾10箱、水果1
箱、薏仁5斤、素包子壽
桃1箱

、麵線57包、礦泉
水 1 0 箱 、 麵 線 5 7
包、麵條21包
何秋月 蛋糕4條
莊昱宏 蛋糕1條
江沁芳 蛋糕1條
客人捐贈 蛋糕1條
楊中明 沙拉油一桶
超香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桂箱竹筍包30個、芋頭捲
50個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
徵處中和分處

實體發票5000張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
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實體發票366張、無實體
發票8張

全家便利商店中和
圓峰店

襪子5組、水餃3包

善心人士 金連春長秈米40斤
社會人士 物資壹批(蛋糕、關東煮)
張家榮 物資壹批
張淳嘉 物資壹批(蛋糕、關東煮)
陳昭宏 物資壹批(蛋糕、關東煮)
陳炤廷 物資壹批(蛋糕、關東煮)
樑家毓 物資壹批(蛋糕、關東煮)
良心店家愛心專區 兒童節文具禮品25份
蔡榮雲 物資壹批(蛋糕、關東煮)
劉秀玉 養樂多30瓶
李碧惠、李振嘉、
李妍樂、李禹萱

白米50斤

全家便利商店中和
凌雲店客人

生乳捲壹條

何奇峰 空氣清淨機一台
長裕欣業股份有限
公司

物資壹批(衛生紙、沐浴
斤、阿華田)

善心人士 金蓮春香米40斤
中和金山禪寺 麵一箱、草菇3箱、米200

斤
善心人士 長秈米40斤
林秀枝 油壹桶
呂學宗 物資壹批(餅乾)
陳昭廷 物資壹批(餅乾)
陳昭榮 物資壹批(餅乾)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全家便利商店中和
國華店

物資壹批(餅乾)

李碧惠、李振嘉、
李妍樂、李禹萱

白米50斤

全家便利商店新店
安民店

襪子30組

新北市聖義慈善會 衛生紙2箱壹袋
台灣省城隍廟 餅乾5箱水果3箱
張鈞裕 壽司米50斤
全家便利商店中和
福美店

物資壹批(肉粽)

張家榮 物資壹批(肉粽、包子)
社會人士 物資壹批(肉粽、包子)
全家便利商店中和
國華店

物資壹批(肉粽、包子)

王主宇藝術事業有
限公司

物資壹批(肉粽、包子)

林東立 物資壹批(肉粽、包子)
台灣省城隍廟 醬油5箱、麵筋1包、玉米

醬1箱、素排骨酥1包、米
粉1箱、關廟麵1箱、角螺
5包、麵條5箱、金茸罐頭
1箱、水果2箱、素包子50
個、摩訶楊桃60個

全家便利商店中和
安樂店

棒棒糖100支

劉美蘭 蛋糕2盒
彭建福 蛋糕2盒、襪子10雙
全家便利商店中和
南勢角店

舒潔衛生紙10串

全家便利商店中和
中興店

肉粽3盒

張敏華 全聯參千元禮卷
社會人士 物資壹批(關東煮、礦泉

水)
楊子英 沙拉油1桶
楊子惠 沙拉油1桶
楊仁達 沙拉油1桶
善心人士 金連春長秈米40斤
李碧惠、李振嘉、
李妍樂、李禹萱

白米30公斤

台灣省城隍廟 水果4箱、冬粉1袋、綠豆
10斤、紅豆10斤、蛋糕
30個、豆捲3包、排骨酥
1包、素碎肉3包、醬油2
箱、包子20個

全家便利商店中和
國華店

物資壹批(關東煮、礦泉
水)

善心人士 金蓮春長秈米40斤
林秀枝 白米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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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上半年捐物芳名錄(依日期排列)

助學金指定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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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家如1-5月份 22,000
謝東欽4-5月份 4,000
謝宏恩4-5月份 4,000
黎高興 1-6月份 12,000
楊瀅潔 1月份 10,000
夏瑞蘭 4月份 10,000
黃郁真 1-6月份 6,000
陳景美 1月份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