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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下學期捐款捐物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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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物證明(含二手
捐物、發票…等)

各界捐款人(團體) 金額

109年7月

林永昌 1,000 

陳正忠 7,500 

姜秋月 500 

曹秀琪 1,000 

曹玉汝 500 

黃郁真 1,000 

李碧惠、李妍樂 600 

謝振宗 4,800 

李宜璟 1,200 

簡志聰 20,000 

許清恭 10,000 

魏文彥 3,000 

鄭青長 8,000 

徐羽蓁 500 

吳惠玲 5,000 

陳漢輝 2,000 

黎煥堂 1,000 

吳昀庭 1,000 

黎煥堂 1,000 

邱晟晉 1,500 

黎煥堂 1,000 

黃郁真 1,000 

湯乃孋 3,700 

109年8月

酒窩專屬商城 1,000 

林永昌 1,000 

劉人方 1,200 

張志明 600 

張仁傑 600 

善心人士 3,000 

姜秋月 500 

曹清潭 500 

新北市光明獅子會 27,000 

李碧惠、李妍樂 600 

陳漢輝 3,000 

吳昀庭 1,000 

黃郁真 1,000 

陳炳樺 600 

邱晟晉 1,500 

廖國宏 500 

黃嬌姿 600 

財團法人台灣一心齋淨
宗教育協會

20,000 

凰玄宮 3,000 

吳惠玲 5,000 

陳孟婕 2,000 

109年9月

酒窩專屬商城 1,000 

陳美雲 500 

新北市休閒運動協會 5,000 

陸羽悅 400 

MIT國際科學園區管理
委員會

10,000 

趙育辰、趙家慶 10,000 

李碧惠、李禹萱 600 

游慧玲 3,200 

吳昀庭 1,000 

黃敬恩 500 

陳湘傳 1,000 

賴思仿 1,000 

陳漢輝 2,000 

李義雄 300 

陳聖達郎 1,000 

姜秋月 500 

黃郁真 1,000 

吳惠玲 5,000 

賴志芳、湯乃孋 30,000 

黃徐梅 100 

黃逢榮 100 

張碧娥 100 

黃郁雯 100 

邱晟晉 1,500 

江柄桔 5,000 

烘爐地南山福德宮 100,000 

109年10月

酒窩專屬商城 1,500 

林永昌 1,000 

陳正忠 1,000 

戴珍娣 2,800 

社團法人台灣一心齋淨
宗教育協會

20,000 

黎煥堂 1,000 

李碧惠、李妍樂 600 

姜秋月 500 

黃郁真 1,000 

呂秋慧 25,000 

黎煥堂 1,000 

楊芝寧 115 

蔣栩紋 115 

張博硯 100 

吳昀庭 1,000 

財團法人感恩聖仁社會
福利慈善基金會

60,000 

邱晟晉 1,500 

廖國宏 500 

財團法人慶寶勤勞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1,124 

新北市完美關懷育幼慈
善協會

30,000 

109年11月

酒窩專屬商城 1,000 

楊芝寧 115 

新北市中和區關懷鄉里
協會

5,000 

李碧惠、李妍樂 600 

姜秋月 500 

凰玄宮杜月慧 2,000 

碧湖社區發展協會 1,000 

簡承盈 3,000 

林永昌 1,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許
王秀英慈善福利事業基
金會

500,000 

李慧英 3,000 

曹綺年 3,000 

黃郁真 1,000 

吳昀庭 1,000 

陳俞方 500 

楊宗儒 500 

陳漢輝 2,000 

丹攝影修圖設計工作室 5,000 

陳郁璇 1,000 

善心人士 2,000 

善心人士 2,500 

善心人士 2,000 

邱晟晉 1,500 

曹舜評 500 

吳惠玲 5,000 

社團法人中華陽光社會
福利服務協會

5,000 

Tanya李若潼 2,000 

魅麗舞髮黨 2,000 

紫崗工作室 3,000 

善心人士 2,000 

財團法人何公天超教育
基金會

50,000 

109年12月

善心人士 2,100 

公益信託王長庚社會福
利基金會

594,000 

陳淑芬 500 

李碧惠、李禹萱 600 

財團法人台新銀行公益
慈善基金會 

20,000 

林永昌 1,000 

善心人士 10,000 

新北市兒童關懷協會 6,000 

姜秋月 500 

李芝宇 3,000 

連城獅子會 16,000 

財團法人台新銀行公益
慈善基金會 

80,000 

黃郁真 1,000 

簡懋彥 6,000 

財團法人張添永慈善基
金會

100,000 

吳昀庭 1,000 

凰玄宮杜月慧 2,000 

凰玄宮杜櫻菊 2,000 

王木塗 2,000 

王吳員 2,000 

王秀雄 2,000 

陳安葶 115 

陳安葶 115 

邱晟晉 1,500 

錦和國小家長會 6,666 

善心人士 100 

吳惠玲 5,000 

張智淵、張家豪 2,100 

徐錦堂 30,000

徐居培 30,000

財團法人幼幼社會福利
慈善基金會

10,0000

110年1月

酒窩專屬商城 168 

酒窩專屬商城 2,000 

吳宗麒    1,000 

陳淑芬      500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
級中學附設小學部

60,000 

李碧惠、李振嘉     600 

吳惠玲  10,000 

林月貞 2,000 

阮美霜 2,600 

凰玄宮杜月慧 2,000 

黃郁真 1,000

109年7月份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03、04月發票92張
家人手工水餃 手工水餃200顆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壹批

109年08月份
家人手工水餃 手工水餃200顆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壹批

109年09月份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07、08月發票1000張
家人手工水餃 手工水餃200顆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壹批

109年10月份
家人手工水餃 手工水餃200顆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壹批

109年11月份
家人手工水餃 手工水餃200顆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09、10月發票500張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壹批

109年12月份
 家人手工水餃  手工水餃200顆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09、10月發票500張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壹批

110年1月
家人手工水餃 手工水餃200顆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統一發票5,366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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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發票之
中獎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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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淑惠（109/10-12） 36,000
黎高興（109/7-110/1） 14,000
黃郁真（109/7-110/1） 7,000
陳正忠 (109/11~12) 4,000
許麗珠（109/7-110/1） 3,500
陳景琪（109/7-110/1） 11,400
徐廣峰（109/7-110/1） 1,400
徐雅婷（109/7-110/1） 1,400
鄭人豪（109/7-110/1） 1,400
許舒涵（109/7、12） 1,000
湯乃孋（109/7-110/1） 700
楊佩純（109/7-110/1） 700
羅婷（109/7-110/1） 700
張麗玲（109/7-110/1） 700
李嘉虹（109/7-110/1） 700
蕭羽菱（109/7-110/1） 700
王君琪（109/7-110/1） 700
徐靖涵（109/7） 500
李品寬（109/11） 500
呂翠琴（109/12） 400
陳真華（109/11） 300
趙光莉（109/11） 300
戴安婕（109/11） 300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許寧娟 水餃10包

全家福 白米30斤

楊子惠 葵花油2瓶

林忠雄 葵花油2瓶

沈麗娟
1.5公斤白米10
包、孔雀餅乾12
包

蕭惠華 1.5公斤白米6包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身障關懷協會

蘋果13顆(水果1
箱)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
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附設大同育幼院

空心菜40斤

三 商 美 邦 人 壽
11770通訊處

紙 尿 布 8 箱 ( 4 0
包 ) 、 濕 紙 巾 8
箱 、 洗 手 乳 3 0
瓶、漂白水30瓶

正隆(股)份有限公
司 

動物大冒險記憶
配對卡10組

侑祥興業有限公司
奶黃包1箱、燒賣
1箱

李仁凱、李佩玲、
李霽恩、李庭昊

三倍券6000元整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
立金樹慈善基金會

餅乾1箱

吳淑雲
仙草1桶、愛玉1
桶

陳玉玲
仙草2桶、愛玉2
桶

兆群律師事務所 1.5公斤白米4包

洪致中、林珈安 餅乾3盒

何宗庭
蘋果1箱、黃金奇
異果1箱

吳淑雲 木瓜1箱

全家福
白米20斤、沙拉
油2瓶

財團法人新北市瑞
三礦業公司社會福
利基金會

禾 聯 冷 氣 H W -
GL50 1台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身障關懷協會

芭樂4箱(40個)

社團法人新北市五
聖靈濟修緣會

滿天星餅乾60包

詹子濬 1.5公斤白米20包

吳梓瑀 1.5公斤白米4包

陳玉玲
仙草2桶、愛玉2
桶

黃琳涵
仙草1桶、愛玉4
桶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吳淑雲
仙草1桶、愛玉1
桶

蕭惠華 愛玉3桶

詹紫翔
杏仁餅2盒、蛋捲
1盒、PoLi蛋捲1
盒、乖乖12包

易清和
樂事餅乾1箱(12
包)

易清正
樂事餅乾1箱(12
包)

合家平安 白米30斤

陳世榮董事長 空氣清淨機1台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
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附設新北市大同育
幼院

3.3公斤洗潔精2
罐、OK蹦3捲

正隆廣場全體住戶

米16小包、20斤
米1包、麵條1大
袋、米粉1大袋、
飲 料 5 箱 、 沙 拉
油3瓶、餅乾3大
袋 、 雜 糧 罐 頭 1
箱、水果1箱

凰玄宮 普渡供品70份

承天禪寺
白米30斤、油1
箱、雜糧1箱、餅
乾3箱、飲料2箱

財團法人台灣一心
齋淨宗教育協會

白米50斤2包、
大悲咒水1箱

財團法人正隆關懷
兒童基金會

蒲 公 英 環 保 抽
取衛生紙100抽
1 0 箱 、 褲 型 男
XL(38片x3串)-境
內版5箱

中和鳳天宮
白米60斤、麵2
箱

天鳳宮
白米100斤、醬
油6瓶、油6罐

金山財神廟慈善會 物資1批

永和區保福宮

白 米 5 斤 3 大 包
(21小包)、泰山
料理油2公升24
瓶 、 四 季 醬 油
(1600c.c.)24瓶

凰玄宮杜月慧 水餃20盒

楊人達 白米20斤

中華民國身障關懷
協會

蘋果2箱

皇瑤宮
香蕉1串、木瓜4
個、橘子19個、
柳丁23個

鳳天宮
白米100斤、麵2
箱

全家福 白米20斤

龍天慈善公益協會
濕紙巾10箱、潔
廁劑5箱、電風扇
1個、牙刷架3個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孫寶蓮 白米100斤

凰玄宮杜櫻菊 水餃20盒

彭怡心 水餃1包

蕭怡萍 水餃1包

邱舒瑜 水餃4包

洪致中 水餃1包

劉慧雯 水餃1包

吳淑雲
水餃1包、黃番茄
1箱、柳丁1箱

何宗庭
水餃2盒、甜柿1
箱

全家福 白米20斤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身障關懷協會

芭 樂 4 箱 、 優 格
12杯、幼童口罩
12盒

全家福 白米20斤

張芯芹 手工餅乾1盒

財團法人正隆身障
關懷協會

蒲公英環保衛生
紙 1 0 箱 、 尿 布
XL5箱

全家福 葵花油3箱

中和中興福德宮 白米100斤

全家福
素蠔油4瓶、沙拉
油2瓶

善心人士 白米30公斤8包

吳淑雲
番茄1箱、火龍果
1箱

何宗庭 柳丁1箱

簡瑞斌 餅乾3袋(7.5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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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兒推車1台、搖
籃椅1台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身障關懷協會

水果4箱、香瓜4
個、木瓜7個、哈
密瓜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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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 童 口 罩 2 5 包
(150個)

葉美妗 長米100斤

吳榮坤 白米1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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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兒推車1台、搖
籃椅2台

109年1、2月份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停車場轉贈） 2,000
善心人士（台北國稅局稽徵處停車場轉贈） 

1,600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車場轉贈） 1,200
善心人士 1,000
善心人士（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600
善心人士（中和地區農會超市轉贈） 600
善心人士（景新立體停車場轉贈） 400
善心人士（台北小巨蛋停車場轉贈） 400
善心人士（台北101停車場轉贈） 200
善心人士（台灣省城隍廟轉贈） 200                                                               

善心人士（民樂停車場轉贈） 200

109年3、4月份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停車場轉贈） 2,800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車場轉贈） 1,800
善心人士 800
善心人士（國稅局台北稽徵處轉贈） 800
善心人士（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600
善心人士（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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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城隍廟轉贈） 200                               

109年5、6月份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 1,800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車場轉贈） 1,400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停車場轉贈） 1,000

善心人士（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800
善心人士（民樂停車場轉贈） 400
善心人士（中和地政營業所轉贈） 400
善心人士（景新立體停車場轉贈） 400                                                               
善心人士（中和地區農會超市轉贈） 200

108年7、8月份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 1,800

108年9、10月份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 2,100

感謝善心人士（全家便利商店轉贈）

之物資一覽表

全家便利商店中和新實店 水餃4包、肉粽8盒

全家便利商店永和保安店 1.5公斤白米6包

全家便利商店中和佳和店 

便利經濟2組、義美水餃10包

全家便利商店中和員山店 全家祈福箱伍箱

全家便利商店中和佳和店 極鬆餅90個

全家便利商店永和民有店 

1.5公斤白米1包、罐頭4罐、醬油1瓶、

紫菜湯1包、麵條5包、米粉1包、

調理袋2包、孔雀餅乾2個

全家便利商店永和水悅店 湯圓62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