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療育兒童學前融合教育推動計畫－

　　　　最珍貴的ㄧ堂課「愛」
　　中心近年為落實以「融合為基礎」的早期療育，提升學前融合教育品質，一直

與鄰近幼兒園合作，不斷推動及辦理融合教育相關活動，今年則特別感謝財團法人王

詹樣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提供贊助支持，與佳南幼兒園進行一連串密集式的融合教

育活動，在教授及老師的引導下我們一起認識新朋友、一

起唱歌、一起動動身體、一起團隊合作玩遊戲，一起實踐

「愛」的功課。透過二校融合教學互動中，彼此學習愛與

接納，幫助我們的寶貝跨越成長環境的阻礙，更培養孩子

從小有一顆善良又柔軟的心，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

責任，心裡除了滿滿感動外，更希望透過計畫讓更多人看

見融合教育的重要，同心的力量就能幫忙更多孩子看見希

望，照亮點點亮光。

印刷品：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明新兒童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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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辦理早療社區巡迴篩檢活動今年已經第12年，感謝多年來中

國信託慈善基金會的支持與熱情贊助推動，讓中心能夠持續不斷的宣

導早療訊息給社會大眾和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孩子和家庭，共同認識關

心孩子的發展重要性。而為了更有效掌握在地化、社區化及提升專業

度，也陸續與各區醫院、診所、公共托育中心、保母系統、國稅局、

幼兒園、里長…等不同資源單位共同合作辦理，提供政府相關福利資

訊，保母系統攤位提供福利親職教育及宣導育兒知能，促成多元化服

務之相關活動，另外也與專業驗光師團隊合作提供視

力檢查及疑問諮商，讓民眾能了解最新相關資訊，期

望「早期發現、早期介入」的理念能夠更加落實。

新莊臺北醫院語言篩檢

聘請專業治療師團隊合作辦理

職能治療師篩檢

新北市早期療育社區巡迴闖關篩檢服務

雙和醫院場次現場民眾踴躍參與
汐止七星居家托育中心合作辦理

感謝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贊助篩檢活動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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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正隆關懷兒童慈善基金會捐贈物資
感謝台新銀行贊助融合計畫

106年績優身障福利機構評鑑表揚

中和國稅局聖誕報佳音

土地銀行捐贈水果

感謝環球購物中心一日志工聖誕活動 感謝新北市慈善會愛心慰問關懷

感謝中和區青年工作
會聖誕節帶來滿滿的

祝福和禮物

韓國公務團體參訪
感謝中和國中志工活動

入國小準備體驗營

感謝KPMG玩聚窩一日志工活動

親子活動陽明山一日遊



    非常感謝金樹慈善基金會一直不斷的給與中心非常多的

支持與幫助，在歲末年初的時候，也舉辦了二場公益活動，

並將愛心捐款捐助於中心和其他社福單位，活動分別是「聖

誕台灣味 一個銅板，一份愛」，以及「您捐血 我捐助，熱

血溫暖咱ㄟ社會」，中心也受邀到現場設攤，進行早療宣

導，各攤愛心贊助的商家也都準備了豐富的美食和獎品，深

刻感受到來自社區民眾及各界志工滿滿的活力與熱情。中心

與金樹慈善基金會在因緣際會下，結下了這份得來不易的緣

份，從合作的過程當中，感受到基金會不只善盡社

會企業責任，全體員工也都實際身體力行參與各項

活動的規劃執行，對於每一份環節的用心是十分值

得學習，也因為金樹基金會的這份關懷，讓更多需

要幫助的

孩子和家

庭獲得協

助，並在

可 能 的

將 來 回

饋社會，懷著感恩的心，開啟這份善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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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熱情與愛心，加速連結 

　　　　為需要的人，點亮更多希望
感謝金樹慈善基金會贊助

董事長致贈當天慈善義賣活動捐款

邱烽堯議員、董事長、執行長蒞臨關懷與中心同仁合影

董事長與當天公益攤位代表一同與中心主任合影

當天熱情捐血民眾與學童合影
董事長、執行長於捐血活動當天與學童開心合影



在105年，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與台灣玩具圖書館

協會共同打造「新北市玩具銀行」，以「玩具物流中

心」、「行動玩具車」、「玩聚窩旗艦店」三大服務模

式，運用玩具和遊戲為媒介，促動社會各界愛心流動。

今年是玩具銀行的第三年，這段日子以來非常感謝許多

社福夥伴們的支持相挺，尤其是讓我們倍感溫馨的明新

兒童發展中心。

從二手玩具的交流，我們開始認識明新，而後又陸

續在行動木球池、玩聚窩等服務場域，一次又一次地被

感動。

去年我們參考日本經驗、研發製作了全國首創的行

動木球池，希望藉由木球溫潤質樸的感官體驗，隨行動

玩具車結合早期療育服務行走偏鄉，以增強特殊孩子的

感覺統合，讓慢飛孩子們不分地區、都能享用優質的教

玩具。

在一開始大家還不瞭解木球池的魅力之初，我們到

訪了溫暖的明新兒童發展中心，在中和小巷內、小小的

教室裡，工作人員們忙進忙出，個個充滿好奇、熱情提

供建議、悉心帶著孩子們嘗試、甚至大方地為我們介紹

許多推廣的機會，

後來又陸續合作行

動木球池記者會、

以及運用於偏區巡

迴療育服務，為我

們的行動木球池服

務開啟了美好的扉

頁。

我們的玩聚窩

旗艦店從105年9月

開放以來，陳列了

玩具物流中心豐富

的玩具資源，提供

各界民眾在此

留下歡樂的互

動回憶，也提

供專屬時段給

有特殊需求的

團體們。明新

的夥伴們也很

快地連結這項服

務，不辭辛勞多

次帶著孩子前來玩樂，更在去年十一月，結合了會計師

事務所的志工服務，來玩聚窩進行共融遊戲。會計師志

工們從一開始不知所措、慢慢觀察老師與孩子、學習與

孩子相處，這些溫暖的畫面在我們工作人員們心中留下

深刻的印象，相信經由這個特殊的歷程，能讓更多人學

習謙卑地面對生活、學習包容關懷他人。我們認為這是

一場相當成功的共融活動，為這個社會上播下許多美好

的種子。

不 知 道 是 老 師

溫暖了孩子？還是孩

子 溫 暖 了 老 師 ？ 在

這裡，我們看到一個

民間團體的開放與活

力 ， 充 滿 在 每 一 位

工作人員與孩子的身

上。

我們常常覺得，明

新的孩子好幸福！期

待在今年，能夠持續

與明新的夥伴們交流

學習，一起為更多孩

子帶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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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的幸福魅力 ◎新北市玩具銀行主任張維庭

各類豐富玩具新鮮有趣

社會局長與孩子同樂

玩具銀行參訪並致贈中心二手玩具

木球池發表記者會中心受邀參與和
社會局長合影

古早彈珠台

孩子們玩得非常開心

志工活動提供場地

行動玩具車來到中心囉



銜融合：定義、流程、疑問、需求或期待」、「情緒支持：

壓力、困擾、開心、紓壓方式」、「資源分享：課程、娛

樂、醫療…」，以上四種主體館由老師擔任館長，引導家長

彼此之間的分享，發現透過這樣的討論過程，讓家長有更多

機會說出自身的想法，並透過與其他人的交流可以獲取更多

資訊經驗，每個家庭在帶孩子時，都會有著許多酸甜苦辣，

例如不知道怎麼教導孩子？擔心上小學之後會有哪些適應問

題？平日要怎麼和家庭成員作分工？夫妻之間的溝通協調？

有壓力時如何調解？有哪些好用的資訊或資源？中心也會整

理蒐集家長的共同需求，作為之後親職課程活動的規劃參考

依據。當然

也發現了即

便是有著那

麼多的困擾

和擔心，但

我們的家長

仍然還是保

持著動力與

希望繼續努

力，相信這

就是因為父

母有著對孩

子最無私的

愛。

中心在此次舉辦的家長會當中，我們用類似世界咖啡館的形式，讓所有參與的家長分組，針對

不同的主題都能進行分享討論，主題分別是「親職教養：親子互動相處的問題或策略分享」、「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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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生命的過客也是永遠的家人 

明新我們這一家

各組討論結果

家長心情經驗分享

轉銜期待疑問擔心

分享資訊和資源

家長情緒紓壓管道

親子教養困擾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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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發現美好

感謝勤勞基金會提供工讀機會來到中心服務                                               

在此，特別感謝勤勞基金會以及明新兒童發展中心給予我這一個

非常有意義的工讀機會。轉眼間，3個月的工讀時間也快結束了。在這

裡從一開始的害怕、擔心也在這短短的3個月有個巨大的轉變。這學期

已經習慣了一個禮拜2天的工讀生活，一天各花了4個小時的車程來回，

前前後後的交通費用都快超越我的工讀時薪了，我本以為我會很快地

放棄，然而我就這樣熬過了3個月。朋友都覺得我這樣做很傻，可是一

個好的工作環境，是促使你每天上班的動力，我很慶幸我能在明新發展

中心工讀，那裡的社工、老師以及小朋友們都對我非常地好。特別是

每一次的噓寒問暖、每一次都擔心我這麼一個大學生在外面一個人住

需要花費很多就會特別給了我很多食物、生活用品帶回家，這讓我感

受到無比的溫暖。我也特別捨不得那裡的小朋友，每一位小朋友都非常

地可愛，特別喜歡和他們一起玩、一起學習雖然他們有些是身心障礙和

智力發展遲緩的小朋友，可是對於我來說他們並不遜色於一般小朋友。

他們比一般小朋友來得更獨立、更努力也更懂事。在這3個月，每一次

的小觀察，已經摸清了每一位小朋友的性格，並與他們接觸。有些小朋

友真的很頑皮，不論上課、吃飯都一直亂動、一開始的我還真的有些不

知所措，到後來慢慢地知道該怎麼去與他們相處。而對於比較內向的小

朋友，需找尋不同的方法與他們溝通，讓他們能慢慢地接觸你。然而，

在照顧他們的期間，有許多的小細節要注意，包括一些再簡單不過的溝

通、生活自理等都不可忽略，由於小朋友還小，他們還沒辦法分辨對與

錯的認知，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件事都會影響到小朋友，他們從我們那裡學習，所以我

們自己本身需要樹立一個好的學習榜樣。對與錯要非常地明確，小朋友做錯要讓他們知道這是不對

的，然而當他們做對的時候也應給予他們適當的鼓勵與支持。中心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沒有口語能

力，可是可以透過觀察進而去了解他們想要的是什麼。在這工讀的期間也讓我對早期療育這方面有

了初步的了解。每個孩子一出生並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是什麼，可是命

運掌握在於我們每個人的手裡，取決於我們該如何去改變它。我覺得老

師們都很厲害，也非常的耐心去教

導每一位小朋友。這3個月，得到

了不少收穫，雖然很累可過得非常

地充實，非常感謝中心的每一位。

這次的經驗，將永久存在為一個難

得的回憶。

◎工讀生姓名：王奕樺

工讀生協助中心學童生活自理訓練及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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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下半年捐款芳名錄(依日期排列)

各界捐款人/團體 金額

106年7月份
黃郁真  1,000 

新北市洗衣商業同業
公會

 3,000 

善心人士  3,100 

永和國際獅子會  20,000 

財團法人錦和高中文
教基金會

 1,000 

陳漢輝  1,000 

善心人士  1,000 

周宏泰  1,000 

詹銘洲  2,000 

106年8月份
新北市洗衣商業同業
公會

 3,000 

郭哲睿  5,000 

林美華  500 

劉明堂  1,000 

善心人士  2,200 

鄭宇哲  500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3,240 

李碧惠、李振嘉、李
妍樂、李禹萱

 2,00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愛
公益協會#42226070
(非營利組織躍升培力
計畫)

 15,000 

楊瀅潔  10,000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27935073

 2,000 

許瑋珣  500 

吳宏文 2,000

106年9月份
趙博清  10,000 

李碧惠、李振嘉  500 

廖國宏  500 

邱晟晉  500 

MIT國際科學園區管
理委員會

 10,000 

張志明  600 

張仁傑  600 

陳炳樺  600 

江明華  1,200 

財團法人禾伸堂社會
福利慈善基金會

 6,563 

凰玄宮善心費  3,000 

財團法人新北市濰精
慈善會

 10,0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金額
黃郁真  2,000 

曹清潭  500 

游禮功  5,000 

財 團 法 人 勤 勞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基 金 會
#92027553

 26,429 

江炳桔  5,000 

財 團 法 人 勤 勞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基 金 會
#92027553

 10,841 

106年10月份
南山福德宮  100,000 

酒窩專屬商城  2,500 

李研樂、李碧惠  1,000 

財團法人王詹漾社會
福利慈善基金會

 66,763 

張家豪、張智淵  600 

徐居培  20,000 

徐錦棠  25,000 

黃郁真  1,000 

陳漢輝  3,000 

勇銓汽車輪胎行  4,200 

黃張摘  10,000 

曹清潭  500 

新北市慈善會  20,000 

陳怡君  300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
許王秀英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430,000 

張家豪、張智淵  400 

106年11月份
柯菱淵  3,000 

財團法人中華陽光社
會福利基金會

 30,000 

簡哈珊  2,000 

築夢關懷生命協會  10,000 

黃郁真  1,000 

財團法人何公天超教
育基金會

 100,000 

財團法人王詹樣社會
福利慈善基金會

 450,000 

106年12月份
酒窩專屬商城 2,000 

簡鈺桂 1,000 

簡懋彥 6,000 

財團法人王月蘭慈善
基金會 #26303303

80,000 

黃郁真 1,000 

曹清潭 5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金額
鄭嘉麟 1,000 

李武俊 2,000 

林佳韻 500 

陳天祥 500 

莊凱翔 100 

林典雍 300 

吳孟哲 1,000 

紐蓮芳 500 

柯雯華 500 

倪佩婷 4,000 

陳琬青 1,000 

陳德儀 500 

廖珮君 500 

曹盛峰 200 

麥少華 300 

呂紹慈 500 

鄭尹婷 500 

林秀青 200 

張志偉 300 

張芷耘 1,000 

何思瑩 700 

蔡文龍 200 

郭芳瑜 100 

蔡麗玉 1,000 

廖曉玲 1,000 

林雨虹 500 

陳韋廷 500 

資訊部 1,225 

徐銘慶 1,000 

陳柏愷 300 

陳冠凡 200 

楊馨綦 500 

楊培萱 500 

羅雁云 100 

蔡珮芳 100 

翁君鎧 500 

胡堯峻 500 

善心人士 5,675 

錦和高中二年九班 965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
金樹慈善基金會

100,000 

劉語潔 2,530 

王秀雄 3,000 

王木塗 3,000 

王胤龍 500 

王裕桂 500 

陳四珍 500 

陳雨辰 5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金額
王逢鎂 500 

姚慧慈 500 

金覺 1,000 

古氏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古智光

1,000 

陳椿月 500 

王本松 100 

留綾鈺 100 

王海峰 100 

蔡黃嬌、蔡長紘、蔡
欣全、蔡慶芳、吳桂
美 、 謝 佩 珊 、 蔡 文
優、蔡崇祐

1,600 

呂麗如 300 

黃勝超 100 

黃承明 100 

李玉虹、李家怡 400 

楊建宗、吳瓊媛、楊
勝翔、張添財

400 

黃綉裡 1,000 

善心人士 500 

蔡佳芯 200 

林容竹 500 

簡怡如 500 

趙博清 10,000 

黎高興(7-12月份) 12,000 
段家如(7-12月份) 12,000 
謝東欽(7-12月份) 12,000 
謝宏恩(7-12月份) 12,000 
黃郁真(7-12月份) 6,000 
許麗珠(7~12月份) 3,000 
徐廣峰(7~12月份) 1,200 
陳景琪(7~12月份) 1,200 
許雅婷(7~12月份) 1,200 
許舒涵(7~12月份) 600
湯乃孋(7~12月份) 600 
楊佩純(7~12月份) 600 
曾育紋(7~12月份) 600 
張麗玲(7~12月份) 600 
羅婷(7~12月份) 600 
黃立詩(7~12月份) 600 
呂翠琴(9月份) 1,000 
陳聰明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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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正隆(股)公司 106年度7.8月份發票500張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106年度7-10月份發票2,070張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正隆(股)公司 106年度9.10月份發票500張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正隆(股)公司 106年度9.10月份發票500張
中和區公所經建課 
 106年度9.10月份發票542張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正隆(股)公司 106年度11.12月份發票500張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岳洋(股)公司 106年度9.10月份發票1,705張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捐物證明(含二手捐物、發票…等)
岳洋(股)公司 106年度5.6月份發票1,728張
正隆(股)公司 106年度5.6月份發票500張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106年度3.4月份發票4,500張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正隆(股)公司 106年度7.8月份發票500張
岳洋(股)公司 106年度7.8月份發票1,705張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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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林秀枝 白米50斤
善心人士 冷氣機一台
台灣省城隍廟 米粉壹箱、醬油貳箱、紅麵

線壹拾斤、薏仁伍斤、花生
伍斤、黃豆伍斤、綠豆伍
斤、餅乾貳箱

洪師傅烘培坊 麵包2袋
吳明璋 L 號 尿 布 1 5 袋 、 調 理 包 8

盒、罐頭1袋
蘇琦榮 白米50斤
張進東 油壹桶
善心人士 金蓮春長秈米40斤
楊中明 油壹桶
善心人士 米100斤
莊昱宏 生乳捲蛋糕壹條
廖建峰 生乳捲蛋糕壹條
李 碧 惠 、 李 振
嘉、李妍樂、李
禹萱

白米35斤

善心人士 油一桶
財團法人五聖靈
濟修緣會

白米伍佰斤

財團法人五聖靈
濟修緣會

白米300斤

太和庭管理委員
會

物品壹批(白米、飲料…)

財團法人瑞三礦
業公司社會福利
基金會

數位相機一台、筆電一台

財團法人新北市
濰精慈善會

白米300斤

中和景文宮 白米100斤
林秀枝 白米50斤
鳳天宮 白米100斤、麵2箱
正隆廣場全體住
戶

白米170斤、餅乾3大袋、
麵2大袋14箱、米粉1大袋
2箱、罐頭1箱、飲料4箱2
袋、食品1小1中袋、水果1
中袋、油2罐

台北市三聖宮 白米200斤、蒸意麵2箱、
同榮魚罐頭1箱、玉米粒罐
頭1箱、餅乾2袋、鮮豆奶2
箱、柳橙汁1箱、大瓶飲料
1箱

高雲清 中秋月餅1盒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廖志宏 中秋月餅1盒
承天禪寺 白米300斤、油10罐、麵5

箱、雜糧1箱
金山禪寺 素肉燥6罐、香筍3包、素

松3包、香菇1斤、麵2箱、
麵筋2打、黑瓜2打、米100
斤

凰玄宮 普渡供品60份
台灣省城隍廟 統一麵條20箱、素蠔油1

箱、黑棗3包、蓮子3包、
米果棒7箱、和益麵條20
箱、白木耳1包2斤

台灣省城隍廟 味精24包、冬粉5大包、餅
乾4箱、玉米粒1箱、阿舍
麵3箱、沙拉油5箱、醬油2
箱、泡麵16箱

財團法人正隆關
懷兒童基金會

衛生紙15箱、尿布10箱

凰玄宮 普渡供品18份、白米54公
斤

財團法人正隆關
懷兒童基金會

衛生紙15箱、尿布10箱

楊中明 油1桶
善心人士 白米40斤
張瓊瑤 鳳梨酥1盒
張淳嘉 物資壹批(月餅、日用品)
全家便利商店中
和國華店

物資壹批(月餅、日用品)

中和行德宮 物資壹批(月餅、日用品)
全家便利商店中
和國華店

物資壹批(月餅)

凱博食品有限公
司

餅乾2箱

林秀枝 白米50斤
楊人達 油1桶
烘爐地南山福德
宮

糖果、餅乾17箱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115斤
李 碧 惠 、 李 妍
樂、李禹萱、李
振嘉

白米1包50斤

全家便利商店中
和嘉穗店

 物資壹批(白米) 

竹林高級中學高
一智班全體師生

萊爾富禮券參千元整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善心人士 關廟麵1箱
台北市三聖宮 餅乾4包、白米50斤、養樂

多50瓶、綠豆紅豆各1袋
楊中明 白米50斤
全家便利商店中
和圓山店

尿布1箱

土城中央扶輪社 濕紙巾一箱
王 宗 民 、 謝 世
銘、洪貝諦、王
美華、淑玲、王
商騥、王乃卉、
王 芊 卉 、 王 雪
真、王佳薇、陳
柔樺、王佳尹

物資壹批(關東煮)

中和全家凌雲店 關東煮4袋
溫晏平 生乳捲壹條
全家便利商店-中
和新慶店

物資壹批(濕紙巾)

全家便利商店-中
和新生店

物資壹批(濕紙巾)

張美玲 物資壹批(關東煮)
全家便利商店-中
和福華店

物資壹批(關東煮)

粘峻銘 養樂多貳組
全家便利商店-中
和凌雲店

物資壹批-關東煮四袋

全家便利商店-中
和嘉穗店

物資壹批-關東煮

新至陞科技股份
有 限 公 司 ( 統 編
36011776)

二手電腦壹台

廖建峰 生乳捲1條
陳俞青 生乳捲1條
全家便利商店中
和國院店

關東煮26袋

全家便利商店中
和中環店

關東煮27包

全家便利商店中
和漢陽店

關東煮15包

林秀枝 沙拉油2箱

捐款捐物徵信 www.misin.org.tw8
106年度上半年捐物芳名錄(依日期排列)

106年上半年捐贈發票
之中獎金額

106年3、4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中和稽徵所轉贈) 800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車場轉贈) 4,600
善心人士（國稅局轉贈） 2,600
善心人士《正隆(股)轉贈》 1,800
善心人士（中和農會超市轉贈） 1,200
善心人士（竹林中學轉贈） 1,000
善心人士（台北小巨蛋停車場轉贈） 2,400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停車場轉贈） 2,800
善心人士（台北101大樓停車場轉贈） 800
善心人士（小北百貨轉贈） 400
善心人士轉贈 5,200

106年5、6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台北小巨蛋停車場轉贈） 4,200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停車場轉贈） 2,600
善心人士《正隆(股)轉贈》 1,200
善心人士（台北101大樓停車場轉贈） 1,800
善心人士（民樂停車場轉贈） 800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車場轉贈） 3,000
善心人士（小北百貨轉贈） 200
善心人士（竹林中學轉贈） 800
善心人士轉贈 1,400
善心人士轉贈 400

106年7、8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停車場轉贈） 5,600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車場轉贈） 4,600 
善心人士（台北101停車場轉贈） 1,400 
善心人士（民樂停車場轉贈） 600 
善心人士《正隆（股）公司轉贈》 1,000 
善心人士（中和農會超市轉贈） 1,000 
善心人士（國稅局轉贈） 1,400
善心人士(中和區地政事務所停車場轉贈) 200 

善心人士(國稅局轉贈) 1,000 
善心人士轉贈 3,200 
善心人士轉贈 800 
106年9、10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停車場轉贈） 3,600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車場轉贈） 4,400 
善心人士（小北百貨轉贈） 1,400 
善心人士（國稅局轉贈） 1,800 
善心人士（台北101停車場轉贈） 600 
善心人士（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2,200 
善心人士（竹林中學轉贈） 800 
善心人士（中和農會超市轉贈） 400 
善心人士轉贈 2,400 

電子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電子中獎發票  400 
善心人士電子中獎發票  400 
善心人士捐贈中獎發票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