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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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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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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