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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9日是中心舉辦的第34屆畢業暨結業典禮，雖然天下

無不散的筵席，但每個孩子跟家庭與明新結下的緣分將永遠持

續。

　　今年的主題是「異國風情」，每個寶貝的服裝老師都很用心

裝扮成不同的國家代表熱鬧登場，有韓國小公主、日本娃娃、壽

司師傅、原住民族…現場也有許多長期支持中心的貴賓蒞臨，一

同帶著最誠摯的祝福，參與這個令人感動驕傲的時刻，影片播放

回顧他們在這幾年來成長的日子裡學習獨坐、站立、行走、自己

吃飯、上廁所、語言表達、人際互動…，各方面都有許多進步，感謝專業治療師及老師耐心地教導，

還有家長對孩子用心的陪伴和練習。這不是學習的結束，而是另一個學習的開始，希望這些小天使們

能帶著勇敢、努力、堅持與希望，即使遇到困難也不放棄，迎向下一站旅程…………………

　　感謝各界祝福的朋友，也感謝台北中和福朋喜來登酒店提供免費舒適的場地，讓小天使們載著大

家滿滿的祝福，在幸福歡樂的氣氛中結束典禮活動，期望未來上小學的路更寬廣、更順利。

一步一腳印 載滿勇氣 迎向未來

中和區公所替代役蒞臨
熱情表演

各界貴賓朋友都蒞臨
給予中心支持及祝福

熱情的敲咚咚樂器表演孩子們奮力表演異國風情舞蹈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第34屆畢業暨結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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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兒童月受邀參與宣導活動

感謝金樹慈善基金會致贈關懷
基金

感謝南山福德宮蒞臨關懷

感謝台新銀行與淡江大學與中心合作
公益募款活動

感謝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蒞
臨關懷

106年上半年度家長會

感謝錦和國中大哥哥大姐姐來中心
進行志工活動

感謝國光消防局讓我們進行社區初體驗

感謝中和廣濟宮蒞臨關懷

感謝小蠟燭關懷協會志工活動與孩子們
互動留下美好回憶

親子活動-我們一同去八里旅遊

感謝韓國社福團體蒞臨參訪

最開心的就是與佳南幼兒園進行融合活動

正隆公益園遊會中心寶貝參與表
演與致贈公益關懷金

感謝每年文官學院一日志工
熱情參訪-玩聚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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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個案管理服務
       --家長親職教育方案

如何在生活情境中引導孩子學習

    -幼兒教具教材應用示範!
   家長是否常常會覺得不知道陪著孩子做什麼活

動？不知道什麼玩具可以刺激孩子的發展？中心

舉辦教具教材應用示範課程，創造屬於親子共同

的歡樂時光，透過教材的設計與製作，增加親子

的互動，及過程中讓家長了解孩子各方面發展的

玩物器材選購運用，讓家中隨時都有玩具可以玩

樂，成為陪伴孩子童年的歡樂時光。

    透過5場豐富的課程設計，老師帶領親子共同針對教材

內容設計，親子間共同設計選擇製作教具，讓孩子動手操

作，增進孩子語言認知發展能力，透過教具設計激發家長與

孩子的想像力，培養孩子專注力，家長學習親子共同玩樂之

技巧，也增加親子間親密感，帶給親子們超級特別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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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上學總是哭哭啼啼怎麼辦？

　　案例：乖巧的小明今年4歲，與媽媽爸爸及剛出生

的妹妹同住，今年進入幼稚園小班，第一天放學回家後

就表示不想上學，甚至第二天邊哭邊抱媽媽的大腿說不

要去，怎麼勸說都沒有用，令家長十分不捨也很傷腦

筋……

　　九月是新學期的開始，對於初上幼稚園、國小，甚

至是因升上年級而換班級的小孩們，都是充滿新鮮卻又

緊張的學期，大多未知的新事物對於適應良好的小孩是

有趣的冒險，但對於適應不良的小朋友卻是焦慮惡夢的

開始。

　　一起來瞭解針對孩童對新環境新學校的適應處理

吧！

　　首先我們先了解哪些舉動或行為應該注意：

1.父母離開視線就開始哭：一分開就出現的哭鬧最易被

觀察到，淚眼婆娑的向父母討抱或在地上翻滾大叫，

也是最讓家長困擾的行為。

2.身體表現症狀：不知明的肚子痛、頭痛逃避上學，到

處看診查不出原因，反而因到處求診檢查加重依賴父

母。

3.不想上學：小朋友想到要上學就提不起勁，可能是未

上學前就擔心學校生活，甚至有上學一兩週才出現排

斥上學的孩子。

4.壓抑的情緒：雖然未出現哭鬧或仍配合上學，但從學

校回家就悶悶不樂話變少，此時就需多詢問在學校的

表現或同學間相處狀況。

常見的焦慮原因：常有家長會問為什麼其他小孩都可以

很獨立，我的小孩就沒辦法配合？以下列出幾個常見的

情況。

1.先天氣質內向敏感：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氣質，再

加上後天環境影響形成個性，害羞的小孩較傾向容易

緊張及依賴家長，面對預期外的變化時，獨立性及問

題解決能力也較差。

2.熟悉環境的改變：平常都在家裡，現在要去陌生的環

境又沒有熟悉的人在身邊而感到擔心害怕。

3.發展遲緩或語言表達弱：這類型的小朋友平常會得到

比較多的協助，但在學校無法時時得到關注，若又加

上無法很快表達需求或不知道怎麼求助形成內在壓

力。

4.學校表現差無成就感：在學校表現不佳或老是被處

罰，使小孩開始自我否定或想逃避。

5.與同儕相處問題：小孩交不到朋友或是跟好朋友吵

架，容易在團體中邊緣化而感到孤單無助。

6.保護過度的家長：家長的焦慮緊張也會傳染給小孩，

甚至特別注意或關心小孩的哭鬧及焦慮表現而強化了

行為問題。

處理的基本原則：

1.觀察及了解可能的原因：很多原因造成小朋友的情緒

轉變，有時是單一事件如身體不舒服，有時是遇到造

成壓力的事情，但小朋友無法詳細描述或是不說，這

時就需要大人平時觀察是否有造成小朋友壓力來源的

事件，或引導小朋友描述遇到的困難，釐清造成焦慮

的原因。

2.傾聽與同理：給予小孩充足的時間說說對學校或其他

事情的想法，可以重述小孩說的事情讓小孩感受到父

母是理解的、父母是可以傾訴的對象，並感到安心。

3.親子共讀繪本及認識相關情緒：可以閱讀有關分離焦

慮的故事書，讓小孩認識相關的情緒如難過、想哭、

害怕，也可了解面對分離焦慮時可以用的處理方法。

4.加入緩衝期：面對敏感反應較大的小朋友，可漸近式

增加脫離父母身邊的時間，如先從半天開始再擴增至

全天，給予預告有心理準備也是很好的方式。

5.遵守與小孩的承諾：可以跟孩童做約定，如約定時間

或表現佳的鼓勵，避免使用威脅或假設的語氣，如：

「你再哭我不要理你了喔！」，應使用堅定但溫柔

的句子，如：「要上課了媽媽會在四點下課時來接

你！」。

6.轉移注意力：可以準備讓孩童有安全感的物品帶在身

邊。

7.多與學校老師溝通：雖然很麻煩學校老師，但多了解

小孩在學校表現的情況，可在回家時與小孩做討論分

享。

8.建立小孩對上學的期待：可以與老師訂立一個小孩可

以在學校幫忙的任務，鼓勵孩童在學校建立自信及期

待上學。

9.家長不要過度緊張：遇到小孩哭鬧，不要跟著心軟或

煩躁，應秉持溫柔但堅定的語氣及態度面對，避免加

重小孩行為問題，並堅守定好的原則讓小孩遵守，以

建立好的規範。

　　除上述提到造成焦慮的原因及處理方法外，當然還

有其他觀察瞭解後才能處理的情況，有疑問可尋求醫療

資源協助及諮詢。

　　其實很多造成小朋友容易有焦慮行為的因素是先天

內向氣質加上後天太過依賴，導致在遇到突然的環境改

變或新事件時無法調適，雖然每個小孩都是父母的心頭

肉，但過多的擔心或保護反而限制成長，孩子的潛能遠

比我們想像來得大，適時放手讓孩子多嘗試，才能讓小

孩更能學習獨立並體會更多新事物！

轉載出處｢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早產兒暨早期療育通訊92期 民
國105年7月出刊｢

◎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  復健科  邱孟柔職能治療師



　　我的兒子今年五歲，在四個多月時確診是小胖威利症候群，因為基因中第15條染色體的缺陷，所以會一直有飢

餓感，不管他吃進多少東西，他還是想吃！他們的身體也無法分泌足夠的生長激素，所以每天都要用注射的方式讓

他正常長大。生長激素沒辦法用口服，因為會被胃酸分解，所以這樣的孩子每天都必須挨上媽媽的一針。每個威利

寶寶伴隨的疾病不太相同，且所有威利孩子們都有遲緩的狀況，只要一說話你就可以發現他們的不同，我的孩子除

了以上狀況外，還有呼吸中止症和脊椎側彎的問題，因為確診的早，所以我的孩子算是病症裡控制的好的。

　　記得懷孕的時期，那年我27歲，唯一的異狀是胎動。胎動次數非常少，醫生除了安排小耳朵聽測外，沒讓我做

其他的檢查，也許是我當年也還年輕，期待新生命的喜悅淹沒了我的危機意識，也可能上天覺得我夠資格照顧這個

天使，也或許他註定要來陪伴我。

　　過了預產期遲遲沒有要生產的動靜，我擔心像姊姊突然出生時那樣不知所措，所以我一過預產期就向公司請

假，專心等待他到來。兒子出生前一天，我和前夫看完電影，可能因為劇情激烈，出電影院後我微微出血，馬上飛

車回家，洗澡，到醫院報到。但是，我的子宮頸完全沒開，醫師建議立刻催生，到隔天早上，兒子出生了，微弱的

哭了一聲，真的只有一聲，說哭也不算哭，應該是叫了一聲，立刻睡著！還記得產房的護士還開完笑說小寶貝很懶

喔！

　　因為在大醫院生產，餵奶要到樓下嬰兒房餵，每次餵奶都餵好久，因為都叫不醒他，他一直乖巧的在睡覺，在

醫院從沒聽他哭過一聲。直到三天後我要出院時，兒子的主治醫生告訴我，她希望兒子暫時不要出院，她想多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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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寶貝要畢業了
◎家家媽媽

◎元元媽媽

 我的天使翅膀沒斷，他只是喜歡用走的

　　家家是我第三個寶貝，記得剛出生時就受到醫生

的特別照顧，後來因為判定生長遲緩，進而被醫生發

現家家還是一位罕見疾病的小朋友,醫生建議我需要盡

早做早療才能在避免遲緩落差太大!

　　家家約2歲時已進入明新發展中心上課，當時小家

家是一位像小BABY一樣，還不會走路也不會叫爸爸媽

媽，上中心之後，在啟蒙老師～孟蓮老師的細心耐心

指導下，8個月後就能獨立走路也會叫爸爸媽媽，讓我

心中的大石頭放下許多!

　　接下來一直有羅婷、佩純、育紋、立詩…老師及

語言陳景琪老師,每一位總是把她當自己寶貝的教導，

家家在明新學到的不只有以上或課堂上，每天除表現

出上課所學外，課堂外的待人接物禮貌，打招呼，讚

美他人都很得體，這些種種讓我真的由衷感謝明新的

全體老師和所有社工，也特別要感謝許主任，乃孋社

工的安排入學及大家耐心及專業教導，家家才能有今

天的成就！

　　也因為家家讓我從她身上看到不一樣的世界，也

學會很多對事情看法不怨天尤人，心情保持微笑開

朗，讚美他人，不怕困難……，也讓我學會施比受更

快樂的道理，在此分享給看到這篇感言的朋友及父母

親～

　　我們要一起努力堅持下去，珍惜幸福及感恩！

做些檢查，因為新生兒檢查中，有項檢查是驗法部

瑞氏症，檢查方式是要新生兒後腳跟的皮肉，測像

酵素類的檢驗，我的兒子被採樣時完全沒哭，醫生

覺得孩子哪裡一定有問題。

　　回到家後，心神不寧，因為在婆家做月子，婆

婆希望我不要出門，所以只能依賴當時的先生拍

些兒子的照片解相思之愁。有一回的照片我一看眼

淚就潰堤，照片上的兒子身上、臉上、頭上黏滿電

線！我小小的娃兒

　　到底在我看不到的世界裡受了多少苦，我希望

能幫他承擔一切的苦痛，我希望生病的是我，我乞

求上天讓我分擔，我好不捨、好心疼！腦袋裡馬上

浮起自責的情緒，是不是因為我以前有抽過菸？是

不是我太愛喝咖啡？是不是我工作壓力情緒影響？

我除了以淚洗面，我到底還能做什麼。

　　當時的我被負面與悲傷徹底淹沒，我每天睡醒

都希望一切都是夢，我希望時間停在懷孕時的段

落，再讓我醒來。直到現在，此時此刻，在我寫下

這些文字的現在，我依舊流著眼淚，這悲傷不曾散

去，但是我越悲傷，就越有力量，我希望成為更好

的人，教育我的孩子，幫助他也幫助像我們這樣的

家庭，如果我們現在可以過的很快樂，他們也可

以！如果你現在無助與徬徨，多給自己一點時間，

時間是最公平的，沒有人能走的快或慢。情緒也是

公平的，沒有人會永遠快樂或永遠悲傷。明天也是

公平的，它會在同一時間到達你我的生命中，只要

我們能轉換角度面對這些痛苦，它會在我們人生裡

留下不同的印記，這些苦會在往後的回憶裡用不同

的姿態出現，絕對不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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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青工會號召會員們一同與中和明新兒童發展中心所有的小朋友一起歡

度兒童節，並特別邀請夢想小丑劇團，透過魔術、氣球、泡泡來與現場小

朋友互動，讓小朋友感受到滿滿的歡樂和溫暖～

◎志工  陳冠勳

　　2016年12月23日，我第一次來到明新兒童發展中心當

志工，雖然過去有些過服務兒童的經驗，但這一次最讓我

印象深刻。 

 那天，我才一進門，所有的孩子都已經排排坐好了，而

且頭上戴著可愛的自製聖誕帽，用最單純、最稚嫩的眼神

對著我們笑，彷彿期待今天已經期待很久了，當下看了非

常感動！ 

　　接著，所有的孩子都用好奇眼光，來期

待我們所帶來的表演。我先音樂律動跟孩子

們玩遊戲，這些孩子有的很好動、有的很害

羞、有的很投入、有些則是需要老師協助。

但在他們的每個舉手投足之前，我感受到的

是無限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未來在老師與社工的努力下，

他們會有多大的成長空間，但是我相信他們

的每一個進步，相信對老師與家長來說，都是最喜樂的一件事

情。 

　　當天的活動，在我帶著吉他與孩子們一同高唱溫馨的聖誕

歌曲中結束了，這一年的聖誕節，讓我覺得意義非凡，因為上

帝派了這一群小天使來到我的身邊。 

　　今年的兒童節，我再次來到明新與這群小天使相遇，他們

還是一樣的單純、一樣的稚

嫩，我用糖果餅乾當禮物送給

他們，他們用笑容與可愛回應

我們。 

　　我相信上帝對這些孩子，

有一個特別的計劃，是超過我

所能想像的。

因為愛，讓

他們可以走

的更遠；因

為有明新，

讓他們可以

踏出勇敢的

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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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