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中獎發票1、2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車場轉贈) 3,800
善心人士(小巨蛋停車場轉贈) 3,400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轉贈) 2,800
善心人士(民樂停車場轉贈) 2,400
善心人士(中和農會超市轉贈) 1,400
善心人士(101大樓停車場轉贈) 1,200
善心人士 1,000
善心人士(竹林中學轉贈) 800
善心人士(台灣省城隍廟轉贈) 600
善心人士 600
善心人士(正隆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400
善心人士(能仁家商轉贈) 400
善心人士(小北百貨轉贈) 400
善心人士(國稅局中和稽徵所轉贈) 200
陳美吟 200

3、4月中獎發票3、4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小巨蛋停車場轉贈) 4,400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車場轉贈) 3,400
善心人士(竹林中學轉贈) 2,600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停車場轉贈) 1,600
善心人士轉贈 1,200
善心人士(中和農會超市轉贈) 1,000
善心人士(民樂停車場轉贈) 800
善心人士(小北百貨轉贈) 800
善心人士(101停車場轉贈) 800
善心人士(能仁家商轉贈) 600 
善心人士(正隆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400
善心人士(中和稽徵所轉贈) 400

5、6月中獎發票5、6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 5,000
善心人士(民樂停車場轉贈) 3,800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車場轉贈) 3,800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停車場轉贈) 2,400
善心人士(101大樓停車場轉贈) 1,400
善心人士(小巨蛋停車場轉贈) 1,400
善心人士(浣花草堂轉贈) 1,400
善心人士(小北百貨轉贈) 800
善心人士(能仁家商轉贈) 600
善心人士(正隆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600
善心人士(竹林中學轉贈) 400
善心人士(國稅局中和稽徵所轉贈) 200

7、8月中獎發票7、8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車場轉贈) 5,600
善心人士 4,000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停車場轉贈) 3,400
善心人士(小巨蛋停車場轉贈) 3,200

善心人士(台北101停車場轉贈) 1,400
善心人士(小北百貨轉贈) 1,600
善心人士(民樂停車場轉贈) 800
善心人士(臺灣省城隍廟轉贈) 800
善心人士(中和農會超市轉贈) 600
善心人士(正隆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400
善心人士(國稅局轉贈) 400
善心人士(竹林高中轉贈) 400
善心人士 (中和稽徵所轉贈) 200
陳美吟 200

9、10月中獎發票9、10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 3,200
鄭人豪 200

電子中獎發票電子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 4,800
善心人士 600
善心人士 8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105年1月份
謙禧英文短期補習班 6,000 

105年7月份105年7月份
江美玲 2,000 

鄭喬云 115 

黃郁真 1,000 

105年8月份105年8月份
江明華 1,200 

楊翠芬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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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福源 16,800 

廖彩卿 1,000 

黃郁真 1,000 

陳傑民 2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MIT國際科學園區管
理委員會

10,000 

許麗淑 500 

趙長瑩 500 

趙俐雯 500 

105年9月份105年9月份
簡春鴻 3,000 

陳傑民 200 

邱晟晉 1,000 

江炳桔 5,000 

烘爐地南山福德宮 100,000 

黃郁真 1,000 

財團法人新北市生命
小鬥士愛心協會

10,000 

江秀鳳、陳金龍、陳
郭秦

3,000 

陳寶珠、林寶仁 1,000 

曹清潭 500 

古氏國際有限公司 2,000 

趙新福 5,000 

張晨恩 1,000 

105年10月份105年10月份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徐居培 10,000 

雙和國際同濟會 2,000 

鄭昱利 10,000 

黃郁真 1,000 

曹清潭 500 

105年11月份105年11月份
財團法人王詹樣社會
福利慈善基金會

404,065 

張家豪 200 

張智淵 200 

貴賓旅行有限公司 4,000 

黃郁真 1,000 

曹清潭 500 

財團法人中華陽光社
會福利服務協會

15,000 

王秀雄 5,000 

陳達麟 3,000 

簡懋彥 6,000 

財團法人何公天超教
育基金會

100,000 

105年12月份105年12月份
趙俐雯 1,0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許麗淑 1,000 

台北市私立復興實驗
高級中學

50,000 

曹舜評 500 

鶯歌玉聖宮柯余金玉 360 

張家豪、張智淵 400 

傅國澄、陳玉香 200 

黃郁真 1,000 

呂思嫻 2,500 

徐錦堂 30,000 

黃玟寧 5,000 

吳鴻材 2,000 

新北市小貨車裝運職
業工會

2,000 

鄭萬益 2,000 

財團法人台北市私立許王
秀英社會福利慈善基金會

430,000 

陳淑芬 1,000 

林埔生 20,000 

智光學校財團法人新
北市智光高級商工職
業學校

17,600 

江淑雲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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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105年度下半年捐款芳名錄(依日期排列)105年度下半年捐款芳名錄(依日期排列)

105年下半年捐贈發票105年下半年捐贈發票
之中獎金額之中獎金額

捐物證明(含二手捐物)捐物證明(含二手捐物)
中和區公所 105年05、06月發票1,043張

岳洋股份有限公司 105年05、06月發票1,603張

正隆股份有限公司 105年07、08月發票1,000張

岳洋股份有限公司 105年07、08月發票1,328張

新北市政府稅捐處中和分處 105年11-12月發票2,000張

新北市政府稅捐處中和分處 105年09、10月發票5,000張

多樂芝日式烘培坊 麵包一批

財政部北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105年1-3月無實體電子發票174張

財政部北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105年4-8月無實體電子發票2,003張

財政部北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105年9-11月無實體電子發票288張

財政部北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105年11-12月無實體電子發票288張

岳洋股份有限公司 105年09、10月發票1,633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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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若有錯誤歡迎來電告知更改】

105年度下半年捐物芳名錄105年度下半年捐物芳名錄(依日期排列)(依日期排列)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三聖宮 白米300斤、關廟麵3
箱、米粉3箱、餅乾2箱

楊中明、林秀枝 白米50斤

承天禪寺 豆子1中袋. 餅乾2中袋. 
米50斤1包. 米15斤1包. 
米小包7包. 油9罐. 麵6
中袋. 米粉1中袋

詠吉彩藝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餅乾2大箱

吳洪玉霞合家 冬瓜2條、米粉1袋

葉有祥合家 白米40斤、餅乾1袋

迎華企業有限公司 韓式海苔5箱

台灣省城隍廟 白米200斤

善心人士 沙拉油1桶

五聖靈濟修緣會 白米500斤

正隆廣場全體住戶 雜糧水果1箱. 麵6箱. 油
3罐. 麵包2大條. 米小包
28包. 米50斤3包. 餅乾
2大袋. 飲料4大箱4大罐

凱柏食品有限公司 海苔素米果3箱

太和庭管理委員會
暨全體住戶

物資一批

鳳天宮 餅 乾 1 8 盒 、 白 米 1 5 0
斤、麵3箱、飲料5箱

安和里辦公處 白米150斤. 普渡禮盒7
盒

承天禪寺 白米12包(600斤)、米
粉5件、油15罐、麵8
箱、雜糧2箱、素料2件

劉品宏 白米20斤

劉如玲 白米20斤

張木綿 白米30斤

劉期銘 白米30斤

鄭清波、柯麗雲 白米3大包

台灣省城隍廟 白 米 4 0 0 斤 、 綠 豆 1 0
斤、冬粉1袋、米粉1
箱、麵5箱、雞蛋麵5
箱、白木耳2斤、醬油2
箱、饅頭1批、飲料1批

台灣省城隍廟 麵輪1包. 素肉5斤. 紅棗
3包. 黑棗3包. 砂糖3包. 
沙拉油4箱. 花生油1箱

彭婕恩 佳博乳粉3瓶、沐浴乳4
瓶、牙膏1支

中和福祥宮 沙拉油1箱、餅乾3箱

楊先生 白米50斤、炊粉半箱

富爸爸手工水餃 水餃一批

無極玄員宮 新東陽禮盒36盒

承天禪寺 白米100斤. 米粉1箱. 油
12罐. 麵10箱. 雜糧1箱. 
餅乾2件. 素料1件

周關保 月餅2盒

振展玻璃企業有限
公司

月餅1盒

超香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9袋筍包子. 9袋全麥饅
頭

鼎汎國際食品有限
公司

冷凍雞肉36公斤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三聖宮 餅乾3包、玩具2箱、衣
服1袋

善心人士 物資一批

全家便利商店-中
和國華店

物資壹批

陳昭宏 物資壹批

林秀枝 白米50斤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社團法人新北市生
命小鬥士愛心協會

克寧奶粉2.3公斤6罐、
衛生紙1箱、濕紙巾2
袋、餅乾1袋

超香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地瓜捲148個、筍包36
個

富爸爸手工水餃 水餃壹批

台灣省城隍廟 水果2箱. 麵條40包. 麵
筋1包. 豆捲3包. 金針2
斤. 米粉1箱. 紅麵線10
斤. 燕麥片5斤. 麵輪5斤

楊子惠 沙拉油1桶

超香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割包20個、壽桃12個、
桂竹香筍包16個、芋頭
捲42個

中和行善會 物資壹批

善心人士 關廟麵1箱

板橋紫玉宮觀音佛
祖慈善功德會

荷頓嬰兒奶粉6罐、白
蘭洗衣粉6包、毛寶洗
碗精6瓶、寶寶濕紙巾6
串、衛生紙6串

張淳嘉 物資壹批

蘇恆毅 年菜壹批

馮詠評 物資壹批

施再融 物資壹批

社會人士 物資壹批

全家便利商店中和
國華店

物資壹批

陳昭宏 物資壹批

許雅筑 餅乾5盒

許坤金 中秋禮盒10盒

超香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紫米雜糧饅頭10顆. 黑
金剛100個. 紅糖堅果葡
萄20個. 桂竹香筍包10
個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
暨家庭扶助基金會
附設大同育幼院

修正帶8盒

中和皇瑤宮 白米100斤

信鍠有限公司 利百代蠟筆240盒

全家便利商店-中
和圓峰店

關東煮35包

全家便利商店-中
和凌雲店

水餃1袋

全家便利商店-中
和巴黎店

關東煮10包

全家便利商店-中
和和光店

關東煮10包、飲料一箱

財團法人國紹泌尿
科學教育基金會

冬季毛毯35床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楊子英 白米50斤

林秀枝 油2桶

中和中興福德宮 平安龜10斤

中和中興福德宮 平安龜7斤

超香食品有限公司 芋頭捲50個. 堅果葡萄
50個. 桂竹香筍包50個

羅秉鈺 關東煮18包

李先生 關東煮10包

戴國芳 物資壹批

鄭學軒 物資壹批

楊雅玲 物資壹批

吳明璋 新生兒尿布10包. 尿布
XXL10包

陳昭宏 物資壹批

超香食品有限公司 香芋起司巧棒230個. 紅
藜麥饅頭114個

鄭尚軒 物資壹批

上倫工程有限公司 即熱式省電熱水器1台

中和廣濟宮 白米150斤

富爸爸手工水餃 水餃400粒

超香食品有限公司 紅藜麥饅頭120個

孫寶蓮 白米100斤

楊子英 白米50斤

黎高興 7-12月 12,000
謝東欽 6-12月 14,000
段家如 6-12月 14,000
謝宏恩 6-12月 14,000
陳聰明 8月 10,000
楊瀅潔 8月 10,000
黃郁真 7-12月 6,000
徐晨原 12月 6,000
呂翠琴 12月 4,800
許雅婷 7、9、11月 3,000
鄭人豪 7-12月 1,200
劉玉貞 12月 1,000
黃金炭 7月 1,000
許麗珠 7-12月 1,800
徐廣峰 7-12月 1,200
江賀足 7-11月 1,000
陳景琪 7-12月 1,200
許舒涵 7-12月 1,150
湯乃孋 7-12月 600
楊佩純 7-12月 600
羅  婷 7-12月 600
曾育紋 7-12月 600
張麗玲 7-12月 600
吳孟蓮 7-12月 600
許雅婷 7-12月 600
黃詩涵 7-12月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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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