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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活動】9-12 月慶生會活動  

    曼妙的舞姿、優美的身形誰能不著迷呢！竹東社區大

學東方律動舞蹈班及東方搖擺舞蹈班的同學特地到中心

來演出！連很少參加活動的長輩都下來欣賞了，爺爺們熱

情的鼓掌，一掃平常酷酷的模樣！專注的神情讓我們知道：

「超喜歡！」 

    表演後，送上生日蛋糕，本次最高齡的奶奶 96 歲了，

插上 96 歲的蠟燭，祝壽也祝福，希望壽星們長長久久、

福氣滿滿，也希望所有與會的長輩都身體健康喔！ 

 

                       

                                   108 年 7 月 1 日~108 年 12 月 31 日個人累計金額 

蕭家發 50  卓連益 500  黃梓期 500  施浩仁 1,000  

連阿香 100  卓榮豐 500  黃麗燕 500  范坤玄 1,000  

善心人 100  周德淼 500  楊鎮嘉 500  徐恆文 1,000  

善心人 100  林育墩 500  葉知欣 500  晟屹企業 1,000  

善心人士 100  林政廷 500  劉玉琴 500  張晏嘉 1,000  

蔡宗成 100  林淑華 500  劉旻忠 500  強棓瑜 1,000  

呂宗憲 200  林淑靜 500  盧秀琴 500  梁漢崑劉如鳳 1,000  

呂美玲 200  林鈺珀 500  蕭全佑 500  翊軒廣告設計
工作室 1,000 

李瑞妙 200  柯博涵 500  戴麗虹 500  

張增昌 200  徐國昌 500  謝秀妹 500  許國斌 1,000  

善心人士 200  張建凱 500  謝繪如 500  許順珠 1,000  

黃許麗娟 200  張舜丞 500  鐘惟鉤 500  郭俊廷 1,000  

李鴻章 300  張舜豪 500  郭虹君 600  陳姿名 1,000  

杜立媛 300  張聰庭 500  善心人士 600  善心人士 1,000  

善心人士 300  張韻涵 500  許柔平 750  黃玉芳 1,000  

善心人士 300  梁蜀昀 500  范坤鉻 900  黃兆廣/曾素琴 1,000  

蔡惠雯 300  陳怡清 500  善心人士 981  黃幸美 1,000  

善心人士 335  陳明生 500  太原麗子 1,000  黃福乾 1,000  

范姜迪 360  陳燧宗 500  文瓊瑩 1,000  楊秉純 1,000  

陳品蓁 400  陳麗蘭 500  李玉金 1,000  劉子衙 1,000  

善心人士 414  善心人士 500  李育強 1,000  範數珍 1,000  

吳昀珊 500  無名氏 500  林志隆 1,000  蔡恒典 1,000  

吳國楨 500  黃永勝 500  林英傑 1,000  蕭博聰 1,000  

李逸儒 500  黃坤霖 500  林淯騰 1,000  簡慧英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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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 1,008  賴宏仁 2,000  張佩翎 4,000  林寬富 10,000  

羅美芝 1,070  鴻哲企業社 2,000  溫生財 4,000  蕭業昭 10,000  

林育如 1,200  羅義芬 2,000  善心人士 4,596  新竹縣私立程
品文理短期補
習班 

10,000  陳世昌 1,200  羅興森 2,000  李麗玲 5,000  

賴孟瑄/張沛
嫺/張珮珊 1,500  

善心人士 2,300  林德明 5,000  

善心人士 2,362  社團法人新竹
縣牙醫師公會 5,000 

戴雙傳 10,000  

范瑞紅 1,800  林信宇 2,500  新竹縣成衣服
飾整理加工職
業工會 

12,000  正明五金行 2,000  林德仁 2,500  胡珊瑛 5,000  

 江新桂 2,000  陳林新 2,500  張益生 5,000  

竹東地區農會 2,000  陳惠君 2,500  張順妹 5,000  萬美玲 12,000  

李金玉 2,000  善心人士 2,600  陳宗祺 5,000  聯華電子公司
太極社 16,000  

周吉人 2,000  曾誠 2,752  曾冬玉 5,000  

周紋 2,000  丁新華 3,000  曾安勝 5,000  張素玲/陳易銓
/陳禹淳 12,000  

林素珍 2,000  毛仁和 3,000  新竹縣竹東儲
蓄互助社 5,000  

邱芳美 2,000  未孟頻 3,000  何英強 20,000  

高平 2,000  吳季洋/吳奇龍 3,000  鄧賴連招 5,000  張耀輝 20,000  

康秀琴 2,000  周端明/周宜志 3,000  盧天成 5,000  楊大勇 20,000  

陳福圳 2,000  梁書潢 3,000  鍾招露 5,000  史麗娟 30,000  

傅玉仙/周瑞
清/周瑞松/周
瑞堡 

2,000  

陳烱章 3,000  韓正德 5,000  衡陽小教會 39,000  

麥增欽/陳秀真
/麥譽馨 3,000 

徐何月娥 5,307  財團法人濟安
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 

100,000  李孟如 6,000  

傅蔡金 2,000  彭啓清 3,000  彭梅妹 6,000  

曾貴偵 2,000  黃振倉 3,000  彭錦烽 6,000  

 親愛的捐款人： 
若有遺漏或誤植，煩請
來電詢問指正，謝謝！ 

新竹縣東寧儲
蓄互助社 2,000  

賴敬燈 3,000  黃鳳嬌 6,000  

善心人士 3,800  愛心人士 6,000  

鄭素蘭 2,000 善心人士 3,916  衛振勳/呂金菊 6,000  

蕭凱仁 2,000  張月琴 4,000  謝奕章 6,500  

 
                                     

                                         108 年 7 月 1 日~108 年 12 月 31 日 

7-11東鑽門市/白米6包 

7-11東鑽門市/沙拉油 4瓶 

人能科技有限公司/麵食類1袋 

士林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柔濕巾3

箱 

毛淑華/大浴巾18條 

千佛山華德禪寺/白米630斤、米

粉7包、冬粉8包、大榮麵1箱、關

廟麵9包、營養麵3箱、醬油4瓶、

沙拉油4瓶、味素1包、鹽11包、

糖8包、素食1批、拉麵1箱 

大華科技大學/襪子2袋 

大華科技大學/帽子2袋 

中彰流通有限公司/全聯禮券面額

$100 6張 

天主教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青菜

100斤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椪柑20箱 

立錡科技/月餅32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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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光教養院/沐浴床2台、麵包2

袋、麵包1籃、米粉3袋、魚丸2

籃、沙拉油15瓶、米粉3袋、餅乾

5箱、汽水9瓶、關廟麵3箱、泡麵

4箱、飲料1箱、水餃25包、水餃1

籃、矽質鼻管80條、麵粉2件、遠

紅外線燈具1台、替換式小尿片10

箱、水果4籃、衛生紙5箱、 

跑步機1台、蛋2箱 

江國榮/沐浴乳4瓶、乳液2瓶、濕

紙巾2包、衛生紙2袋、尿片2包 

竹東明月宮/白米17包、沙拉油17

瓶、鹽17袋、糖17袋 

竹東農會/新竹調和米粉2盒 

竹東鎮公所/雞1隻、臍橙1箱 

何佩怡/液晶電視1台 

何恭發/橘子1籃 

吳先生/電熱水壺1個 

吳鄭阿梅/白米1批、飲料1批、白

米1200斤、素食1批、豆皮1批 

宏鑫商行/月餅禮盒2盒 

李文振/便盆椅1台、拐杖2支 

李靖柔、曾薇曼、曾宥煖/包大人

紙尿褲8包 

李錫/衣櫃1台、洗衣機1台、喇叭

1組、燈具2台、茶几1座、冷氣1

台、衣櫃2個、烘衣機1台、化妝

台1台、沙發1座 

東寧宮/白米300斤、供品15份、

白米300斤、麵包4袋、餅乾4袋、

柚子1袋、白米300斤 

板橋觀音廟/白米500斤、日用品1

批 

林秀珍/地瓜葉15斤、菠菜3斤、 

地瓜葉7斤、芹菜1袋、玉米1袋、

芹菜2袋、芹菜1袋、青菜乙袋 

林桂花/電動床1台 

邱葉糖妹/輪椅1台 

林雨旋、梁列光/高麗菜1箱、青

菜1批、空心菜1箱、高麗菜1籃、

高麗菜1籃 

范記誠/白米200斤 

耶穌孝女會/包大人復健褲5包、

抽痰機1台 

范宏忠/輪椅1台、四腳杖1個、四

腳助行器1台 

范秋蘭/蘭花4盆、飲料3袋食品2

袋、米3袋 

唯心聖教大凡寺/供品20箱 

張炳炘/襪子6雙、福寧補(洗腎營

養品)11包 

張炳炘、吳雲足/輪椅1台、亞培

11瓶、固定繃帶3捲 

張密/站立訓練床1台 

曹萬震/按摩椅1座 

陳秀雄/柳丁5箱 

陳孟萍/柳丁4箱 

麥盛傑/四穀米50斤 

麥盛傑/十二穀米100斤 

善心人士/紙尿褲3包 

善心人士/柚子2箱 

善心人士/供品20份 

善心人士/輪椅1台 

善心人士/製氧機1台 

善心人士/尿布3包 

善心人士/二手氣墊床1床 

善心人士/柚子5袋 

善心人士/尿布3包 

善心人士/大浴巾3條 

善心人士/毛巾4條 

善心人士/尿布1包 

善心人士/腳踏墊1個 

善心人士/抽痰管2包 

善心人士/白米50斤 

善心人士/地瓜3袋 

善心人士/尿布23片 

善心人士/看護墊6片 

善心人士/小尿片20片 

善心人士/蛋糕1箱 

善心人士/咖啡機1台 

彭鈺強/尿布3袋 

富興五金有限公司/拉麵1袋、五

穀米1包 

彭裕祿/電動病床1床、抽痰機1台 

氣墊床1組、沐浴椅1台、尿布3包 

、男性內衣(新)3件 

惠建生技/捲心酥禮盒1盒 

曾國錩、陳雅雯/食用油6瓶 

曾鍾李妹/輪椅1張、尿布1包 

無負擔農場/電動病床1台 

開臺金山寺/白米400斤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吳詠婕/

白米150斤、王子麵2箱、關廟麵4

包 

新光天主堂/青椒1箱 

新竹縣政府/電烤箱2台、秋節禮

盒12盒、麵包5箱 

義民祭竹東祭典區/食品1批 

聖龍宮廟謝泳姍小姐/麵線10包 

萬家香獸肉舖/豬肋排2包 

萬華代天宮/白米500斤、日用品1

批 

鄒政宏/大同電鍋1台 

鼎生食品/木炭7包 

福智佛教基金會/禮盒8箱、關廟

麵3箱、沖泡米粉2箱、八寶粥2

箱、花生仁湯2箱、麵筋1箱、有

機米1箱 

劉正彬/骨頭30斤 

劉承澤/衛生紙1箱 

劉秋珠/白米50斤 

劉展名/排骨10斤 

劉瑞姬/電動床1台、氣墊床1組 

衛智惠/尿布3袋 

鄧賴連招/白米320斤 

黎茶妹/輪椅1台 

賴宏仁/白米50斤 

總統蔡英文、副總統陳建仁/秋節

禮盒36盒 

聯華電子公司(太極社)/物資1批 

羅朱耐妹/立攝氏-配方奶1箱 

羅陳鳳妹/棉被3件、被單3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