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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杙駖 50 邱金蘭 1000 劉秋珠 2000 善心人士 

 

6000 

 胡秀瑩 55 徐麗華 1000 謝奕章 2000 日偉機械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6000 
李瑞妙 100 翊軒廣告 1000 鍾雪茶 2000 

陳肇彬 100 陳薪珶 1000 羅貴芝 2000 單超 6000 

善心人士 130 彭美姬 1000 善心人士 2070 彭梅妹 

溫生財 

鍾招露 

陳李惠慈 

6000 

6000 

6,000 

10000 

連阿香 150 黃偉芳 1000 善心人士 2900 

黃建峰 200 葉雅棠/葉馮

綢妹 
1000 

林德明 3000 

善心人士 300 張瑞杏 3000 日越電子有限
公司 

10000 
三業股份有
限公司 

400 
劉如鳳/梁漢崑 1000 黃振倉 3000 

鄭智元 1000 葉冠政 3000 鍾招露 11000 

 邱煜淳 400 賴來煒 1000 鍾有明 3000 社團法人新竹
縣牙醫師公會 

11000 
吳范綢妹 500 簡慧英 1000 陳錦翔 4040 

宋國臣 500 陳世昌 1200 張姵翎 4100 吳季洋/吳奇龍 12000 

張姿政 500 善心人士 1200 善心人士 4300 新竹縣成衣工
會 

12000 
善心人士 500 目鍵蓮 1400 黃博冠 4800 

陽寶頤 500 李雅芬 1500 李孟如 5000 張素玲/陳易詮

/陳禹淳 
12080 

許杏珮 600 許柔平 1500 張維沛 5000 

郭虹君 600 劉旻忠 1500 許光枝 5000 何美容/范振如
/范文彬/黃中
平/黃小娥 

15000 善心人士 600 善心人士 1600 郭寶連 5000 

彭宗昌 600 范瑞紅 1800 陳正德 5000 

賴佑恩 600 善心人士 1856 善心人士 5000 客家傳統促進
會 

20000 
善心人士 900 林堉騰 2000 善心人士 5000 

善心人士 990 高平 2000 鼎旺科技太陽

能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5000 

彭科銘 20000 

毛仁和 1000 康秀琴 2000 史麗娟 30000 

呂宛蓉 1000 張月琴 2000 周天 36000 

李育琪 1000 張德蘭 2000 劉吉雄 5000 善心人士 50000 

李書嫺 1000 連新傑 2000 羅秀鳳 5000 楊大勇 50000 

車信億 1000 陳香娟 2000 關聖羽球公益
隊 

5000 國際扶輪社
3501 地區 
2019-20  
總監朱先營 

64585 
周瑞明 1000 陳權清 2000 

林采萱/姜禮
雄 

1000 
善心人士 2000 范淑美 6000 

黃麟貞 2000 傅月梅 6000 

110 年 1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個人累計金額 

親愛的捐款人：若有遺漏或誤植，煩請來電詢問指正，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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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大覺寺/臘八粥100份 

小惠/青花菜筍1箱、高麗菜筍1箱 

中和金山禪寺/麵條5箱、麵線24

包、米(5斤)18包、素肉燥(12罐/

箱)2 箱、素肉鬆1箱、麥片4盒、 

雪蓮子2箱、玉米1箱、香菇1斤、

米粉5包、口罩3盒 

王添妹/老菜脯2罐 

世光教養院/小尿片(替換式)21

箱、替換式紙尿布3箱、乾濕兩用

巾1箱、尿片53箱、亞培(237ML) 

269 罐、亞培(850ML) 97罐、衛

生紙20箱、青菜9箱、沙拉油20L 2

桶 

叭蝦會.東霸釣蝦場/液晶電視1台 

平安行愿會/物資1批 

正佳汽車/年菜1桌  

正明五金行/全面式護目鏡10個 

呂勝馳/年菜1桌 

宏修禪院/白米1000斤、白米18

斤、食品1批 

李彥駿/素火腿2條 

李婉蒨/馬椅1組 

周鳳玉/衛生紙1箱 

拔彥．派速/輪椅1台、便盆1台 

東寧宮/白米500斤、麵包1 批、

便當1批 

林雨璇、梁列光/高麗菜1件 

林淑玲/高麗菜1箱 

林祺福/輪椅1台 

林馥平/牙膏1箱 

邱梅英/蘿蔔1籃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

寺/米53包、麵線215包、醬油53

瓶、玉米罐頭110罐、麵筋110

罐、素滷44罐、平安麵10箱 

唯心聖教大凡寺/供品45桌 

張云鎧/年菜1桌 

張志源/年菜2桌 

張南廷/年菜2桌 

捷安電信工程有限公司/防疫面

罩200個 

梁麗娟/包大人4包 

許寶土/輪椅1台、便盆椅1台、氣

墊床1組、電動床1床 

郭志賢/年菜1桌 

陳佳雯/生活百貨1箱、二手衣1批 

陳秉鈞/白米14包 

陳春杏/防疫面罩200個 

陳雅雯/尿布6包、衛生紙3包、沐

浴乳2罐、洗髮精2罐 

陳毓馨/製氧機1台 

善心人士/鴨蛋3箱 

善心人士/尿布6片 

善心人士/小尿片(替換式)48片 

善心人士/復健褲5片 

善心人士/尿布M 62片 

善心人士/看護墊150片 

善心人士/燕麥片12罐 

善心人士/麵包2袋 

善心人士/零食3袋 

善心人士/水果 1 箱 

善心人士/地瓜 4 袋 

善心人士/白米 1000 斤 

善心人士/ㄇ型助行器 1 個 

善心人士/手足健身車 1 個 

善心人士/毛帽 5 頂 

善心人士/抽痰機 1 台 

善心人士/蘿蔔 2 袋 

善心人士/高麗菜 2 箱 

善心人士/高麗菜 5 箱 

善心人士/尿布(M)1 箱 

善心人士/白米 100 斤 

善心人士/芭蕉 1 串 

善心人士/高麗菜 3 顆 

善心人士/七葉蘭香米 20 斤 

善心人士/橡膠氣圈 2 個 

善心人士/桂格完善 10 瓶 

善心人士/ㄇ型助行器 2 具 

善心人士/輪椅 1 具 

善心人士/拐杖椅 1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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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在照顧的路上， 

            有您一路相伴！ 

善心人士/香蕉 1 串 

善心人士/口罩 2 盒 

善心人士/香蕉 1 籃 

善心人士/便盆椅 2 台 

善心人士/ㄇ型助行器 1 個 

善心人士/氣墊床 1 床 

善心人士/矽質尿管 2 盒 

善心人士/素菜 1 批 

富裕達實業有限公司/白米100斤 

彭小姐/麵包2袋 

彭惠雯/電動床1床、輪椅1台、尿

布1批 

彭瑞貞/毛線1箱 

惠昌宮/日用品52份 

普照宮/白米1000斤 

曾妙珍/輪椅1台、餐桌板1個 

曾國錩.陳妍媚.陳惠萍.林雅玲/生

活耗材(尿布、衛生紙、乳液等)1

批 

温芷娟.李明賜/大頭菜1箱、青菜1

箱、青菜2籃 

華翎人力仲介有限公司/年菜1 桌 

雅葳農莊/高麗菜8籃、高麗菜9箱 

雲谷寺/米粉2箱 

黃世偉/尿布1批黃明玉/電動床1

床 

黃淑妃/米2包、水果2袋 

黃筱萍/尿布3包 

黃藍幼妹/氣墊床1床 

新竹市救急會/物資10份 

新竹縣公務人員協會/口罩2箱 

新竹縣農會/有機蔬菜480.6公斤 

新埔鎮公所/柑橘15箱 

義早早午餐/餐點80份 

葉宏源/電扇8台、立燈1台 

葉環禎/水果2袋、糖果1袋、鳳梨

2顆 

葉環禎、李長洲、李承展、大頭

目/水果6批、糖果2批、麵1箱、

水果&糖果4袋、水果&糖果2

批、水果&油等物資1批、麻糬3

盒、白米1包、麵&糖果1袋 

賈采潔.賈慶駿.賈慶恩/年菜2桌 

鼎旺科技太陽能顧問(股)公司.松

山忠義宮.鳳山古寺聖主會/環保

植物滅火器24瓶、餐點1批 

達運烘焙坊/麵包1批 

福智佛教基金會新竹分院/貢品6

袋 

劉正彬/內臟2袋、豬肉2包、內臟

15斤 

劉邦賢/氣墊床1組、製氧機1台、 

奶粉4包 

劉秋珠/白米100斤 

劉鴻億.鍾新妹/冬瓜(21斤)1顆 

德輔佛堂 廖裕妹/白米 50斤 

鄧潮達/桶柑2箱 

黎蘇滿妹/柑橘1箱 

賴新誠/電動床1床、便盆椅1個 

賴煥琳.賴煥凱/米40斤 

謝兆奇.陳美吟/白米250斤 

謝金龍/完膳8瓶、尿布1包 

謝奕文/白米50斤 

羅木城/橘子22袋 

蘇真慧/海恩士營養補給凍180袋 

躍聯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益妙

兒糖漿1400瓶 

龔正/電動床1床、輪椅2台、抽痰

機1台、病床餐板1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