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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學儒 50 善心人士 500 林素珍 1000 李金玉 2000 

傅承晚 50 善心人士 500 林煒迪 1000 周紋 2000 

蔡杙駖 50 曾子軒 500 范呂英妹 1000 東寧儲蓄 2000 

林育佑 100 黃于凱 500 高平 1000 林秀珍 2000 

郭育慈 100 黃安慶 500 張月琴 1000 邱芳美 2000 

陳致瑋 100 董家毓 500 陳世昌 1000 唐珍皿 2000 

陳靜怡 100 詹育霖 500 善心人士 1000 康秀琴 2000 

蕭秀莉 100 廖文毅 500 彭美姬 1000 強棓瑜 2000 

善心人士 170 廖季珍 500 彭素娟 1000 莊詠竣 2000 

吳宇中 200 蕭全佑 500 曾筱雯 1000 陳松彬 2000 

張元勳 200 羅兆謹 500 曾誠 1000 陳薪珶 2000 

陳冠宇 200 蘇湘婷 500 黃兆廣.鄭素琴 1000 陳權清 2000 

蕭秉昇 200 善心人士 501 黃幸美 1000 富興五金 2000 

賴品憲 200 善心人士 550 葛千慈 1000 黃成吉 2000 

伍家恩 200 善心人士 565 蔡國振 1000 黃婉絨 2000 

善心人士 200 善心人士 600 蕭業昭 1000 劉美華 2000 

善心人士 200 善心人士 750 蕭綉麗 1000 賴宏仁 2000 

善心人士 200 善心人士 770 賴來煒 1000 鍾盧占妹 2000 

善心人士 300 善心人士 800 簡慧英 1000 羅義芬 2000 

張元勳 350 善心人士 800 善心人士 1060 蘇梅妹 2000 

陳冠宇 390 善心人士 890 善心人士 1100 善心人士 2313 

蕭秉昇 400 善心人士 900 善心人士 1100 林德明 3000 

賴品憲 400 王致翔 1000 善心人士 1150 柯博涵 3000 

朱敏溎 500 竹東房屋仲介

經紀有限公司 
1000 

善心人士 1150 張瑞杏 3000 

吳聲東 500 善心人士 1150 裕雅實業 3000 

周德淼 500 余珮萱 1000 善心人士 1500 賴春城 3000 

林育墩 500 李育琪 1000 善心人士 1510 鍾有明 3000 

林致榛 500 李佩璠 1000 范瑞紅 1800 謝奕章 3500 

林琪鈞 500 李書嫺 1000 劉旻忠 1800 吳季洋.吳奇龍 4000 

林鈺珀 500 辰中酉企業 1000 善心人士 1850 李孟如 4000 

邱孟書 500 林奐竹 1000 尹治平 2000 張姵翎 4000 

善心人士 500 林淯騰 1000 毛仁和 2000 李濬孝 4400 

110 年 7 月 1 日~110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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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日~111 年 12 月 30 日 

黃博冠 4800 鄭秀琴 5000 林裕哲 10000 黃培維 20000 

呂淑育 5000 盧天成 5000 莊玉梅 10000 楊大勇 20000 

周榮安 5000 鍾招露 5000 新竹縣成衣工

會 
12000 

史麗娟 30000 

姜秋月 5000 單超 6000 立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 

胡秀瑩 5000 彭羿菱 6000 張素玲.陳易詮.

陳禹淳 
12110 

范秋梅 5000 

5000 

溫生財 6000 

6000 

財團法人濟安

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 

200000 翁子明 衛振勳.呂金

菊 

吳秀國 20000 

陳宗琪 5000 上官秋燕 10000 耶穌孝女會 20000 

陳淑姬 5000 日越電子有限

公司 
10000 新竹市私立曙

光女子高級中

學 

20000 

 

彭梅妹 5000 

楊世仁 5000 李如玉 10000 

千佛山華德禪寺/冬粉等物資1批 

五豐糧棧/綠竹筍2籃 

王秀英/連新米30斤 

王映凱/連新米30斤 

王添妹/冬瓜1條、地瓜葉1袋、青

菜1批、菜瓜2條 

世光教養院/南瓜2籃、大西瓜2

個、沙拉油(18L) 4桶、蛋糕50盒、

衛生紙90箱、尿布100袋、尿布8

箱 

古復瑄/蛋糕1袋、麵包1袋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手工蛋捲禮盒120盒 

甘美蓉/南瓜100斤 

安行國際租貸/氣瓶2瓶、電動床1

床、製氧機1台 

田記信/連新米30斤 

竹東惠昌宮/麥片132包、禮盒物

資20組 

何先生/輪椅1台、氣墊床1組 

何佳訓/液晶電視1台 

何鳳嬌/復健褲2包、小尿片1包、

看護墊1包、氣墊床1床 

宏修禪院/白米1200斤、南瓜2

袋、冬瓜1箱、食品2箱、米粉3

袋 

李吳研/連新米30斤 

李秀雪/連新米30斤 

李義成/連新米30斤 

周鳳玉/沙拉油6瓶、衛生紙1箱、

衛生紙2箱 

孟錦蓮/燕麥片1罐、米1包 

東寧宮/麵線2包、炒米粉1包、麵

包5袋、餅乾零食3袋、白米800

斤、炒麵4批、便當2批、麵線2批、

麵包2批、炒麵16包、水果1包、

零食15袋、貢品1批、饅頭70個、

發糕15個、麵線1箱、素熟食48

桌、油麵1箱、炒飯1箱、白米510

台斤、貢品15籃、炒麵60份、貢

品10份、饅頭1袋、炒麵6袋、糖

果1包、粽子3袋、便當150個、炒

飯3袋、棉被20件、炒飯4包、麵

包2箱、洗衣精1箱、水果1袋、餅

乾1袋 

拙茁家園/苦瓜13袋 

林上明/連新米30斤 

林坤禧/夏普微波爐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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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雨璇、梁列光/高麗菜1箱、空

心菜1箱 

林湘宜/連新米30斤 

林孺貞/連新米30斤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

人/添寧看護墊30箱、包大人小尿

片10箱、包大人尿片15箱、添寧

復建敢動褲10箱、醫療防潮枕20

個、晶體翻身枕10個 

社團法人新竹市崇德會/白米

1000斤 

邱永金/電動床1張、氣墊床1組、

助行器1台、便盆椅1台 

胡慶晃/火龍果40斤 

范宸瑀/南瓜8顆、冬瓜7條 

范國良/連新米30斤 

范陳玉妹/電動床1張 

范滿香/復健(手腳牽引)1台 

飛龍養生穀粉公司/養生5穀粉10

包 

徐紹青/白米2袋、pvc手套(M)1

盒 

徐鍾完妹/毛帽1批 

涂公金土老先生/白米60斤 

財團法人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橘

子20箱 

唯心聖教大凡寺/供品50袋 

張家瑋/連新米30斤 

張珮瑜/助行器1台 

張煥松/連新米30斤 

張翠蘭/竹筍1袋、砂糖橘3袋 

張馨方/連新米30斤 

梁列光.林雨璇/白菜1箱、高麗菜1

箱 

莊玉梅/看護墊1箱、便盆椅1台 

許鈞翔/連新米30斤 

許瑋/連新米30斤 

陳玉枝/電動床1張 

陳玉麟/連新米30斤 

陳志鴻/連新米30斤 

陳東梯/電動床1張、輪椅1台 

陳炳勳/連新米30斤 

陳美吟/白米(100斤)2包 

陳健良/氣墊床1組、抽痰機1台、

氧氣瓶1個 

陳黃足/連新米30斤 

陳瑞堯/連新米30斤 

陳錦煌.鄭雯庭/L尿布4包、沐浴乳

3瓶、乳液2瓶、洗髮乳1瓶 

善心人士/12穀米100斤 

善心人士/青菜1袋 

善心人士/地瓜葉1袋 

善心人士/南瓜2顆 

善心人士/冬瓜4顆 

善心人士/麵包1籃 

善心人士/水粄1箱 

善心人士/麵包2袋 

善心人士/豬肉1袋 

善心人士/地瓜葉1袋 

善心人士/尿布(M)46件 

善心人士/竹筍1袋 

善心人士/PE袋2批 

善心人士/輪椅1台 

善心人士/水梨1籃 

善心人士/便盆椅1台 

善心人士/供品1組 

善心人士/文旦2箱 

善心人士/尿褲2袋 

善心人士/復健褲2袋 

善心人士/輪椅1張 

善心人士/尿布4包 

善心人士/看護墊1包 

善心人士/補體素2箱 

善心人士/亞培安素1箱 

善心人士/火龍果1袋 

善心人士/稀飯3包 

善心人士/炒麵1包 

善心人士/稀飯2包 

善心人士/電動床1張 

善心人士/氣墊床1組 

善心人士/電視1台 

善心人士/便盆椅2張 

善心人士/ㄇ型助行器1個 

善心人士/洗腎配方2盒 

善心人士/水餃4袋 

善心人士/饅頭6袋 

善心人士/黃麵2袋 

善心人士/餅乾2袋 

善心人士/火龍果1箱 

善心人士/尿布2袋 

善心人士/福爾霧化器4台 

善心人士/柳丁6箱 

善心人士/月曆3本 

場佳華/連新米30斤 

富裕達實業有限公司/文旦2箱 

富興五金有限公司/物資1批、奶

粉1罐、麥片1盒 

彭小姐/麵包1批、青菜2袋 

彭秀鳳/尿布2箱、輪椅1台、營養

品1批、輕便馬桶1台 

彭喬鳳/復健褲1袋 

彭瑞成/ㄇ型助行器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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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您們的支持與肯定， 

                讓我們在照顧的路上， 

                   有強大的後盾， 

                   繼續堅定前行， 

                     謝謝您們！ 

曾素婷/連新米30斤 

曾淑菁/L尿布2包 

曾清芳/連新米30斤 

萊茵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高

麗菜60公斤、荷葉白菜30公斤、

小菠菜30公斤、小松菜30公斤、

好香米90公斤、青松菜20公斤、

黑葉白菜40公斤、白米20公斤 

順元山寺/普渡供品100箱 

黃小姐/亞培腎補納44瓶 

黃水塗/抽痰管148包、pvc手套

(M)7盒 

黃定子/連新米30斤 

黃培維/尿布30箱、看護墊12箱 

黃梅枝/輪椅1台、便盆椅1台、電

動床1張、助行器1組 

黃曾銘/連新米30斤 

慈心母娘普濟會/馨善米11箱、馨

善米4包 

楊志銘/連新米30斤 

楊黃大妹/尿布2袋 

楊瑞春/連新米60斤 

楊瑞玲/連新米60斤 

道明傳道中心/口罩1箱 

達運烘焙坊/麵包1批、麵包1袋 

雷靜茹/尿布1箱 

葉環禎/水果.糖果1批、水果1袋 

葉環禎.李長洲.李承展.林彥駿.大

頭目.嬪妃/水果4袋、糖果2袋 

葉環禎.李長洲.李承展.大頭目/水

果.糖果3批、水果2袋、包子1袋、

糖果1袋、糖果1批、水果1批 

葉環禎.李長洲.李承展.李彥駿.大

頭目/水果.糖果2批、水果1批、糖

果1批、糖果.水果1袋 

廖鳳禮/電動床1張、氣墊床墊1組 

福智佛教基金會/物資1批 

劉秀鳳/連新米30斤 

劉邦賢/白米34斤、餅乾零食1

批、飲品1組、拉麵6盒 

劉佳宜/看護墊6包 

劉易明/橘子1箱 

劉姵絨/連新米30斤 

劉振邦/衣物9袋 

劉廖桂妹/便盆椅1台、單柺1組、

床上便盆2個 

劉廖貴妹/輪椅1台 

劉羅秋幸/連新米30斤 

潘淑珠/暖暖包10包、布9匹、暖

暖包120包、米果3包、仁丹2瓶 

鄒顯文/白米3袋蔡明雄/二手物

資1批 

蔡勝烽/抽痰管18條、棉枝2包 

鄭秀琴/補體素4箱、尿布4包、補

體素1箱 

鄭美麗/連新米90斤 

賴宏仁/白米30公斤 

賴傳凱.賴奕綺/米80斤 

賴煥琳.賴奕綺/米2包 

賴煥琳.賴傳凱/米80斤、麵1盒 

賴榮宗/連新米30斤 

賴榮壽家屬/柚子2袋 

龍溫雙妹/尿布2包 

總統 蔡英文.副總統 賴清德/中

秋禮盒35盒 

謝北奇/白米(50斤) 1包 

謝昌宇/白米400斤 

鍾羅金定/輪椅1台 

韓范奔妹/沐浴椅1台、便盆椅1

台、助行器1台 

鎮安宮/白米500斤 

羅木城/西瓜1條、西瓜1顆 

蘇錄魯/地瓜3袋、地瓜2籃、地瓜

1批 

歡喜心集/蔬食餐盒61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