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7月1日~107年12月31日 

黃許麗娟 100  楊鎮嘉 500  晟屺企業 1000 宋鑫明 1200 

溫文成 100  詹嘉維 500  翁子明 1000 許技江 1200 

葉金蘭 100  劉旻忠 500  高平 1000 陳世昌 1200 

彭鼎宇 150  盧秀琴 500  曹忠學 1000 賴孟瑄.張沛嫺 
張珮珊 

1500 
張景耀 200  蕭全佑 500  許國斌 1000 

善心人 200  戴麗虹 500  陳姿名 1000 善心人士 1608 

善心人士 200  鍾福權 500  陳慧萍 1000 善心人士 1610 

李鴻章 300  周德淼 600 善心人士 1000 范瑞紅 1800 

杜立媛 300  林綉祝 600 善心人士 1000 善心人士 1800 

姚學儒 300  郭虹君 600 善心人士 1000 周紋 2000 

張世佳 300  劉千榕 600 彭素娟 1000 林靖惠 2000 

陳怡清 300  正明五金行 674 曾國銓 1000 范錦榮 2000 

善心人士 300  善心人士 700 曾誠 1000 徐煒玉 2000 

善心人士 300  安蘭格 800 黃玉芳 1000 康秀琴 2000 

善心人士 300  王韋淳 1000 黃兆廣.鄭素琴 1000 張雅如 2000 

善心人士 300  朱敏溎 1000 黃幸美 1000 善心人士 2000 

善心人士 300  李盛欲.李婉銀 1000 黃奎智.張雅婷 1000 新竹縣東寧儲
蓄互助社 

2000 
尹治平 400  吳長穎 1000 黃兆廣.鄭素琴 1000 

黃兆廣.黃金智
張雅婷.黃晨媗 

400  
吳培堯 1000 黃幸美 1000 陳美玉 2000 

李民中 1000 黃奎智.張雅婷 1000 陳福圳 2000 

善心人士 450  李秀美 1000 黃美瑤 1000 陳慶吉 2000 

王玫萍 500  李育強 1000 黃福乾 1000 黃姿熒 2000 

呂美玲 500  李育琪 1000 黃麗燕 1000 蕭凱仁 2000 

李孟穎 500  李佩璠 1000 楊忠憲 1000 賴宏仁 2000 

李逸儒 500  李品樺 1000 楊秉純 1000 羅義芬 2000 

易志峯 500  李民中 1000 楊駿憲 1000 善心人士 2060 

林政廷 500  卓雅榆 1000 劉子衛 1000 范坤玄 2400 

林茂偉 500  周桂蘭 1000 劉金美 1000 陳權清 2400 

邱孟書 500  林志隆 1000 劉獻榮 1000 善心人士 2808 

張芳龍 500  林育如 1000 蔡宜庭 1000 毛仁和 3000 

張建凱 500  林芮宇 1000 盧郁如 1000 宋孟頻 3000 

張嬈蓮 500  林英傑 1000 蕭先生 1000 林德明 3000 

許順妹 500  林素圓 1000 蕭業昭 1000 陳文進 3000 

善心人士 500  林琦修 1000 賴奕綺.賴傳凱 1000 陳月梅 3000 

黃坤霖 500  林懋全 1000 錢肇鴻 1000 陳楊梅花 3000 

黃梓期 500  徐永清 1000 善心人士 1020 善心人士 3000 



 

 

                                       107年7月1日~107年12月31日 

彭錦烽 3000 陳宗祺 5000 善心人士 8480 何英強 12000 

黃振倉 3000 陳惠君 5000 善心人士 9800 萬美玲 12000 

善心人士 3200 黃中雋 5000 沈慶安 10000 善心人士 12300 

善心人士 3400 葉忠輝 5000 私立聖方濟幼
兒園 

10000 
善心人士 13300 

謝奕章 4000 鍾招露 5000 張耀輝 20000 

善心人士 4200 韓正德 5000 林寬富 10000 蕭群瀚 20000 

吳季洋.吳奇龍 5000 羅秀蘭 5000 胡珊瑛 10000 曙光女子高級
中學 

20000 
吳興隆 5000 吳美麗 6000 張素玲 10000 

李孟如 5000 彭梅妹 6000 新竹縣竹東鎮
儲蓄互助社 

10000 
東霸禮儀公司 22000 

李麗玲 5000 葉騏菘 6000 彭科銘 23200 

林永祥 5000 劉傅月梅 6000 楊大勇 10000 史麗娟 30000 

林素珍 5000 衛振勳.呂金菊 6000 戴寶珠 10000 衡陽小教會 39000 

社團法人新竹
縣牙醫生公會 

5000 
張姵翎 7000 善心人士 10300  

 

 

善心人士 7000 新竹縣成衣服
飾整理加工業
職業工會 

12000 梁書璜 5000 林奕圻 8000 

陳玉芳 5000 溫生財 8000 

二重國中/白米25斤 

千佛山華德禪寺/白米600斤、米

粉40包、冬粉7包、乾貨1批 

川田企業社/地瓜20斤 

中華民國資源媒合互聯協會/SPF

鮮潔蛋250顆 

五豐糧棧/青菜2袋 

公益信託王詹樣社會福利基金/

二呎平板燈140盞、兩呎兩燈山型

燈21盞 

天佛禪寺/白米6箱、陽春麵6箱、

新貴派餅干10箱、禮盒20盒 

尹麗清/尿片1袋 

王子軒/玉米1袋 

世光教養院/九層塔1箱、冰箱1

台、西瓜10顆、冷凍櫃1台、沙拉

油1桶、沙拉油24瓶、沾醬2箱、

青菜12箱、柚子3籃、洗臉毛巾24

條、高麗菜15箱、魚2箱、衛生紙

17箱、蕃茄1籃、麵條4箱 

丘善珍/復健褲4包 

古金丹/尿布4包、電動床1台 

台灣土地銀行竹東分行/高麗菜5

箱 

台灣東方海外股份有限公司/包

大人紙尿褲8箱、來復易柔適安尿

片12箱 

司陳梅香/亞培安素23瓶、桂格完

膳35瓶 

共善之心/包大人尿布12包 

朱心怡/記憶床墊1床 

朱碧雲/冬瓜2批、高麗菜2批、蘿

蔔2批 

江智騫/包大人尿布10包、抽取式

衛生紙8串 

莊美珠/包大人尿布1包 

莊祝英/酸菜1袋 

許家豪/白米20斤 

竹東鎮公所/月餅2盒 

何牡丹/包大人尿布4包、抽取式

衛生紙2串 

余偉中/白米40斤 

余楊雙妹/小尿片1.5包、尿布3

包、看護墊1包 

余鴻圳/包大人尿布14包、抽取式

衛生紙2串 

余鴻達/抽取式衛生紙18串 

呂龍藏、李品樺、羅成妹/白米250

斤 

宏修禪苑/白米750斤、米粉5包、

食物2批 

李建國/包大人尿布26包、抽取式

衛生紙2串 

李梅惠/電視2台 

李慧如/電冰箱1台、辦公型書桌1

台、雙人床櫃組1組 

李錫/沙發2組、咖啡機1台、微波 

爐1台、電腦桌2桌、電腦椅2台 

東寧宮/白米300斤、禮盒15包 

林妘蓮閤家/抽取衛生紙35串 

林欣典/包大人尿布4包、抽取式

衛生紙2串 

林祁強/電動病床1台 

親愛的捐款人： 

若有遺漏或誤植，煩

請來電詢問指正，謝

謝！ 



林金章/看護墊15片 

玥峰髮品/棉被8件 

洪何東來(洪嘉業)/尿布1包 

洪秀美/玉米20斤 

洪嘉慧/白米18斤 

美國銀行暨美林證券/電腦主機

20台 

胡恩琪/白米20斤 

范素珍/白米80斤 

范記誠/白米100斤 

徐慧華/白米20斤 

神家族/奶粉15罐、尿布14包、看

護墊19包 

針炙醫療協會/尿布2包 

康婕眉/包大人尿布15包 

張尤麗/二胡1把、中古鋼琴1台 

張純琪/粄條60片 

張密/椅子30張 

張淑惠/口罩1箱 

張錦龍/輪椅1台 

梁列光、林雨璇/山東白菜1袋、

高麗菜5箱、蚵白1箱 

梁如忠/包大人尿布2包、抽取式

衛生紙1串 

梁峻華/包大人尿布2包、抽取式

衛生紙1串 

梁細妹/白米90斤 

梁欽雲/包大人尿布2包、抽取式

衛生紙1串 

莊元享/白米60斤 

郭林綉悅/十二穀米50斤 

郭德宗.郭昱煒.郭宛宜/白米160

斤 

陳文華/包大人尿布4包、抽取式

衛生紙2串 

陳先生瑞昭副理/包大人尿布12

包、來復易小尿片4箱 

陳成東/包大人尿布4包、抽取式

衛生紙2串 

陳牡丹/尿布18包、尿壺1組 

陳林財/包大人尿布1包 

陳俊男/抽取式衛生紙36串 

陳鳳媛/奶茶2包、咖啡2包 

陳謀生/尿布4包、輪椅1台 

麥盛傑/十二穀米50斤 

善心人士/白米20斤 

善心人士/青菜1批 

善心人士/白米80斤 

善心人士/豆漿4袋、豆腐2袋 

善心人士/南瓜4粒 

善心人士/水果5籃 

善心人士/衣服2袋、涼被2袋 

善心人士/白米800斤、米粉1箱、

餅乾1批 

善心人士/文旦5箱 

善心人士/豆腐3袋 

善心人士/亞培安素19瓶 

善心人士/白米80斤 

善心人士/麵包2袋 

善心人士/柚子2袋 

善心人士/麵包1袋 

善心人士/輪椅1台、助行器1個 

善心人士/白米100斤 

善心人士/便盆1個、紙尿褲9片 

善心人士/青菜8袋、甜柿1箱、柚

子1袋、木瓜1箱、蜜柚2箱 

善心人士/尿布2包 

善心人士/白米59斤 

善心人士/橘子4箱 

善心人士/地瓜3袋 

善心人士/白米150斤 

善心人士/柳丁4箱 

喜憨兒憨喜工坊/餅干1袋 

彭金鳳/包大人尿布4包、抽取式

衛生紙2串 

彭貴廷/包大人尿布9包 

彭萬財/包大人尿布20包、抽取式

衛生紙10串 

彭鄒珍珠/四角助行器1支 

曾王鳳妹/便盆椅1台、氣墊床1

組、電動病床1台、輪椅1台 

華德禪寺/大榮麵2包、冬粉5包、 

白米510斤、米粉40包、沙拉油2

瓶、味素2包、素料1批、糖9包、

營養麵2箱、醬油6瓶、關廟麵7

包、鹽9包 

開臺金山寺/白米260斤 

隆源餅行/月餅2箱 

黃月霞/收音機音響1台、液晶電

視1台 

黃世傑/白米432斤 

黃淑珮/尿布3袋 

愛心家庭關懷協會/白米100斤 

新竹風城獅子會/包大人尿布20

包、抽取衛生紙10串 

新竹縣政府/尿布75包 

楊俊育/白米20斤 

楊龍 先生/油畫3幅 

溫薛月容/輪椅1台 

祺盛李/月餅2盒 

聖鳳宮/白米400斤、米粉8箱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純水濕紙巾3箱 

萬素蘭/月餅1盒 

葉秀梅、顏永昊、顏永昀/白米60

斤 

劉邦樹/包大人尿布4包、抽取式

衛生紙2串 

劉桂惠/包大人2包、抽取式衛生

紙1串 

蔡英文總統、 陳建仁副總統/月

餅禮盒36盒 

蔡張金鳳/尿布1批、營養品1批 

蔣博源/包大人尿布2包、抽取式

衛生紙11串 

賴宏仁/白米30斤 

聯華電子/餐桌10個 

鍾文玉/電動床1床 

蘇羿庭/白米20斤 

感謝您的愛心捐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