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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 100 善心人士 600 康秀琴 2000 許光枝 5000 

善心人士 100 胡秀瑩 606 張月琴 2000 陳方濟 5000 

善心人士 180 善心人士 800 張德蘭 2000 
麥增欽/徐秀真

/顧青/麥曜晉/

鄭美齡/麥睫瑜

/麥竣嘉/麥博

揚 

5000 

呂美玲 200 何美容 1000 郭寶連 2000 

李瑞妙 200 呂宛蓉/李品

樺 
1000 

陳士傑 2000 

徐治民 200 陳正德 2000 

善心人士 200 李育強 1000 陳香娟 2000 

劉明菊 200 林淯騰 1000 陳福圳 2000 溫生財 5000 

蔡茂榮 200 林素珍 1000 陳錦翔 2000 溫威龍 5000 

善心人士 250 林顯光 1000 善心人士 2000 廖雅惠 5000 

杜立媛 300 林碧蓮/蕭義

承/蕭義緯 
1000 

曾東寧 2000 劉泰德 5000 

善心人士 300 義璇宮 2000 羅秀鳳 5000 

善心人士 300 高平 1000 劉秋珠 2000 吳季洋/吳奇龍 6000 

善心人士 320 陳世昌 1000 戴國隆 2000 呂子蟬 6000 

善心人士 400 善心人士 1000 善心人士 2250 李孟如 6000 

余敏芳 500 善心人士 1000 麥增欽/陳秀真

/麥耀晉/麥婕

瑜/麥峻嘉/麥

博揚 

3000 

姜洋光/鄭玉貞

/姜葉婷/姜靜

懿/姜靜汝/姜

彥宇 

6000 
胡培文 500 善心人士 1000 

善心人士 500 善心人士 1000 

善心人士 500 曾誠 1000 

善心人士 500 劉秀丹 1000 葉冠政 3000 

 

范淑美 6000 

善心人士 500 蕭綉枝 1000 周榮安 4000 傅月梅 6000 

善心人士 500 善心人士 1200 林德明 4000 

 

彭梅妹 6000 

彭詠琪 500 善心人士 1400 范振如/范文彬

/黃中平/黃小

娥 

4000 

黃振倉 6000 

曾博榆 500 李雅芬 1500 衡陽小教會 6500 

曾順詮 500 賴孟瑄、張沛

嫺、張珮珊 
1500 

單超 7000 

曾鈺翰 500 張佩翊 4000 謝奕章 7000 

馮綢妹 500 許柔平 1650 林子文 4352 鍾雪茶 7000 

楊寶頤 500 善心人士 1650 善心人士 4800 暖暖生活有限

公司 
7500 

劉旻忠 500 周進水 1800 何美如/范振如

/範文彬/黃中

平/黃小娥 

5000 善心人士 550 范瑞紅 1800 游欽宏 9000 

郭虹君 600 善心人士 1829 胡瑞娥 10000 

109 年 1 月 1 日~109 年 6 月 30 日個人累計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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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昇佑 10000 張素玲/陳易

銓/陳禹淳 
13000 財團法人台北

市天主教耶穌

孝女會 

20000 

蔡武雄 300000 

彭良盟 10000 

親愛的捐款人： 

若有遺漏或誤植，煩請來

電詢問指正，謝謝！ 

鍾招露 10000 善心人士 13200 

 聶熊朎朧 10000 竹東鎮客家傳 

統市集促進會 
20000 

彭科銘 20000 

新竹縣成衣 

職業工會 
12000 

史麗娟 30000 

新竹市私立曙 

光高級中學 
20000 

新竹竹夢扶輪

社 
43000 

萬美玲 12000 

大湯圓食堂/粽子150顆 

五豐糧棧/水果2籃、西瓜3個 

尤任安/濕紙巾6箱 

尤閎煜/濕紙巾6箱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清潔用品1批 

王秀英/白米30斤 

王映凱/白米30斤 

王振泙/白米30斤 

世光教養院/沙威隆10箱、香吉士

3箱、復健褲20箱 

古建平/復健褲6袋 

田秀鳳/蔬菜1件 

田記信/白米30斤 

何鴻次/電動床1床 

吳月媛/手機1台 

宏修禪苑/白米1000斤、饅頭1批 

李吳妍/白米30斤 

李秀雪/白米30斤 

李承展/水果4袋、飲料1袋 

李明賜、溫芷娟/青椒2袋 

李長洲、李承展、李彥駿、葉環

禎/白米20斤、沙拉油4瓶、水果2

袋、糖果2袋、餅乾1袋 

李長洲/水果8袋、飲料1袋、餅乾

2袋、零食1包 

李彥駿/水果2袋、飲料1袋、餅乾

1袋 

李義成/白米30斤 

周鳳玉/五珍寶健康油6瓶、衛生

紙1箱 

東寧宮/白米500斤、醬油1箱 

林上明/白米30斤 

林秀珍/A菜1批、地瓜葉1批、地

瓜葉1袋、玉米1袋、芥菜1袋、芹

菜1包、地瓜葉1包、青江菜8斤、

菠菜6斤、芥菜4斤、鵝白菜6斤、

青花菜20斤、青椒10斤、地瓜葉

3斤、紅蘿蔔1袋、莧菜1批、莧菜

20斤、蓮霧2袋、甜A菜1袋、大

頭菜1袋、馬鈴薯1袋、長年菜1

袋、蔥4斤、鵝白菜2包 

林雨璇/高麗菜1箱 

林淑娥/輪椅1台、行走助行器1台 

林彭檢妹/便盆椅1張、氣墊床1

張、高背輪椅1張、包大人紙尿褲

2包 

林湘宜/白米30斤 

林孺貞/白米30斤 

思耐得生技(股)公司/立得康初乳

牛奶6罐 

范軒誠/輪椅1台、輔具1台、醫療

耗材1批 

范國良/白米30斤 

夏正林/輪椅1台、被子6件 

峨眉鄉農會/桶柑30箱 

徐志偉/ kolin氣炸鍋1台 

張密/小雷點歌機1組、JVC39吋液

晶電視1台、國際牌分離式冷氣1

台 

張淑華/玉米1袋、花椰菜2袋、白

蘿蔔27斤、地瓜葉4.5斤、青菜1

箱、青菜7.5斤、菠菜1大包、鵝

白菜1大包 

張報忠/電動病床1床、氣墊床1

組、便盆椅1台、高背輪椅1台、

尿布1箱 

張順妹/熟筍20斤、香蕉15斤、青

菜9斤 

張煥松/白米30斤 

許鈞翔/白米30斤 

許瑋/白米30斤 

陳文姬/水果4袋、飲料1袋、助步

車1台 

陳玉麟/白米30斤 

陳志鴻/白米30斤 

陳炳坤/電動病床1床、便盆椅1

台、助行器1個 

陳美齡/尿褲1袋、營養食品1袋 

陳能煥/手搖病床1床 

陳雲祥/電動床1床 

陳黃足/白米30斤 

陳瑞堯/白米30斤 

麥聖傑/十二穀米200斤 

傅有鎮/抽痰機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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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大毛巾5條 

善心人士/小黃瓜1袋、炒麵1袋 

善心人士/水果1袋、麵包3袋 

善心人士/包大人紙尿褲1包 

善心人士/白米100斤 

善心人士/白米20斤 

善心人士/白米50斤 

善心人士/地瓜1袋 

善心人士/尿片2箱 

善心人士/尿布1批 

善心人士/尿布1箱 

善心人士/拉拉褲1袋 

善心人士/青菜1籃 

善心人士/青菜3袋 

善心人士/紅蘿蔔1袋 

善心人士/茄子1袋 

善心人士/益力康奶粉1罐、看護

墊1包、紙尿褲1包 

善心人士/高麗菜1籃 

善心人士/高麗菜2籃 

善心人士/蛋捲1箱 

善心人士/復健褲2包 

善心人士/蒜頭1箱 

善心人士/輪椅1台 

善心人士/橘子2箱 

善心人士/橘子3袋 

善心人士/糖果1袋 

善心人士/糖果1袋 

善心人士/麵包1袋 

善心人士/電動養護床1台、便盆

椅1台、輪椅2台 

彭兆瑾/電動床1床、氣墊床1組、

拐杖1支、便盆椅1個 

彭佳華/白米30斤 

 

 

 

 

彭裡明/氧氣鋼瓶1瓶、製氧機1台 

普照宮/白米1000斤曾昇甫/輪椅

1台、氣墊床1床 

曾晏勤/電動床1床、輪椅1台 

曾素婷/白米30斤 

曾國錩/包大人紙尿褲6袋 

曾清芳/白米30斤 

雅葳農莊/高麗菜9籃 

黃代南/拐杖1支 

黃吉堯/尿片3包、尿壺1個、護腰

帶1個 

黃定子/白米30斤 

黃曾銘/白米30斤 

黃貴勳/輪椅1台、氣墊床1床 

黃劉金妹/尿布1批 

新竹市救急會/白米200斤、拉麵

10包、綠的藥皂10盒、沙拉油10

瓶、醬油10瓶、土豆麵筋10包、

牙膏10包、牙刷10包、衛生紙10

包、魚罐頭10包、米10包、麥片

10包、沙琪瑪10包 

新竹縣政府/手術防護口罩2盒 

新竹縣脆弱家庭多元服務中心/

照明燈具24個 

新竹縣愛心家庭關懷協會/絨被

10件 

新埔鎮公所/橘子15箱 

楊志銘/白米30斤 

楊溫玉英/液晶電視1台 

楊瑞春/白米60斤 

楊瑞玲/白米60斤 

溫正一/L尿布6包、小尿布2包、

看護墊9包、濕紙巾2.5包、高蛋

白奶粉1袋 

葉敏堅/水果1袋、糖果1盒 

葉環禎、李承展、李彥駿/麵8包、

水果1批 

葉環禎、李長洲/水果1批葉環禎/

水果1批、水果8袋、糖果3包、麥

片4包、糖果3袋、糖果1包 

詹瑞玲/大潤發提貨券面額5004

張 

劉文祥/尿布6包 

劉正彬/香腸5斤 

劉秀鳳/白米30斤 

劉佩絨/白米30斤 

劉佳榮/黃豆15斤 

劉展名/排骨10斤 

劉鴻億/冬瓜1條 

劉羅秋幸/白米30斤 

德輔佛堂 廖裕妹/白米50斤 

蔣學興/高麗菜2籃 

鄧嬋娟/大浴巾15條 

鄧潮達/橘子100斤 

鄭月嬌/看護墊16片、紙尿褲16片 

鄭世雅/雙人彈簧床2張 

鄭俊賢/西瓜3顆 

鄭美麗/白米90斤 

賴來煒/尿布2包 

賴榮宗/白米30斤 

賴榮壽/南瓜2袋 

聯華電子/收音機1批、保溫瓶1批 

謝正富/ㄇ型助行器1台 

謝春香/電動床1台、氣墊床1組、

輪椅1台、單人床1台 

鍾文玉/輪椅1台 

魏炳火/氣墊床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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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 月 1 日~109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