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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菩薩 50 張聰庭 500 翁子明 1000 賴孟瑄/張沛嫺
/張珮珊 

1500 
陳冠宇 100 蚵仔煎 500 高平 1000 

陳家磐 180 陳良榕 500 張世佳 1000 許柔平 1600 

陳豐逸 100 黃坤霖 500 梁漢崑 1000 范瑞紅 1800 

善心人 100 黃燕貞 500 梁漢崑/劉如鳳 1000 善心人士 1800 

劉茹青 100 黃麗燕 500 翊軒廣告設計
工作室 

1000 
李育琪 2000 

連阿香 150 楊淳婷 500 周紋 2000 

王敏郎 200 葛千慈 500 郭事為 1000 林萭非 2000 

呂蔡足 200 廖文毅 500 陳姿名 1000 林靖惠 2000 

善心人士 200 劉玉琴 500 陳彥燁 1000 林德明 2000 

湯品崴 200 劉旻忠 500 傅秀鳳 1000 邱芳美 2000 

謝尚宏 250 戴麗虹 500 善心人士 1000 施浩仁 2000 

杜立媛 300 林金財 600 彭素娟 1000 唐珍皿 2000 

廖庭維 300 郭虹君 600 曾誠 1000 陳敏欽 2000 

趙婷如 300 善心人士 624 黃曰鴻 1000 陳福圳 2000 

盧美君 300 于中銘 1000 黃玉芳 1000 陳權清 2000 

蘇豐文 300 吳月媛 1000 黃兆廣/鄭素琴 1000 善心人士 2000 

郭峻安 350 吳培堯 1000 黃幸美 1000 善心人士 2000 

方嫊媄 500 李佩璠 1000 楊秉純 1000 温縣育 2000 

吳崇綱 500 辰中酉企業社 1000 詹麒璋 1000 黃成吉 2000 

呂宗憲 500 林育如 1000 劉子衙 1000 新竹縣東寧儲
蓄互助社 

2000 
李書嫺 500 林育墩 1000 劉如鳳 1000 

卓庭榆 500 林素珍 1000 鄭旭晟 1000 劉逢章 2000 

卓連益 500 林淑華 1000 鄭旭祐 1000 賴宏仁 2000 

卓雅榆 500 林琪鈞 1000 蕭業昭 1000 鍾雪茶 2000 

周瑞明 500 邱韋銘 1000 錢肇鴻  1000 羅義芬 2000 

周德淼  500 姚鎰銘/黃美
玉 

1000  
簡慧英 1000 胡秀瑩 2082 

張建凱 500 善心人士 1090 陳瑞燕 2500 

張峻豪 500 柯博涵 1000 陳世昌 1200 陳薪媛 2800 

張舜丞 500 范呂英妹 1000 善心人士 1300 善心人士 2800 

張舜豪 500 涂麗華 1000 毛仁和 1500 黃博冠 2800 

109 年 7 月 1 日~109 年 12 月 31 日個人累計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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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7 月 1 日~109 年 12 月 31 日 

宋孟頻 3000 
張志源(日德
重車有限公
司) 

5000 

彭梅妹 6000 張素玲/陳易銓
/陳禹淳 

12000 

姜洋光/鄭鈺
貞/姜彥宇 

3000 

彭錦烽 6000 

衛振勳/呂金蘭 6000 
新竹縣成衣服
飾整理加工業
職業工會 

12000 

張義興/葉帶
張偉成/張偉
凡 

5000 夏冰心 3000 鍾有明 6000 善心人士 12322 

黃振倉 3000 
吳季洋/吳奇龍 8000 

竹縣竹夢扶輪
社 

20000 
鄭智元 3000 陳宗祺 5000 

康秀琴 4000 陳淑姬 5000 麥增欽/麥耀晉
/麥睫瑜/麥湧
逸/麥博揚/陳
秀真/顧青/鄭
美玲 

8000 

新竹市私立曙
光女子高級中
學 

20000 張姵翎 4000 陳莉珍 5000 

溫生財 4000 彭詳崴 5000 

善心人士 4200 楊世仁 5000 呂家緯 25000 

朱喜鐳 4800 劉泰德 5000 周榮安 9000 史麗娟 30000 

竹東儲蓄互
助社 

5000 
劉泰樂 5000 謝奕章 9000 

財團法人濟安
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 

100000 盧天成 5000 單超 10000 

李麗玲 5000 鍾招露 5000 蔡明珠/蔡素菊 10000 

胡珊瑛 5000 韓正德  5000 陳惠芳 11000 親愛的捐款人： 

若有遺漏或誤植，煩請來

電詢問指正，謝謝！ 

 

 

范秋梅 5000 李孟如 6000 張月琴 12000 

張南廷 5000 陳正德 6000 萬美玲 12000 

千佛山華德禪寺/白米800斤、米

粉20包、冬粉3包、大榮麵1箱、

關廟麵1包、營養麵2箱、醬油2

瓶、沙拉油3瓶、味素1瓶、鹽4

包、素料1批 

五豐糧棧/茄子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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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添妹/絲瓜3條 

王嘉珍/輪椅1台、四腳拐1個 

世光教養院/尿液收集器1條、矽

1台、沙拉油18公升4桶、沙拉油

3公升18瓶、鹽30包、沐浴乳30

瓶、洗髮精42瓶、衛生紙30箱、

洗碗精12罐、濕紙巾5箱、沐浴乳

36瓶、膠帶120個、毛巾240條、

麥片20盒、奶粉12罐、拉麵3箱、

米粉1箱、頸枕1個、毛毯5條、造

型拖鞋18雙、真空保溫悶燒鍋24

個、隨行杯果汁機1台、DVD數位

光碟機1台、真空保溫壺1個、來

電顯示電話1台、樂扣玻璃保鮮盒

1組、悠遊外出野餐組4組、填充

正明五金行/全新高級電鑽 1 組 

甘美容/南瓜103斤 

古玉娥/四腳助行器1只、輪椅1  

張、尿布 1 袋 

平安行愿會/火龍果 1 箱、白米

200 斤 

玄帝文化交流助善協會/衛生紙4

箱、民生用品23份 

田記信/白米30斤 

全國人士捐贈甘俊光轉贈/尿布 1

批、濕紙巾 1 批 

旭勝儀器有限公司/抽痰管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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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胃管50條、大骨100斤、切菜機  

竹東農會/筊白筍1袋 

何小姐/尿布4包 

吳石寶/輪椅1台 

吳紫湄/醫療床1張、輪椅1張、生

活耗材(尿布、抽痰管)1批 

宏修禪院/蔬果1批、白米1200

斤、米粉1箱 

李吳妍/白米30斤 

李秀雪/白米30斤 

李宛蒨/烘碗機1台 

李長洲/水果1批 

李長洲、李承展、李彥駿 /水果1

袋 

李恩宇/衛生紙2箱、濕紙巾1箱 

李登貴/易換式尿片2袋、包大人

(M)1袋 

李義成/白米30斤 

東寧宮/白米300斤 

林上明/白米30斤 

林秀珍/蔬菜2袋、蔬菜3包 

林秀貞/地瓜葉1袋、鵝白菜1袋、

高麗菜1袋、胡瓜5顆 

林金龍/蔬菜3籃 

林雨璇、梁列光/高麗菜1箱 

林秋華/酒精1箱 

林清金/甜柿2箱、輪椅1台、氣墊

床1床 

林湘宜/白米30斤 

林賜姬/電動床1台 

林孺貞/白米30斤 

邱淑宜/便盆椅1台 

邱裕珍/電動床1張、便盆椅1張、 

輪椅1張、氣墊床1張、躺椅1張 

玩偶1個 

阿麵/麵100斤 

范國良/白米30斤 

范翔傑/白米360斤 

徐加寧/輪椅2台 

徐維均/白米20斤 

徐蓉莉/尿布 1 批、四腳助行器 1 

台、便盆椅 1 台 

財團法人台灣機電慈善基金會/

橘子20盒 

啟德機械起重機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米750斤 

基督教充滿教會/ SPF生命活蛋1

箱 

張淑華/鵝白菜1斤、莧菜1袋、青

菜15斤、青菜1袋、鵝白菜2袋、

苦瓜1袋、鵝白菜1包、豆子1包 

張順妹/香蕉85斤、綠竹筍37斤 

張煥松/白米30斤 

梁列光、林雨旋/青菜2箱、青菜1

件、青菜1批 

莊鈴鴻/香蕉4籃 

許何玉英/電動床1床、便盆椅1

台、洗澡椅1台 

許清福/輪椅1張 

許鈞翔/白米30斤 

許瑋/白米30斤 

郭淑鳳/衣服12袋 

陳玉麟/白米30斤 

陳石汴、陳美蘭、陳美吟、謝昌

宇、謝兆奇、謝孟孜、陳柏勳/白

米900斤 

陳志鴻/白米30斤 

陳秀雄/橘子7箱 

江紜甄/白米100斤 

陳東鈞/白米2包 

陳姿宜/白米100斤 

陳淑華/結頭菜1袋 

陳黃足/白米30斤 

陳傳銘/電動床1台、輪椅2台 

陳瑞堯/白米30斤 

陳義雄/魚1箱 

陳佳雯/衣帽、圍巾、包包、飾品

2箱 

陳錦煌.鄭雯庭/沐浴露4瓶、尿布4

袋、小尿片4袋、衛生紙4袋 

麥盛傑/12穀米200斤 

善心人士/四季豆1籃 

善心人士/輪椅1台、均沛營養素1

盒 

善心人士/尿布1批 

善心人士/麵包1袋 

善心人士/樹薯3袋 

善心人士/尿布2袋 

善心人士/尿布2箱 

善心人士/紙尿褲2箱 

善心人士/輪椅1台 

善心人士/看護墊2箱 

善心人士/空心菜1籃 

善心人士/電動床1台 

善心人士/沐浴乳9瓶、洗髮乳1瓶 

善心人士/輪椅1台、健身腳踏車1

台 

善心人士/看護墊3袋 

善心人士/便盆椅1張 

善心人士/便盆椅1台 

善心人士/白米1包、麵5包、玉米

罐頭1罐、青葉花瓜1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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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曉婷/拖鞋4雙 

善心人士/便盆椅2張、ㄇ字拐1張 

善心人士/麵包1袋 

善心人士/衣服1袋、米1包 

善心人士/香蕉1袋 

善心人士/口罩1箱 

善心人士/水粄1箱 

善心人士/尿布L17片、復健褲L38

片 

善心人士/電動病床1台、看護墊2

包、小尿片3包 

善心人士/口罩 

善心人士/五穀米1包、石花菜1

包、龍眼1包、巧克力1盒 

善心人士/成人紙尿褲2包  

善心人士/青菜3箱 

善心人士/麵包1袋 

善心人士/輪椅1張、四腳助行器2

張 

善心人士/麵包1袋 

善心人士/枕心8個 

善心人士/青菜2袋 

善心人士/便盆椅1台 

善心人士/麵包1袋 

善心人士/蔬果2袋 

善心人士/地瓜1批 

善心人士/ㄇ型助行器1台 

善心人士/水粄1箱 

善心人士/口罩1袋 

善心人士/口罩3袋、濕紙巾1包、

沖泡式飲品3袋 

善心人士/抽取式衛生紙1箱 

彭心怡/口罩1袋 

彭佳華/白米30斤 

陳京鈴/口罩345片 

曾素婷/白米30斤 

曾清芳/白米30斤 

無名氏/香蕉3串 

開台金山寺/白米500斤 

馮陳有妹/筊白筍1袋 

黃定子/白米30斤 

黃淑妃/米1袋、水果1袋、毛巾1

條 

黃曾銘/白米30斤 

黃錦祥/輪椅1台 

新竹仙水鎮安宮/白米1000斤 

新竹縣婦幼館/白米10包 

新竹縣農會/筊白筍1袋 

楊名宜/米1批、冬粉1批、醬油1

瓶 

楊志銘/白米30斤 

楊瑞春/白米60斤 

楊瑞玲/白米60斤 

葉文庭/青菜1袋 

葉環禎/水果2批、水果1袋 

葉環禎、大頭目/水果1袋、糖果1

袋 

葉環禎、大頭目、李長洲/水果1

批 

葉環禎、李長洲/糖果、餅乾、水

果1袋、水果1袋、糖果1袋 

葉環禎、李長洲、李承展、李彥

駿/水果1袋、壽桃1袋、水果1批 

葉環禎、李長洲、李承展、李彥 

駿、大頭目/食品1批、水果、食

品1批、水果1袋、餅乾2盒、蔬果

1批 

善心人士/香蕉1袋 

葉環禎、李長洲、李承展、李彥

駿、大頭目、小花/水果3批、糖

果1批 

廖雲梅/青菜1袋、蒲瓜6個、小芥

菜1袋、鵝白菜3袋、蔬果1批 

劉正彬/排骨16斤 

劉秀春/地瓜葉1包、南瓜6個 

福智佛教基金會新竹分苑/白米

18公斤、麵18包、麵筋1箱、烏龍

麵12包、禮盒5盒、健康麵8包、

白米2包、原味麵線1箱、無糖豆

乳12瓶 

劉秀鳳/白米30斤 

劉佩絨/白米30斤 

劉林元英/尿布3袋 

劉羅秋幸/白米30斤 

鄧黃金妹/電動床1台、氣墊床1

組、製氧機1台 

鄭美麗/白米90斤 

賴宏仁/米50斤 

賴傳凱/白米50斤 

賴傳凱、賴煥琳/白米50斤 

賴榮宗/白米30斤 

賴瑞豐/SAMPO液晶電視46吋1

台 

戴玉珠/空心菜1袋、茄子1袋 

謝日紅/尿布1批 

鍾盧占妹/復健褲3袋 

關先生/茄子1袋 

嚴素賢/油麵1包、白米7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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