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恩與祝福，環台鬥陣行

　　旅行，是一般人都有過的經驗；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由於身體上的限制，讓他們許多時候錯失旅行的機會，

讓外出旅行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德蘭希望能在充滿愛與感恩的聖誕節日裡，讓服務對象有一個圓夢的機會，

同時也藉此讓他們有機會表達愛與感恩。德蘭服務的三戶家庭，在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在聖誕節前夕進行了一次

「感恩與祝福環台之旅」，期望透過沿路傳遞的感恩與祝福，為台灣祝福，期望社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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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德蘭感恩與祝福環台之旅，在聯合勸募協會經費支持

下成行。三戶家庭在工作人員支持下，從玉井出發，一路北上，

首站先拜訪位於學甲的財團法人天主教伯利恆文教基金會執行

長，同時也是德蘭創辦人，甘惠忠神父。接著來到位於台中的

靜宜大學主顧修女會，為長期以來關心德蘭的主顧修女會修女

們獻上感恩與祝福；同時也到甘惠忠神父所屬馬利諾會進行拜

訪。環台之行的行程也包含拜訪聯合勸募協會，透過服務對象

手持的標語和愛心，感恩聯勸給予此次經費補助。

　　感恩與祝福環台之行，途經花蓮與台東，分別拜訪位於花

蓮、台東市區的聖保祿牧靈中心、花蓮市主教座堂及台東美好

工作室。服務對象拿著樂器，表演聖誕組曲，傳遞祝福與關懷

給神父及修女，並在美好工作室與救星教養院的服務對象一起

進行融合活動，體驗手工卡片製作。環台行的最後一站，是台

訊簡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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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主教座堂，由服務對象對主教獻上祝福與感恩。

　　美華主任提到，個人的力量很微小，但是只要我們願意，

也可以為別人盡力做些什麼。這次的感恩與祝福環台之旅，除

了讓服務對象在聖誕節前夕，能一圓外出旅行的夢想，也期望

經由聖誕節日，讓服務對象有可以表達愛與感恩的機會。在環

台的旅程中，除了給予他人祝福，也向路人與拜訪的單位收集

祝福。透過999個祝福收集，讓社會大

眾在人與人的互動交流中，感受到

愛。經由傳遞祝福與愛的行動，讓

服務對象有更多機會與社會大眾

交流，也讓社會大眾更認識身心

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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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麼模樣？在天主的愛裡，每一個時刻，都是幸福的。

狄奧多幸福館，期望讓到來的每個人，都有滿滿的幸福。

社區共融，用愛串起每個時刻 

幸福家庭日，

用愛牽起大手與小手

　　小白花閱讀書坊裡，傳出陣

陣巧克力與餅乾的香味，還有孩子

們清脆的笑聲。這天，是小白花閱讀

書坊的家庭日活動。

　　參加的家庭，有大朋友也有小朋友；

有親子也有祖孫。小朋友在媽媽或奶奶

的陪伴下，努力攪動盆子裡的食材，臉上

露出滿滿期待的神情。德蘭的大朋友難得

和媽媽一起動手做點心，開心的心情溢於

言表。孩子們等不及將巧克力脆片送入烤

箱，伸手抓了就塞入嘴巴，弄得滿嘴都是

巧克力。

　　德蘭每月的家庭日，邀請社區的父

母帶著孩子前來參加；也歡迎爺爺奶奶

帶著孫子孫女；更歡迎大朋友帶著自

己的父母一起參與。在親子/祖孫一

起動動手的過程中，培養親子/祖

孫的感情，增加親子/祖孫的互

動。透過家庭日，幸福距離

我們，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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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以食為天」，總是在電視上聽專家學者分

享如何吃得美味又健康，這次不妨聽聽身心障礙者

說出心目中理想的飲食。

　　德蘭主辦的臺南市第六屆身心障礙者自我倡

議比賽，比賽主題為「食」，邀請身心障礙者上台

抒發對於飲食的看法。參賽者為臺南市各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服務對象，分為幼童組及成人組。參賽人

數成人組為 16名，幼童組為 9名。此外，為讓長

者也有機會以自身經驗闡述對飲食的看法，另設有

長者組，為表演性質，不列入計分參賽。

　　美華主任表示，德蘭相信每個人都有他的天賦

和能力，即便是最弱小的生命，都有值得其他人學

習與尊敬的地方。自我倡議比賽的目的，就是提供

一個平台，讓身心障礙者，無論成人或幼童，都

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自己對各種議題的看法。

近幾年德蘭開始走入社區，服務社區民眾與長者，

看見長者因生活歷練累積豐富的生活智慧，甚為寶

貴。自 104 年起，德蘭嘗試在自我倡議比賽中增

加長者組別，以表演性質為主，讓長者也能擁有發

表與分享的平台。

　　每一屆身心障礙者自我倡議比賽主題，由臺南

市各身障機構共同討論，並加入身心障礙者意見擬

定。參賽者可以透過各種形式發表自己的意見與想

法。美華主任也提到，近幾年因為健康意識抬頭，

台灣民眾開始重視健康飲食與食品安全。大多數一

般人在飲食的選擇上有高度的自主性，可以選擇自

己喜歡或適合自己的飲食。長期以來，身心障礙者

被認為是沒有想法、沒有聲音、不會自己決定的個

體。因此，對許多身心障礙者而言，即便如飲食一

般的生活所需，很多時候都是由旁人代為決定或準

備，自己是沒有機會選擇或發表意見。德蘭期望經

由自我倡議比賽的方式，鼓勵身心障礙者抒發自己

開場致詞

與貝兒幼兒園融合表演

自我倡議—「食」在要用心

聽身心障礙者說出對飲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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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同議題的看法，讓身心障礙者的聲音被更多人聽見。

　　幼童組的小朋友，吃力的推著助行器，搖搖晃晃走上台，用舞蹈、影片和音樂分享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也有無法自己表達分享的小朋友，在老師協助下，用影片分享自己的特殊飲

食內容與方式。成人組的參賽者分享自己在廚房、作業所料理的經驗，說明

如何為大家的食品安全把關；也有人分享臺南在地美食，並說明小吃背後潛

藏的健康陷阱；也有人大方分享自己的健康飲食知識，教導大家如何挑選健

康食材與分辨油品。

兒童組頒獎

兒童組自我倡議

成人組自我倡議成人組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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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天主教臺南市天主教德蘭啟智中心

105 年度服務成果

● 個案服務（服務名稱、人數、服務說明）

早療時段服務 58人
服務六歲以下發展遲緩及身心障礙之嬰幼兒，由教師帶教具至服務使用者家中 (幼兒園 )教
導主要照顧者，協助嬰幼兒發展其潛能。

早療日托服務 28人 服務二至六歲之身心障礙幼兒，採小組教學、一對一教學、融合教育及協同教學。

成人日托服務 35人
服務 18歲以上之身心障礙朋友，提供多元化生活技能發展、人際社會互動、休閒娛樂及支持
性就業服務。

社區家園（甘惠忠家園、麥恪

悌家園、成世光家園、安申家園）
14人 支持社區生活與居住體驗，提供居家生活、社區參與等居住服務，共 2641人次。

社區日間作業所 10人
提供身心障礙者在社區的小型作業場所，運用社區農作產物，開發水果加工品，結合地方特

產，增加身心障礙者產能，以芒果乾包裝為作業所主要作業項目。

成人社區生活與居住服務 47人
提供 18歲以上未獲得任何社會資源之身心障礙朋友居家活動、社區活動、終身學習活動、社
交活動、健康與安全活動、權益保障倡導活動共 1678人次。

兒童早期發展服務管理中

心 -溪南區
服務成果：

1. 累計通報量650人，平
均每月54人。

2. 累計轉介療育安置207
人，平均每月17.25人。

3. 調查家長滿意度，平均
總達成率100%。

4. 滿足家庭需求，達成率
達98.2%以上。

1516人

1. 提供諮詢總人數 11,126人次。
2. 辦理早療宣導活動共 5場，受益 857人。
3. 辦理篩檢活動共 95場，篩檢 1017人，疑似 217人，宣導 1847人。
4. 發送宣導品 258份以上。
5. 陪同家長至聯合評估中心 263人次。
6. 提供家庭訪視或園訪 368次。
7. 辦理早療專業知能研習 4場，共 326人。
8. 辦理親子活動 7場，共 151人。
9. 辦理親職講座 4場，共 498人。
10. 辦理家長成長團體 4場，共 38人
11. 舉辦觀摩及參加外部研習相關研習活動 5場。

早療社區療育據點 22人（22戶）
提供發展遲緩及疑似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庭 22戶共 22
人，共計服務 798人次，16場團體服務共 102人次。

兒童與家庭友善服務 69位
協助弱勢、疑似發展遲緩及高關懷家庭，並提供社福、與諮詢等家庭服務 145人次，幼兒園
團課服務 317人次。

女監早療宣導 499人次 到台南女監進行早療宣導服務，共提供 9場次的活動，服務達 499人次。

關愛到老 -社區長者服務 99人
（91戶）

1. 服務 65歲以上身心障礙或需關懷之長者 91戶，共服務 99人。
2. 協助參加社區活動 41場，含健康促進、慶生會、生活體驗 1790人次。

● 專業服務 ( 活動名稱、人數 / 人次、服務說明 )

親職教育 1972人次 舉辦親子活動、戶外活動等。

節慶活動 1426人次 校慶 /母親節 /復活節 /聖誕節 /小德蘭主保瞻禮感恩彌撒等活動。

典禮活動 513人次 舉辦期中 /期末成果 /生命的花朵 /自我倡議活動。

衛教活動 204人次 提供衛生習慣知識、營養、用藥常識，及傳染疾病的預防等相關衛教活動。

家長成長團體活動 195人次 提供家長親職互動技巧及心靈成長，建構家長支持網絡。

生活體驗行 131人次
增加生活體驗，依服務使用者需求選擇，提供旅遊宿營自立生活體驗 119人、長者一日遊 25
人，感恩環台之旅 3戶，提供不同的生活體驗。

個
別
化
服
務
對
象 

ISP

通
報
與
個
案
服
務

1516
人

家
庭
與
社
區
服
務

698
人

相
關
專
業
活
動

 19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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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生會融合活動 1112人次 邀請園所、學校、社會團體一起參與每月慶生融合活動。

學前融合教育 780人次
幼兒園兒童至德蘭，與中心學童進行共融，以及中心內即將轉銜之學童，每週安排固定時段

與一般幼兒園之學童共融。

社區參與 3396人次 學習使用社區資源，增加與社區融合、互動的機會，拓展人際關係及社會適應能力。

● 社會服務（服務名稱、人數 / 人次、服務說明）

福利服務 1554人次 諮詢、轉介服務及其他社會福利服務等。

相關補助申請 1111人次
協助家長辦理手冊、發緩證明及提出申請教養補助、早療補助及交通費、學費補助、物資申

請等。

家訪、電訪 1994人次 拜訪家境清寒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庭，並且不定期電訪、家訪等。

志工服務 102人次 召募國內外志工與志工培訓。

團體參訪 843人次 學校、社會團體、機構團體參訪。

● 醫療復健服務（服務名稱、人數 / 人次、服務說明）

奇美醫院醫師門診 198人次
與奇美醫學中心簽定醫療復健合約；並與復健科、小兒神經科

合作，每月有醫師至中心看診 。

奇美醫院復健治療服務 828人次 與奇美醫學中心簽定醫療復健合約，每週皆由職能、物理治療師為學童進行復健醫療服務。

德蘭語言治療 1017人次 提供語言溝通表達訓練、進食吞嚥、構音訓練及相關諮詢服務。

德蘭職能治療 699人次 提供機能姿勢、手部操作、生活功能、感覺統合、知覺動作、職務再設計及相關諮詢服務。

德蘭物理治療 916人次 提供姿勢擺位訓練、肢體訓練及運動訓練。

體適能活動 2401人次 由物理治療師帶領，結合音樂、律動、復健等肢體活動。

感官刺激活動 144人次 由職能治療師帶領，提供視覺、聽覺、觸覺等多感官活動。

音樂療育活動 624人次 以音樂為輔助，結合語言、認知、社交、肢體動作等，提供服務使用者音樂相關療育活動。

社
區
融
合
活
動

專
業
團
隊

多
元
療
育
活
動

105年度收支圖表
收入 捐贈收入 23,373,132  53.97%
 政府補助 14,723,496  34.00%
 專案收入 1,536,844  3.55%
 業務收入 3,313,767  7.65%
 其他收入  358,556  0.83%
合計   43,305,795  100.00%
支出 兒童福利 13,465,455  34.87%
 身障福利  22,890,466  59.29%
 老人福利  288,552  0.75%
 獎助學金  152,100  0.40%
 社會公益  34,000  0.09%
 急難救助  10,534  0.03%
 人事費  626,559  1.62%
 事務費  1,026,396  2.66%
 其他支出 111,170  0.29%
合計   38,605,232  100.00%

收入

支出

捐贈收入
23,373,132 (53.97%)

專案收入
 1,536,844 (3.55%)

業務收入
 3,313,767 (7.65%)

政府補助
14,723,496 ( 34%)

其他收入
358,556 (0.83%)

兒童福利
13,465,455 
(34.87%)

急難救助 10,534
 (0.03%)

老人福利
288,552 (0.75%)

事務費 1,026,396 (2.66%)人事費 626,559 (1.62%)

身心障礙福利
22,890,466 (59.29%)

獎助學金
152,100 (0.40%)

社會公益
34,000 (0.09%) 其他支出

111,170 (0.29%)

備註： 105年度地震修繕 (斜坡道修建工程 )尚有 4,100,000元須執行，故
105年度餘絀：600,5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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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據點

＊德蘭啟智中心 (本部 )：臺南市玉井區中華路 200號／電話：06-5742219／傳真：06-5746101

＊楠西幸福小站：臺南市楠西區中華路 76號／電話：06-5755649

＊小釣竿社區作業所：臺南市玉井區中華路 204號 2樓／電話：06-5742219／傳真：06-5746101

＊甘惠忠社區家園：臺南市玉井區信義街

＊麥恪悌社區家園：臺南市玉井區大成路

＊成世光社區家園：臺南市玉井區望明公館

＊安申社區家園：臺南市玉井區望明公館

＊照陽幸福小站 (山上天主堂 )：臺南市山上區山上里 79號／電話：06-5783987

10-12 月有朋自遠方來

 10/13  台南市私立蓮心園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微光社會福利協會
10位朋友參訪。 

 11/23 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38位朋友參訪。
 11/24  鼓兒國小曾永福老師及 2位甜馨小天使前來

共融棉花糖體驗活動。

 12/3 岡山聖文生善會 15位朋友參訪。
 12/9 長榮大學 40位同學參訪。
 12/15 大台南婦女領袖協進會 45位朋友參訪。
 12/20  竹橋國中前來進行共融活動。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夫人聯誼會

18位朋友參訪。
 12/21 家樂福中華店前來致贈聖誕大餐。
  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 30位朋友前來參訪。
 12/23  新營觀音娘媽慈音愛心基金會 7位朋友前來

參訪。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第56期學員參訪。
工作加油站

 10/6  共融進修 -邱淑芬護理師進行流感預防宣導。
 10/7   張玉珍、林怡欣督導參加台南市政府社會局

辦理 105年度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評鑑指標說明會。

 10/16  蔡竺君專員及第三區兒童發展中心同仁參
加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辦理山上區照陽幸福
小站 暨友善家庭服務據點協助辦理聯合評
估暨篩檢作業。

 10/22 共融進修 -溝通技巧。
 10/25  莊薏茹出納參加台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5年度遴聘義務勞務執行機構說明會暨表
揚 104至 105年度績優義務勞務機構活動」。

 10/25  江秉翰社工參加台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資
訊易讀規劃與實踐 -德蘭經驗分享」課程。

 11/4  陳國祥社工參加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
區附設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實踐慈悲禧
年之身心障礙服務工作研討會。

   吳秀梅多元人員參加勞動部勞動力雲嘉南
分署辦理 105年度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再就業
研習課程。

 11/8  江秉翰社工參加台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身
心障礙者資訊易讀實務方案分享」課程。

 11/16  陳耿彬教保員參加台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
2016年台南市國際身心障礙者日活動會前會。

 11/24 共融進修 -影片探討 -我想要一個新身分。
 11/26 共融進修 -口腔研習。
 12/1  共融進修 -以家庭為中心服務模式工作坊研

習分享。

 12/2  蔡竺君專員參加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辦理 106年度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據點補
助計畫審查會議。

 12/6  楊宗珀督導參加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辦理台
南市早期療育工作協調會105年第4次會議。

 12/6  林玄玉社工及皮遠蘭教保員參加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辦理 105年度「長照、輔具、愛
相隨」研習。

   陳國祥社工參加中華民國啟智協會辦理 105
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因應長期照服
務法實施後之調整策略分區座談會。

 12/15  共融進修 -赴日考察老化照顧服務模式與發
展分享。

 12/16  古思潔社工參加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辦
理「早期療育家庭支持服務模式實務交流計
畫 -家庭支持服務模式實務交流研討會」。

 12/17 共融進修 -個案研討。
 12/23  李佳娟督導參加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辦理

楠西區長照推動小組第 2次會議。
 12/28 共融進修 -影片分享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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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10月捐款明細表
10/1 陳〇琴 1,000 陳〇琴 1,000 吳〇勳 300 黃〇梅 500 陳〇雪 500 郭〇銘 500
 宋〇玲 600 新永安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8,000
10/3 林〇儒 1,440 黃〇珍 1,300 張〇貞 500 皮〇蘭 1,000 楊〇華 10,000 蔡〇丞 500
 葉〇成 500 陳〇燕 500 吳〇旭 1,000 奇美實業 4002BP 1,000 澎湖縣私立財團法人天主教澎湖教區附設惠民啟智中心 2,000
 吳〇岑 2,000 陳〇瑋 3,000 高〇隆 100,000 徐〇仁 200,000 永新汽車電器行 6,000 善心人士 20
 社團法人台南市金勝慈善會   2,000 安全輪胎行 2,000 善心人士 4000
10/4 簡〇珈  200 郭〇姿 200 楊〇伸 200 黃〇貴 200 黃〇樺 200 鄭〇森 800
 許〇斌 1,000 宋〇香 1,000 廖〇禾 1,000 陳〇茂 籃〇絹 1,000 籃〇昌 羅〇新 1,000 林〇鉤 2,000
 張〇珠 5,000 丁〇玉 5,000 蘇〇城 20,000 陳〇豊 全家福 1,000 琦鴻有限公司 邱〇昌 1,000 家新素食蛋糕 2,000
 臺南市私立貝兒幼兒園 3,000
10/5 林呂〇玉 10,000 洪〇婷 100 林〇淳 300 樊〇萍 500 陳〇娟 500 邱〇銘 500
 孫〇鴻 500 賴〇文 賴〇慧 王〇英 600 黃〇山 700 莊〇源 嚴〇喜 歐嚕 毛毛 小乖 來福 莊許〇茹 莊〇惠 莊〇石 莊鄭氏〇娘 姥姥 冬冬 小黑 1,000
 陳〇珍 1,000 吳〇諭 1,000 李〇慶 李〇學 1,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雲林縣私立華聖啟能發展中心  2,000
 洪楊〇英 2,000 洪〇智 謝〇蘭 2,000 楊〇深 2,000 林〇仁 500 林〇道 林許〇玲 林〇岳 林〇睿  2,000
 蔡〇財 2,000 劉〇志 3,000 柯〇婕 1,200 善化寺 20,000
10/6 張〇郅 500 姚〇琇 100 鄒〇緯 100 謝〇豪 200 王〇安 200 王〇樺 200
 陳〇翰 500 道明高級中 學高三 1A全班   700 花〇樹 1,000 林〇卿 1,000 林〇明 1,000
 南山人壽 -友華通訊處 2,000 鄭〇音 3,000 梁〇珊 10,000 陳〇祥 3,000 陳〇圓 6,000 善心人士 1,000
10/7 陳〇慶 100 蘇〇娟 200 張〇芝 1,000 呂〇益 1,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南教區   3,600
 張〇燕 1,000 陳〇珠 6,600 許〇鳴 1,000 蔡〇道 550 許〇森 10,000 顏〇秋 2,000
 蘇〇宏 3,600 吳〇茵 100 甘〇忠 25,000 顏〇男 5,000 范〇棋 蔡〇秋 2,000 黃〇芸 200
 陳〇宇 200 陳辜〇女 200 聖智啟智中心 1,000 澎湖縣私立財團法人天主教澎湖教區附設惠民啟智中心 2,000 自由之聲 陳〇平台長 3,000
 吳〇翰 10,000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吳道遠神父   2,000 李〇卿建築師 6,000 台灣首府大學 張〇秋 1,000
 許〇琳 2,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嘉義縣私立聖心教養院 2,000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 2,000 韓〇西 5,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台南市私立蘆葦啟智中心 6,000 林〇生 50,000 邰利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美富工業有限公司 10,000 吳〇平理事長 10,000
 卓〇鐘 1,000
10/8 謝〇真 2,000 王〇康 2,000
10/10 白〇育 300
10/11 璉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郭〇能 1,000 簡〇偉 1,000 靜茁企業有限公司 10,000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福利基金   3,680,000
 蕭〇貞 3,000 
10/12 李〇碧 200 張〇宇 100 張〇芸 100 游〇麟 100 張〇榮 100 陳〇潾 100
 陳〇潾 100 陳〇潾 100 陳〇潾 100 陳〇潾 100 莊〇碧 600 鄭〇源 100
 鄭〇源 100 鄭〇源 100 鄭〇源 100 鄭〇源 100 張〇銘 100 龔〇慧 100
 劉〇秀 100 林〇億 100 林〇華 100 鄭〇仁 100 蘇〇婷 100 王〇美 100
 黃〇銘 100 潘〇君 100 黃〇晶 100 鄭〇鐘 100 鄭〇玲 200 蔡〇芬 100
 蔡〇芬 100 蔡〇芬 100 蔡〇芬 100 潘〇民 100 潘〇民 100 黃〇蘭 100
 黃〇蘭 100 黃〇蘭 100 馮〇美 100 馮〇蘭 100 彭〇嵐 100 張〇心 100
 張〇心 100 謝黃〇蘭 100 謝〇仁 100 謝〇彬 100 謝〇彬 100 謝〇彬 100
 謝〇彬 100 林〇月 100 林〇逸 100 李〇君 100 李〇玟 100 李〇玟 100
 李〇玟 100 李〇玟 100 李〇玟 100 邱〇俊 100 邱〇俊 100 邱〇俊 100
 陳〇瑾 100 伍〇銘 100 林〇慧 100 陳〇慶 100 李〇春 黃〇倫 100 許〇秀 500
 賴〇娟 500 曾〇鈞 1,300 范〇瑜 2,000 盧〇嘉  2,000 盧〇涵 500 盧〇義 500
 統昶行銷昶暉社 20,015 吳〇玉 300 吳〇宇 400 賴〇淇 120 莊〇慶 2,000 陳〇夙 2,000
10/13 劉〇福 200 楊〇捷 200 施〇緯 蔡〇楠 400 大眾藥局 1,000 馬〇娟 1,000 陳〇儀 1,000
 財團法人高雄市黃文獻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000 武〇謙 1,000 黃〇夫 吳〇娥 黃〇龍 黃〇銓 黃〇硯 張〇茹 1,800 劉〇秋 2,000
 方〇豪 3,000 丁〇玉 5,000 黃〇枝 5,000 王陳〇靜 5,000 天主教台南教區明愛會   20,000
10/14 南特紙企業有限公司 600 紀〇豪 1,000 鄭〇孮 2,000 陳〇源 2,000 蔡〇憲 蔡〇穎 蔡〇曄 3,000 張〇雅 3,000
 林〇毅 600 柯〇珠 200
10/15 陳〇芬 120 無名氏 500 蔣〇儒 1,000
10/17 許〇豪 1,000 江〇雯 1,000 蔡〇廷 2,000 恆暘貿易有限公司 2,000 劉〇吾 2,500 李〇順 10,000
 胡〇勝 胡〇宏 800 蘇〇禎 蘇〇丞 蘇〇賓   1,000 賴〇佑 300 賴〇辰 200 陳〇玉 300
 李〇釵 1,200
10/18 毛〇媗 50 毛〇緯 50 溫〇萍 100 徐〇榕 2,000 李〇霞 1,000 曾〇足 200
 沈〇綿 300 林〇和 1,000 邱〇美 500 李〇雲 1,000 徐曾〇妹 300 林〇傑 333
 顏〇萍 400 謝〇慧 500 陳〇惠 1,000 施〇叡 1,000 施〇碧 1,000 施〇淯 1,000
 童〇燕 1,020 侯〇桂 2,300 蔣〇和 1,000 吳〇蘭 1,000
10/19 陳〇坤 100 藍〇旭 100 許〇珍 100 莊〇潔 洪〇芯 200 黎〇斌 1,000 曾〇川 1,000
 吳〇連 340 善心人士 3,592 孔〇芝 蕭〇明 2,029
10/20 李〇明 2,000 李〇如 500 薛〇琪 1,000 蔡〇真 2,000
10/21 賴〇妤 200 林〇穎 300 劉〇婷 1,000 張〇婷 1,000 謝〇美 1,000 張〇禕 1,000
 張〇蕙穥 1,000 陳〇源 1,596 邱〇芳 50,000
10/22 陳〇臻 300 陳〇如 Oscar.S.W 3,000 陳〇英 3,000
10/24 張〇桃 100 張〇美 300 陳〇筠 200 陳〇璋 200 吳〇霞 500 孫〇佑 2,165
 何〇銘 2,000
10/25 徐〇城 1,000 張〇華 2,000 傅〇德 1,000 傅〇美 2,000 黃〇敏 100 李〇恩 500
 劉〇針 1,000 徐〇爵 1,290 林〇憲 3,000
10/26 沈〇金 100 黃〇波 300 陳〇輝 500 陳〇宏 6,000 盧〇誠 3,000 柯〇婕 200

105年 10 ～ 12月捐款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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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彥鈞科技有限公司 300 林〇志 1,000 許〇斌 1,000 黃〇賢 1,000 郭〇秀 1,100 王〇維 10,000
 古〇諭 2,000 廖〇君 200 周〇萱 100 周〇奕 100 周〇平 200 葉〇蓁 100,000
 李〇澤 30,000 張〇勝 200 張〇苓 200 張〇文 200 張〇修 200 王〇芳 200
 吳〇玉 300 李〇霆 1,500 陳〇綸 300 張〇綸 300 徐〇卿 500 王〇祥 300
 王〇羿 300 曾〇福 300 毛〇絲 1,000 陳〇良 1,000 黃〇潔 300 王〇裕 500
 陳〇瓊 1,000 藍〇熹 500 王〇楠 1,000 童〇綺 2,000 陳〇圻 500 紀〇賢 100
 盛發食品行 楊〇全 500 蕭〇韶 100 林〇玉 100 李〇祥 500 彭〇惠 500 蔡〇茹 300
 沈〇絨 1,000 劉〇珍 500 張〇正 1,000 劉〇禎 500 陳〇禎 1,000 顏〇昭 500
 張〇承 250 張〇純 250 蔡〇芳 1,000 藺〇雄 200 王〇新 1,500 陸〇楨 300
 張〇珍 300 黃〇陵 300 郭〇華 1,000 沈〇如 李〇宗 200 李〇騏 1,200 簡〇倫 600
 曾〇誠 3,000 董〇銓 2,000 郭〇信 600 皮〇芳 500 江〇欽 2,000 黃張〇鑾 1,000
 康〇群 2,000 盧〇萍 300 黃〇燕 550 劉〇銘 100 王〇春 100 劉〇霽 100
 劉〇蘋 100 劉〇寬 100 陳〇夙 2,000 黃〇利 100 黃吳〇碧 100 王〇逸 100
 賴〇德 5,000 王〇卿 500 陳〇玉 1,000 鍾〇娟 200 方〇美 500 童〇甄 500
 余〇玲 300 陳〇瑞 1,000 蕭〇學 500 楊〇雵 1,000 藍〇羚 600 許〇銘 1,000
 臺南市私立新崧安幼兒園 100 王〇斐 1,000 吳〇連 1,000 林〇華 300 畢〇蒨 3,000 林〇慧 500
 葉〇吉 600 王〇錦 200 陳〇琪 600 劉〇珠 400 林〇因 300 陳〇胤 100
 陳〇涵 100 廖〇末 500 邱〇瑤 500 林〇敏 300 王〇博 1,000 賴〇淇 120
 王〇綉  吳〇翰 吳〇瑄 300 陳〇鈞 500 王〇容 100 鄭〇麗 500 陳〇萱 1,000 郭〇菱 500
 鐘〇玉 500 莊〇慶 1,000 莊〇齊 1,000 陳〇瑜 500 李〇腰 500 董〇珍 500
 吳〇和 300 吳〇璁 300 吳〇瑜 300 陳〇美 300 李〇聖 1,000 蔡〇臻 300
 賴〇鳳 100 曾〇宗 100 曾〇旻 100 葉〇成 500 莊〇馨 500 李〇穎 500
 陳〇真 200 黃〇姿 1,000 王〇程 1,000 陳〇瑞 1,000 陳〇諺 1,000 陳〇興 1,000
 簡〇嫻 1,000 黃〇弘 600 劉〇翼 劉〇宏 莊〇旦 劉怡君  500 范〇巡 100 鄭〇妙 500
 陳〇瑜 500 吳〇蓉 500 陳〇得 1,000 鄭〇義 陳〇薰 1,000 黃〇君 1,000 劉〇榮 500
 潘〇臻 300 陳〇明 1,000 翁〇鎮 1,200 廖〇慧 1,000 孫〇婷 1,000 蔡〇芳 200
 賴〇佑 500 王〇鳳 500 廖〇銘 1,500 程〇瑜 600 林〇如 300 陳〇政 1,000
 楊〇華 600 林〇慧 250 謝〇廷 1,000
10/28 楊源美金銀珠寶有限公司   1,000 張〇芸 1,000 賴〇玉 3,000 宮〇德 2,000 蔡〇倩 500
 陳〇勇 500 洪〇梅 500 陳〇昌 500 林〇芬 1,500 楊〇偉 1,500 仲〇瑋 500
 黃〇玲 500 黃〇仁 1,000 蘇〇真 500 陳〇郎 500 蘇〇琳 500 蘇〇妮 500
 王〇民 500
10/29 李〇美 200 楊〇泉 500 王〇允 2,000 郭〇理 3,000 蒙〇義 300 阮〇川 1,000
10/31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台南分署愛心社 6,000 黃〇貴 200 陳〇州 500 黃〇君 999 黃〇君 999
 黃〇君 999 林〇庭 1,000 陳〇閔 2,000 王〇安 2,000

105年 11月捐款明細表
11/1 陳〇坤 100 郭〇琄 200 郭〇恩 200 佘〇娟 200 郭〇旭 200 邱李〇菓 300
 邱〇婷 300 葉〇成 500 宋〇羲 1,000 李〇玲 1,000 彭〇志 1,000 簡〇軒 1,000
 大眾藥局 1,000 陳〇瑋 3,000 蔡〇桂 2,000 劉〇弟 1,600 吳〇翰 3,000 善心人士 4000
11/2 陳〇琴 1,000 林〇芳 200 吳〇勳 300 蔡〇丞 500 陳〇燕 500 廖〇禾 1,000
 李〇慶 李〇學 1,000 胡〇觀 2,000 于〇萍 5,000 陳〇祥 3,000 善心人士 30 萬珍商行愛心消費群 2,087
 滿上滿五金行愛心消費群 233 玉井區農會超市愛心消費群   439 長壽屋素食愛心消費群 123 冰心茶王冷飲站愛心消費群   381
 玉井博愛藥局愛心消費群 652 摩爾書局愛心消費群 18 玉井茶的魔手愛心消費群 343 玉井冰棧芒果冰愛心消費群   31 梅花餐廳愛心消費群 165
 果農之家愛心消費群 990 文川古梅咖啡館愛心消費群   351 天香梅品愛心消費群 100 梅嶺食品中心愛心消費群 20 楠西福來餐廳愛心消費群 117
11/3 廖〇霈 50 黃〇樺 200 林〇淳 300 樊〇萍 500 陳〇娟 500 楊〇深 1,000
 吳〇旭 1,000 陳〇茂 籃〇絹 1,000 籃〇昌 羅〇新 1,000 莊〇翰 2,000 陳〇山 林〇英 陳〇州 陳〇伶  3,000
 李〇宇 3,500 陳〇炤 陳〇如 4,000
11/4 林呂〇玉 10,000 陳〇意 100 洪〇婷 100 陳〇勇 200 簡〇珈  200 郭〇姿 200
 林〇秀 500 黃〇山 700 宋〇香 1,000 莊〇源 嚴〇喜 歐嚕 毛毛 小乖 來福 莊許〇茹 莊〇惠 莊〇石 莊鄭氏〇娘 姥姥 冬冬 小黑 1,000
 蔡〇雄 1,000 
11/7 工研院公益委員會 18,638 王〇奕 500 黃〇源 700 盧〇秀 1,000 吳〇岑 2,000 林〇仁 500
 林〇道 林許〇玲 林〇岳 林〇睿  2,000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43 許〇文 2,000 徐〇香 2,000
 黃〇雅 2,000 陳〇沅 2,000 莊〇文 2,000 吳〇蘭 2,000
11/8 劉〇美 100 張〇宇 100 張〇芸 100 游〇麟 100 張〇榮 100 陳〇潾 100
 陳〇潾 100 陳〇潾 100 陳〇潾 100 陳〇潾 100 鄭〇源 100 鄭〇源 100
 鄭〇源 100 鄭〇源 100 鄭〇源 100 莊〇碧 600 張〇銘 100 龔〇慧 100
 李〇碧 200 劉〇秀 100 林〇億 100 林〇華 100 鄭〇仁 100 蘇〇婷 100
 王〇美 100 黃〇銘 100 潘〇君 100 黃〇晶 100 鄭〇鐘 100 鄭〇玲 200
 蔡〇芬 100 蔡〇芬 100 蔡〇芬 100 蔡〇芬 100 潘〇民 100 潘〇民 100
 黃〇蘭 100 黃〇蘭 100 黃〇蘭 100 馮〇美 100 馮〇蘭 100 彭〇嵐 100
 張〇心 100 張〇心 100 謝黃〇蘭 100 謝〇仁 100 謝〇彬 100 謝〇彬 100
 謝〇彬 100 謝〇彬 100 林〇月 100 林〇逸 100 李〇君 100 李〇玟 100
 李〇玟 100 李〇玟 100 李〇玟 100 李〇玟 100 邱〇俊 100 邱〇俊 100
 邱〇俊 100 陳〇瑾 100 伍〇銘 100 林〇慧 100 張〇又 100 張〇綸 100
 李〇怡 500 璉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方〇斐 500 張〇鈞 500 道明高級中學高三 1A全班   700
 紀〇豪 1,000 范〇瑜 2,000 林〇鉤 2,000 余〇儂 2,500 余〇縉 2,500 洪〇修 10,000
 張〇華 1,590
11/9 史〇鈴 200 林〇謙 200 林〇穎 300 李〇倩 500 邱〇銘 500 陳〇翰 500
 賴〇文 賴〇慧 王〇英 600 江〇雯 1,000 王〇康 2,000 李〇珊 200 葉〇妤 1,200 葉〇琥 1,200
 梁〇翔 2,000 陳〇男 300 陳林〇娥 300 陳〇嬌 200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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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〇殷 200 
11/10 朱〇梅 500 邵〇豪 500 王陳〇靜 5,000 金〇德 3,000 金穎生物科技 (股 )公司  3,000 統昶行銷昶暉社 6,015
 方〇捷 10,000 林〇萱 200 林〇毅 600 善心人士 1,000 姚〇三 200,000
11/11 陳〇芬 120 方〇凌 400 林〇閔 1,000 蔡〇廷 2,000 靜茁企業有限公司 10,000 楊〇民 50,000
 桂田功德林 3,000
11/14 李〇孟 100 鄭〇惠 200 陳〇蓁 400 陳〇云 500 蔡〇助 500 善化鴻昌免洗食品行 1,000
 曾〇榮 2,000 黃〇芳 3,000 羅〇祥 3,600 王〇允 2,000 吳〇連 340
11/15 李〇春 黃〇倫 100 楊〇伸 200 李〇如 500 籃〇雍 1,000 恆暘貿易有限公司 2,000 張〇珠 5,000
 何〇銘 2,000 江〇軓 1,000
11/16 李〇霞 1,000 曾〇足 200 沈〇綿 300 林〇和 1,000 李〇雲 1,000 邱〇美 500
 徐〇榕 2,000 毛〇緯 50 毛〇媗 50 溫〇萍 100 莊〇潔 洪〇芯 200 林〇萱 500
 廖〇吉 500 謝〇富 500 許〇芳 100 賴〇貞 100 黃〇蘭 200 莊〇照 500
 黃〇慧 500 林〇興 500 林〇德 500 賴〇育 500 蘇〇禎 蘇〇丞 蘇〇賓 500 胡〇勝 胡〇宏 400
 王〇惠 2,000 卓〇鐘 1,000
11/17 盧〇義 500 盧〇涵 500 張〇婷 1,000 駱〇富 1,000 盧〇嘉 2,000 彭〇儀 3,000
11/18 林〇傑 333 許〇豪 1,000 張〇貞 2,000 張〇惠 10,000 龔〇娟 10,000
11/19 王〇憬 1,500 周〇怡 2,000 劉〇英 15,000
11/21 蔡〇鐘 100 謝〇豪 200 黃〇波 300 謝〇美 1,000 林〇璟 1,000 黃〇榕 1,000
 林〇庭 2,000 白〇育 300 清韻合唱團 5,104 善心人士 1,240 黃〇龍 200 陳〇燕 200
11/22 陳〇意 100 許〇秀 500 李〇恩 500 張〇宗 20,000 善心人士 1,845
11/23 林〇緣 2,000 皇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劉〇恩 5,000 羅〇熙 2,000
11/24 劉〇福 200 劉〇針 1,000 陳〇惠 1,000 黃〇慧 2,000 洪〇桓 50,000 莊〇真 200
 王〇妤 200 林〇慧 200 無名氏 300 吳〇祥 500 吳〇穎 500 許〇琴 500
 蔡〇亮 500 聖恩幼兒園 1,000 陳〇凱 100 蔡〇瑤 200 陳〇榮 200 林〇專 200
 莊〇雅 500 吳〇賢 500 鄭〇玲 500 郭〇隆 500 杜〇櫻 1,000 藍〇英 2,000
 東柏樺精測有限公司 2,500 善心人士 200 財團法人王詹樣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751,456 張〇雯 1,000 曾〇福 1,000
11/25 張〇禕 張〇禾與穥 2,000 林〇志 1,000 陳〇珠 1,000 黃〇峰 1,000 許〇宸 1,861 內門香菇肉羹愛心消費群 168
 滿上滿五金行愛心消費群 275 玉井區農會超市愛心消費群   251 長壽屋素食愛心消費群 33 冰心茶王冷飲站愛心消費群   27
 玉井博愛藥局愛心消費群   255 摩爾書局愛心消費群 2 玉井茶的魔手愛心消費群 546 玉井冰棧芒果冰愛心消費群   42
 梅花餐廳愛心消費群 472 果農之家愛心消費群 668 文川古梅咖啡館愛心消費群   796 天香梅品愛心消費群 251 梅嶺食品中心愛心消費群 252
 楠西福來餐廳愛心消費群   102
11/26 中華先天能量創意養生學會   200 廖〇雄 200 李〇美 200 李〇儀 3,000
11/28 鄭〇娟 2,000 嚴〇崑 2,000
11/29 蔡〇霖 100 陳〇燕 200 李〇鋒 500 陳〇芬 600 陳〇蓁 1,000 邱〇興 1,500
 王林〇美 4,000 黃〇芳 1,000
11/30 黃〇敏 100 吳〇勳 300 黃〇君 999 黃〇君 999 楊源美金銀珠寶有限公司   1,000
 黃〇君 999 許〇斌 1,000 陳〇澄 2,000 陳〇山 林〇英 陳〇州 陳〇伶  3,000 邱〇淇 10,000
 恆晟企業社 5,000 黃〇陵 300 陳〇綸 300 張〇綸 300 程〇梧 10,000 謝〇平 20,000
 古〇諭 2,000 張〇修 200 王〇芳 200 鄭〇麗 500 簡〇宏 500 吳〇玉 300
 江〇欽 2,000 李〇霆 1,500 沈〇絨 1,000 徐〇卿 500 王〇祥 300 王〇羿 300
 曾〇福 300 毛〇絲 1,000 陳〇良 1,000 黃〇潔 300 王〇裕 500 陳〇瓊 1,000
 藍〇熹 500 王〇楠 1,000 童〇綺 2,000 陳〇圻 500 紀〇賢 100 盛發食品行 楊〇全 500
 蕭〇韶 100 林〇玉 100 李〇祥 500 蔡〇桂 2,000 彭〇惠 500 蔡〇茹 300
 劉〇珍 500 張〇正 1,000 劉〇禎 500 陳〇禎 1,000 顏〇昭 500 張〇承 250
 張〇純 250 蔡〇芳 1,000 藺〇雄 200 王〇新 1,500 陸〇楨 300 張〇珍 300
 郭〇華 1,000 沈〇如 李〇宗 200 李〇騏 1,200 簡〇倫 600 曾〇誠 3,000 董〇銓 2,000
 郭〇信 600 皮〇芳 500 康〇群 2,000 盧〇萍 300 黃〇燕 550 劉〇銘 100
 王〇春 100 劉〇霽 100 劉〇蘋 100 劉〇寬 100 陳〇夙 2,000 黃〇利 100
 黃吳〇碧 100 王〇逸 100 賴〇德 5,000 王〇卿 500 呂〇昌 100 陳〇玉 1,000
 鍾〇娟 200 方〇美 500 童〇甄 500 余〇玲 300 陳〇瑞 1,000 蕭〇學 500
 楊〇雵 1,000 藍〇羚 600 許〇銘 1,000 臺南市私立新崧安幼兒園 100 王〇斐 1,000 吳〇連 1,000
 林〇華 300 畢〇蒨 3,000 林〇慧 500 葉〇吉 600 王〇錦 200 陳〇琪 600
 劉〇珠 400 林〇因 300 陳〇胤 100 陳〇涵 100 廖〇末 500 邱〇瑤 500
 林〇敏 300 王〇博 1,000 賴〇淇 120 王〇綉  吳〇翰 吳〇瑄 300 陳〇鈞 500 王〇容 100
 陳〇萱 1,000 郭〇菱 500 鐘〇玉 500 莊〇慶 1,000 莊〇齊 1,000 陳〇瑜 500
 李〇腰 500 董〇珍 500 吳〇和 300 吳〇璁 300 吳〇瑜 300 陳〇美 300
 李〇聖 1,000 蔡〇臻 300 賴〇鳳 100 曾〇宗 100 曾〇旻 100 葉〇成 500
 莊〇馨 500 李〇穎 500 陳〇真 200 黃〇姿 1,000 王〇程 1,000 張〇文 200
 張〇苓 200 張〇勝 200 陳〇瑞 1,000 陳〇諺 1,000 陳〇興 1,000 簡〇嫻 1,000
 黃〇弘 600 劉〇翼 劉〇宏 莊〇旦 劉〇君  500 范〇巡 100 鄭〇妙 500 陳〇瑜 500
 吳〇蓉 500 陳〇得 1,000 鄭〇義 陳〇薰 1,000 黃〇君 1,000 劉〇榮 500 潘〇臻 300
 陳〇明 1,000 翁〇鎮 1,200 廖〇慧 1,000 孫〇婷 1,000 蔡〇芳 200 賴〇佑 500
 王〇鳳 500 廖〇銘 1,500 程〇瑜 600 林〇如 300 陳〇政 1,000 楊〇華 600
 林〇慧 250 廖〇君 600 王〇蘭 2,000 謝〇廷 1,000 蔡〇晴 2,000

105年 12月捐款明細表
12/1 郭〇恩 200 郭〇瑄 200 余〇娟 200 郭〇旭 200 黃〇貴 200 萬〇忠 300
 陳〇娟 500 樊〇萍 500 葉〇成 500 蔡〇丞 500 陳〇晴 500 陳〇璇 500
 賴〇文 賴〇慧 王〇英 600 陳〇茂 籃〇絹 1,000 籃〇昌 羅〇新 1,000 陳〇勳 1,000 吳〇旭 1,000 陳〇偉 3,000
 方〇捷 10,000 李〇揮 4,000 徐〇彬 1,000 李〇儀 1,000 劉〇志 3,000 吳〇翰 3,000
 善心人士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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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林陳〇雲 100 陳〇燕 500 彭〇志 1,000 李〇芳 1,000 李〇慶 李〇學 1,000 張〇筑 2,000
 葉〇泉 500 葉〇慶 500 葉〇雲 500 葉〇緞 500 葉〇益 500 蔣〇茂 蔣〇穎 8,000
 陳〇琴 1,000 蔣〇和 1,000
12/3 鄭〇森 800 林〇雪 1,000 楊〇麟 2,000 吳〇鳳 1,000 天主教岡山聖文生善會 5,000 吳〇琴 500
12/5 林〇仁 500 林呂〇玉 10,000 洪〇智 謝〇蘭 2,000 林〇庭 2,000 黃〇樺 200 楊〇伸 200
 廖〇進 500 紀〇豪 1,000 莊〇源 嚴〇喜 歐嚕 毛毛 小乖 來福 莊許〇茹 莊〇惠 莊〇石 莊鄭氏〇娘 姥姥 冬冬 小黑 1,000 洪楊〇英 2,000
 洪楊〇英 2,000 林〇建 2,000 左〇璟 2,500 林〇道 林許〇玲 林〇岳 林〇睿  2,000 鄭〇文 1,934
 總統府 100,000
12/6 郭〇綺 200 張〇郅 500 胡〇瑛 500 陳〇翰 500 陳〇妤 600 宋〇香 1,000
 江〇雯 1,000 林〇鉤 2,000 張〇芸 2,000 劉〇吾 2,500 邵〇美 3,000 王〇禎 10,000
 王〇康 2,000 善心人士 1,200 楊〇一 200 賴〇秀 200 林〇雲 6,000
12/7 許〇珍 100 黃〇夫 吳〇娥 黃〇龍 黃〇銓 黃〇硯 張〇茹 2,000 李〇端 5,000 王陳〇靜 5,0002016/12/8 史〇鈴 200
 林〇傑 333 廖〇禾 1,000 林〇珍 1,000 王〇永 2,000 陳〇妤 3,000 許〇坤 5,000
 洪〇妙 5,000
12/9 桂田功德林 3,000 朱〇昌 10,000 鄭〇文 陳〇飛 1,200 孫〇凱 100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高三 1A   700
 邱〇銘 500 牛〇德 翁〇宸 1,000 李〇龍 1,000 葉〇麗 1,000 鄭〇文 陳〇飛 1,200 鄭〇云 陳〇熙 1,200
 張〇蔭 2,000 陳〇如 , oscar.s.w 4,000 許〇士 1,000 吳〇吉 9,600
12/12 劉〇美 100 張〇宇 100 張〇芸 100 游〇麟 100 張〇榮 100 陳〇潾 100
 陳〇潾 100 陳〇潾 100 陳〇潾 100 陳〇潾 100 鄭〇源 100 鄭〇源 100
 鄭〇源 100 鄭〇源 100 鄭〇源 100 莊〇碧 600 張〇銘 100 龔〇慧 100
 李〇碧 200 劉〇秀 100 林〇億 100 林〇華 100 鄭〇仁 100 蘇〇婷 100
 王〇美 100 黃〇銘 100 潘〇君 100 黃〇晶 100 鄭〇鐘 100 鄭〇玲 200
 蔡〇芬 100 蔡〇芬 100 蔡〇芬 100 蔡〇芬 100 潘〇民 100 潘〇民 100
 黃〇蘭 100 黃〇蘭 100 黃〇蘭 100 馮〇美 100 馮〇蘭 100 張〇心 100
 張〇心 100 謝黃〇蘭 100 謝〇仁 100 謝〇彬 100 謝〇彬 100 謝〇彬 100
 謝〇彬 100 林〇月 100 林〇逸 100 李〇君 100 李〇玟 100 李〇玟 100
 李〇玟 100 李〇玟 100 李〇玟 100 邱〇俊 100 邱〇俊 100 邱〇俊 100
 陳〇瑾 100 伍〇銘 100 林〇慧 100 李〇春 黃〇倫 100 李〇恩 500 張〇華 500
 郭〇良 600 蘇〇娟 600 林〇標 1,000 黃〇敘 1,000 許〇綿 1,000 花〇樹 1,000
 詹〇蘭 1,200 許〇鈞 1,500 范〇瑜 2,000 王〇英 10,000 陳〇祥 3,000 靜茁企業有限公司 10,000
 方〇妍  1,600 陳〇賓 1,000 林〇萱 200 林〇毅 600
12/13 曾〇輝 100 王〇華 100 匯豐實業社 500 丁〇禎 500 許〇足 1,000 高〇月 1,000
 劉〇伶 1,500 蔡〇廷 2,000 陳〇惠 3,000 孫〇貞 6,000 林〇靜 10,000 王〇羽 2,000
 王〇籐 2,000
12/14 郭〇銘 500 璉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劉〇傑 劉〇紋 500 黃〇盛 700 簡〇軒 1,000 徐〇蘭 1,000
 徐〇芬 3,000 的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中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清韻合唱團 5,076
12/15 曾〇宇 200 曾〇宇 200 王〇中 1,000 劉〇成 1,000 薛〇琪 1,000 恆暘貿易有限公司 2,000
 蔡〇憲 蔡〇穎 蔡〇曄 3,000 方〇豪 6,000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楊〇民 10,000 楊〇雲 300
 洪〇鳳 2,000 林〇燕 2,000 杜〇雲 2,000 許〇福 2,000 曾〇賢 2,000 辛〇月 2,000
 方〇彬 2,000 楊〇菊 2,000 柯〇雲 2,000 王〇貴 2,000 黃〇麗 5,000 黃〇玉 5,000
 王〇瓊 10,000 大台南婦女領袖協進會   20,000
12/16 曾〇足 200 李〇霞 1,000 毛〇媗 50 毛〇緯 50 溫〇萍 100 沈〇綿 300
 徐〇榕 2,000 邱〇美 500 李〇雲 1,000 林〇和 1,000 林〇傑 333 許〇秀 500
 蘇〇成 1,000 朱〇瑄 1,000 王〇萲 王〇展 2,400 郎〇榮 5,000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50,000
 李〇美 10,000 吳〇連 340 卓〇鐘 1,000
12/17 蔡〇宏 5,000 張〇鳳 5,000 陳〇芬 120
12/19 謝〇婷 100 鄒〇誠 鄒〇勝 姚〇震 100 杜〇金 500 廖〇吉 500 秦〇秀 1,000 蕭〇桃 1,000
 陳〇榮 吳〇珠 陳〇妡 1,000 謝〇安 1,000 張〇璿 2,000 朱〇長 6,000 邱〇芳 20,000
12/20 鍾〇玲 200 劉〇君 200 張〇山 200 郭〇姿 200 簡〇珈  200 蔡〇雄 1,000
 謝〇美 1,000 沈〇實 1,000 楊〇堂 2,000 葉〇帔 10,000 財團法人薛伯輝基金會   161,405
 葉〇素 10,000 林〇臻 60,000 玉井博愛藥局愛心消費群   206 玉井區農會超市愛心消費群   114
 玉井茶的魔手愛心消費群 127 內門香菇肉羹愛心消費群 21 摩爾書局愛心消費群 11 滿上滿五金行愛心消費群 208 玉井冰棧芒果冰愛心消費群 2 天香梅品愛心消費群 200
 楠西福來餐廳愛心消費群 24 梅花餐廳愛心消費群 260 梅嶺食品中心愛心消費群 560 文川古梅咖啡館愛心消費群   426 果農之家愛心消費群 530
 善心人士 2,545 財團法人永真教育基金會   49,000 許〇美 20,000 駿凱電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 伸昌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5,000
 陳〇惠 20,000 路昌電子企業 (股 )公司   20,000 蔡〇霞 10,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灣三洋電機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10,000
 李〇莉 20,000 顏陳〇霞 20,000 昇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5,000 儲〇華 5,000 信昌電子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世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全一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虎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林〇明 2,000 財團法人銓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50,000 林〇華 50,000 羅〇珍 50,000
12/21 陳〇香 200 劉〇針 1,000 呂〇娟 1,000 賴〇玉 2,000 林〇閔 2,000 王〇英 2,200
 張〇榕 2,000 何〇銘 2,000
12/22 陳〇穎 100 陳〇穎 100 楊〇捷 200 李〇怡 500 黃〇君 999 陳〇玲 3,000
 陳〇珠 10,000 陳〇宜 20,000 德光中學仁愛基金會 200 王〇玉 2,000 蔡〇泠 500 楊〇嬪 1,000
 侯〇如 500 陳〇瓔 500 林〇美 600 林〇香 1,000 郭〇卉 500 倪〇均 500
 高〇萍 500 陳〇雯 1,000 姜〇才 500 李〇義 500 楊〇靜 500 家世企業有限公司 5,000
 施〇梅 8,000 蔡〇倫 200 林〇螢 200 魏〇安 200 吳〇瑤 200 張〇鈞 200
 張〇綱 200 陳〇心 500 楊〇亮 2,000 陳〇嘉 3,000 蘇〇善 50,000 祥和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陳〇瑞 1,000 陳〇諺 1,000 張〇修 200 王〇芳 200 張〇文 200 張〇苓 200
 張〇勝 200 程〇瑜 600 廖〇銘 1,500 鄭〇義 陳〇薰 1,000 孫〇婷 1,000 黃〇姿 1,000
 簡〇宏 500 王〇楠 1,000 簡〇倫 600 郭〇信 600 皮〇芳 500 呂〇昌 100
 林〇燕 1,000 陳〇瑞 1,000 王〇博 1,000 賴〇淇 120 李〇腰 500 李〇穎 500
 陳〇真 200 陳〇興 1,000 范〇巡 100 鄭〇妙 500 陳〇瑜 500 陳〇得 1,000
 黃〇君 1,000 劉〇榮 500 潘〇臻 300 蔡〇芳 200 王〇鳳 500 林〇慧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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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周〇位／ 祝賀花籃 (1座 )。
10/3  力〇君／ 背袋 (1個 )、頭飾 (1包 )、衣服 (2健 )˙ 社團法人台南市金勝慈善會／ 

麵條 (7箱 )、飲料 (10箱 )、香腸 (4包 )。
10/4  善心人士／ 冬瓜 (5顆 )˙黃于涵／ A4影印紙 (1箱 )˙廖先生／早產兒配方奶粉

(3罐 )˙簡〇琪／ 二手衣物 (4箱 )˙台灣新果國際有限公司／蘋果 (2箱 )˙台
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二手玩具 (1批 )˙李〇騰／關廟麵 (3包 )。

10/5 鄭〇江／物資 (1批 )。
10/6  楊〇美／ 祝賀花盆 (1座 )˙統昶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祝賀花盆 (1座 )˙臺南市

私立貝兒幼兒園／ 祝賀花盆 (1座 )˙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慈揚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祝賀花盆 (1座 )˙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福利基金會／祝
賀花盆 (1座 )˙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嘉義縣私立聖心教養院／祝賀
花盆 (1座 )˙芷瑩花坊／祝賀花盆 (1座 )˙楠西北極殿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劉
〇漢／祝賀花藍 (1對 )˙陳〇夙 (善心人士 )／ 造型氣球 (1批 )˙陳〇男 陳〇
頻 吳〇綾 張〇美／製作造型氣球 (0式 )˙ 本篤企業社 (官田加油站 )／冬瓜 (12
個 )。

10/7  羅〇屏／ 茶葉蛋 (200顆 )˙楊〇美 /楊雅涵／ 14吋蛋糕 (1個 )˙楊〇木／豆菜
麵 (10斤 )˙ 臺南市私立老吾老養護中心／ 二手移位機 (1台 )、二手洗澡機 (1
台 )˙ 玄空法寺／脆筍 (2箱 )˙ 玄空法寺／保健藥品 (2袋 )˙惠民啟智中心／澎
湖特產 (6包 )。

10/11  善心人士／ 三明治 (6個 )、沙拉堡 (6個 )˙葉小姐／ L型資料夾 (2包 )˙陳〇

秀 姚〇惠／ 白米 (69包 )˙台灣新果國際有限公司／ 蘋果 (2箱 )˙溫〇麗／麵
包 (70個 )˙吳〇立／二手衣物 (1箱 )˙李〇霏／二手衣物 (1箱 )˙宮〇德／洗
足器 (1台 )˙ 翁〇馨／吐司 (10條 )。

10/12  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蛋捲 (1盒 )、抱枕 (1個 )˙善心
人士／麵 (5盒 )、三明治 (4個 )、漢堡 (2個 )˙吳偉立／安全座椅 (1個 )、棉被 (1
條 )。

10/13  台灣新果國際有限公司／蘋果 (2箱 )˙ 財團法人蓮心園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禮盒 (1份 )。

10/14  晶晶托嬰中心／ 圖書教具 (1批 )˙ 玉井淨宗念佛會林師姐／豆花 (1桶 )、紅豆 (1
鍋 )、甜橙 (1袋 )。

10/15  輯禾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電鍋專用清潔劑 (2罐 )、洗衣槽專用去汙劑 (2罐 )、熱
水瓶 /開飲機洗淨劑 (2罐 )˙ 善心人士／三明治 (0批 )˙善心人士／三明治 (1
批 )˙玉井區農會超市愛心消費群／ 蓬萊米 (119包 )˙財團法人二重港仁安宮
／ 3公斤白米 (100包 )。

10/17  杜〇賢／二手洗衣機 (1台 )善心人士／ 白米 (2包 )˙陳〇澧／白米20公斤 (2包 )
伯利恆文教基金會／ 口罩 (1箱 )˙台灣新果國際有限公司／蘋果 (2箱 )˙謝〇
春 吳〇萱／ 鳳梨罐 (28個 )。

10/18  張〇華全家福／ 藥用酒精75%(6瓶 )、成人醫療口罩 (6盒 )、兒童醫療口罩 (4盒 )、
口腔護理液 (4瓶 )、抗菌噴霧 (7瓶 )、4入細毛牙刷 (10包 )˙杜先生／麵條 (2
箱 )˙ 陳〇蓉／黑色垃圾袋 (1箱 )˙林〇蘭／二手花盆 (5個 )、好神拖 (1組 )。

105年 10月捐物明細表

 李〇霆 1,500 張〇綸 300 陳〇綸 300 吳〇玉 300 古〇諭 2,000 徐〇卿 500
 謝〇廷 1,000 王〇祥 300 王〇羿 300 曾〇福 300 毛〇絲 1,000 陳〇良 1,000
 黃〇潔 300 王〇裕 500 陳〇瓊 1,000 藍〇熹 500 童〇綺 2,000 陳〇圻 500
 紀〇賢 100 盛發食品行 楊〇全 500 蕭〇韶 100 林〇玉 100 李〇祥 500 蔡〇桂 2,000
 彭〇惠 500 蔡〇茹 300 劉〇珍 500 張〇正 1,000 劉〇禎 500 陳〇禎 1,000
 顏〇昭 500 張〇承 250 張〇純 250 蔡〇芳 1,000 藺〇雄 200 王〇新 1,500
 陸〇楨 300 張〇珍 300 郭〇華 1,000 沈〇如 李〇宗 200 李〇騏 1,200 曾〇誠 3,000
 董〇銓 2,000 康〇群 2,000 盧〇萍 300 黃〇燕 550 劉〇銘 100 王〇春 100
 劉〇霽 100 劉〇蘋 100 劉〇寬 100 陳〇夙 2,000 黃〇利 100 黃吳〇碧 100
 王〇逸 100 賴〇德 5,000 王〇卿 500 陳〇玉 1,000 鍾〇娟 200 方〇美 500
 童〇甄 500 余〇玲 300 蕭〇學 500 楊〇雵 1,000 藍〇羚 600 許〇銘 1,000
 臺南市私立新崧安幼兒園 100 王〇斐 1,000 吳〇連 1,000 林〇華 300 畢〇蒨 3,000 林〇慧 500
 葉〇吉 600 王〇錦 200 陳〇琪 600 劉〇珠 400 林〇因 300 陳〇胤 100
 陳〇涵 100 廖〇末 500 邱〇瑤 500 林〇敏 300 王〇春 吳〇翰 吳〇瑄 300 陳〇鈞 500
 王〇容 100 陳〇萱 1,000 鐘〇玉 500 莊〇慶 1,000 莊〇齊 1,000 陳〇瑜 500
 董〇珍 500 吳〇和 300 吳〇璁 300 吳〇瑜 300 陳〇美 300 李〇聖 1,000
 蔡〇臻 300 賴〇鳳 100 曾〇宗 100 曾〇旻 100 葉〇成 500 莊〇馨 500
 王〇程 1,000 簡〇嫻 1,000 黃〇弘 600 劉〇翼 劉〇宏 莊〇旦 劉〇君  500 吳〇蓉 500
 陳〇明 1,000 翁〇鎮 1,200 廖〇慧 1,000 賴〇佑 500 林〇如 300 陳〇政 1,000
 楊〇華 600 廖〇君 600 徐〇城 1,000 張〇華 2,000 傅〇德 1,000 傅〇美 2,000
 賴〇慧 2,000 周〇承 600 陳〇芳 10,000 許〇杰 10,000 郭〇州 56,000 蘇〇萍 50,000
 林〇霞 5,000 許〇廷 3,000 吳〇珍 6,000 蘇〇豪 5,000 吳〇慧 5,000 蔡〇茹 10,000
12/23 盧〇銀 20,000 陳〇立 100 陳〇穎 100 莊〇潔 洪〇芯 200 曾〇婷 200 陳〇卿 300
 范姜〇誠 1,000 盧〇涵 500 盧〇義 500 盧〇嘉 2,000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普愛會   30,000
 御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中華日報社 30,000 鄭〇麗 500 黃〇陵 300 江〇欽 2,000 李〇華 2,000
 溫〇輝 3,200 新營玉音壇慈音寺觀音娘媽慈音愛心基金會 20,000 鄭〇春 10,000 進教之佑主教座堂 900 張〇如 200
12/24 李〇儀 3,000
12/26 張〇又 100 張〇綸 100 蔡〇碧 1,000 無名氏 1,000 林〇卿 1,000 張〇婷 1,000
 吳〇綢 2,000 詹〇宜 2,000 溫〇雄 2,000 鍾〇軒 10,000
12/27 楊〇月 100 李〇如 500 曾〇川 1,000 盧〇宏 1,000 林〇卿 6,000 嚴〇玲 5,838
 善心人士 900 戴〇雄  1,000
12/28 劉〇德 100 許〇珍 100 黃〇波 300 楊源美金銀珠寶有限公司   1,000 陳〇惠 1,000
 張〇禕 張〇禾與穥 2,000 陳〇宏 2,000 陳〇宗 2,000 趙〇人 100,000 白〇珠 10,000 善心人士 600
 李〇釵 500 胡〇宏 200 胡〇勝 200 賴〇佑 300 蘇〇禎 蘇〇丞 蘇〇賓 500
12/29 黃〇敏 100 劉〇凌 1,000 劉〇興 1,000 吳〇翎 吳〇涓 20,000 黃〇琴 10,000 張〇勤 10,000
 林〇文 2,000 魏〇芬 2,000 湯〇進 1,000 楊〇坤 50,000
12/30 許〇昌 謝〇佩 300 彥鈞科技有限公司 300 林〇志 1,000 許〇斌 1,000 林〇琴 吳〇舞 2,000 陳〇芳 2,000
 陳〇山 林〇英 陳〇州 陳〇伶  3,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明達教育基金會 6,000 鄭〇玲 10,000 葉〇帔 10,000
 沈〇棻 1,057 林〇儒 764 黃〇珍 1,300 張〇珍 500 張〇貞 500 皮〇蘭 1,000
 宏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黃〇友 2,000 蔡〇均 2,000 馮〇修 2,000 林〇雯 1,000
 盧〇裕 1,000 宏〇號 2,000 陳〇章 6,000 顏〇義 5,000 蔡〇治 1,000 東輪企業行 2,000
 黃〇安 2,000
12/31 黃〇誼 2,000 陳〇臻 500 黃〇梅 500 陳〇雪 500 徐〇偉 1,000 楊〇華 6,000

105年 10 ～ 12月捐物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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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吳〇蓉／毛線 (1批 )˙陳榮賓／ 絨毛大娃娃 (0個 )、玉珮項鍊 (0條 )˙吳〇蓉
／毛線 (0批 )˙兵行源／香蕉 (3串 )˙羅〇慶 買〇留／香蕉 (1籠 )˙鄭〇江／
物資 (1批 )。

12/5  鄭〇文／ 二手書籍 (5箱 )˙台灣新果國際有限公司／ 蘋果 (1箱 )˙郭〇心／茶
葉 (12盒 )、餅乾 (4包 )。

12/6 林〇雲／餅乾 (2袋 )。
12/7 黃〇玲／ 二手衣物 (1袋 )˙吳〇吉／ 乾唐軒活瓷杯 (0組 )。
12/8  蔡〇榛／ 黑色垃圾袋 12入 (4包 )、3號電池 4入 (10組 )、4號電池 4入 (10組 )˙

曾〇昌／ 成人紙尿褲 (3片 )、日用立體抽換式尿布 (23片 )、看護墊 (1片 )。
12/9 林〇靜／ 白玉蘿蔔 (1箱 )˙海〇佬先生 /李〇仁／ 蝦仁水餃 (500顆 )。
12/10 愛兒堡安親班 (善心人士 )／白米 3公斤 (30包 )。
12/12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慈揚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無患子牛奶玫瑰沐浴乳 (2

瓶 )˙盧〇芬／ 二手成人女裝 (2袋 )、義大利麵 (3包 )、二手溫奶器 (1組 )˙林
〇鳳／編織脖圍 (15條 )、編織帽子 (15頂 )˙捷傲有限公司／色鉛筆 (1箱 )˙
劉〇良／ 二手衣物 (1袋 )˙台灣新果國際有限公司／蘋果 (1盒 )。

12/13  溫〇麗／麵包 (70個 )˙李〇蓉／二手衣物 (1袋 )˙林〇鳳／編織帽子 (20頂 )˙
玫瑰道明修女會／ 布 (1批 )˙蔡〇芬／ 蔓越莓杏仁餅乾 (1盒 )、綜合巧克力 (1
袋 )。

12/14  善心人士／ 水煎包 (27顆 )˙吳〇琪／ 二手電磁爐 (1台 )˙李〇蓉／兒童二手衣
物 (1袋 )、成人二手衣物 (2袋 )˙許〇惠／香蕉 (1籃 )˙臺南市立圖書館／發
票 (1,380張 )。

12/15  藍〇淇／ 二手玩具 (5個 )˙許〇真／梨子 (1箱 )˙蕭〇盈／玩具 (1箱 )˙淺草
麵包／麵包 (1袋 )˙福泰師姐／白米30公斤 (12袋 )˙善心人士／干貝酥 (4箱 )、
火腿丁 (4包 )。

12/16  張〇裕／ 小安素 (1罐 )˙黃〇芳／小安素 (2罐 )˙捷傲有限公司／鉛筆 (3,000
枝 )。

12/18 台灣小可俱樂部／ 物資 (1批 )。

12/19  台灣新果國際有限公司／蘋果 (1箱 )˙邱〇芳／ 養樂多 (200瓶 )、豆奶 (5箱 )、
蘋果汁 (5箱 )。

12/20  玉井區農會超市愛心消費群／發票 (94張 )˙玉井區農會熱情小子芒果冰館愛心
消費群／發票 (32張 )˙玉井茶的魔手愛心消費群／ 發票 (56張 )˙摩爾書局愛
心消費群／ 發票 (110張 )˙楊〇杏／二手地墊 (1批 )。

12/21  吳〇貞／ 有聲玩具 (3組 )˙躍凌實業有限公司／ 收納箱 (5組 )˙張〇裕／擦手
紙 (20包 )˙林〇君／ 擦手紙 (30包 )˙天麗企業社／關廟麵 4斤 (12包 )˙楊
〇玲／ 柿子 (1箱 )˙盧〇芬／ 二手兒童衣物 (7袋 )˙家樂福台南中華分店 ／烤
雞套餐 (3組 )。

12/22 善心人士／ 楊桃 (2袋 )、二手衣物 (1袋 )。
12/23  菘〇閣／ 聖誕巧克力 (50包 )˙劉〇蘭／ 二手衣物 (1箱 )˙鄭〇芸／二手玩具 (4

個 )˙楊〇民／ 二手衣物 (2袋 )˙陳〇芳／書 (4箱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南
教區／麵包 (1袋 )。

12/27  台灣新果國際有限公司／蘋果 (1箱 )˙吳〇儀 (宜家 )／二手書籍 (12箱 )、文
具 (2箱 )、二手衣物 (2袋 )˙善心人士／麵包 (1袋 )˙許〇惠／二手衣物 (1箱 )˙
十方信／泡麵 (4包 )˙陳亭妃服務處／ 水果酥 (8盒 )、蓬萊麵 (5箱 )˙黃淑敏 (善
心人士 )／二手推車 (1台 )、二手兒童衣物等 (1箱 )、二手奶瓶消毐鍋 (1台 )˙
尹〇滔／二手玩具 (10個 )˙ 金嘉隆企業有限公司所長茶葉蛋赤崁門市／原味茶
葉蛋 10入 (5包 )、炭燒豆乾 240公克 (6包 )。

12/28 李〇釵／ 發票 (1張 )˙蔡〇榮／橘子 (1批 )。
12/29  商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發票 (30張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水餃 (2

箱 )、二手辦公桌椅 (13張 )˙林〇君／毛帽 (2頂 )˙李〇廷／成人衣物 (2件 )˙
吳〇蘭 黃〇信／ 新天鵝堡德國桌上遊戲組 (1組 )。

12/30  黃〇榆／ 統一發票 (46張 )˙鄭〇麗／ 小蕃茄 (1盒 )˙謝〇貞／二手電腦用喇叭
(1組 )、長尾夾 (1盒 )、計數器 (1個 )˙謝〇春 吳〇萱／蕃薯 (1袋 )˙國際佛
光會中華總會新市第一分會／臘八粥 (135碗 )。

12/31 呂〇娟／ 拼圖 (3個 )、餅乾禮盒 (3盒 )。

11/1  何〇諭／ L型資料夾 (25個 )˙黃〇柔／ L型資料夾 (21個 )˙王〇慧／ L型資料
夾 (49個 )˙謝〇迪／ usb插座充電器 (2個 )˙林〇妤／ L資料 (0個 )、記憶卡
(0個 )˙林〇妤／ L型資料夾 (25個 )、記憶卡 (3個 )˙賴〇惠／冰溫熱開飲機 (1
台 )。王〇萱／ 二手棉被 (1批 )˙台灣新果國際有限公司／蘋果 (2箱 )。

11/2  陳〇如／ 好神拖 (1組 )˙陳〇澧／沙拉油 (2瓶 )˙玉井區農會超市愛心消費群
／發票 (148張 )˙長壽屋素食愛心消費群／ 發票 (27張 )˙玉井區農會熱情小
子芒果冰館愛心消費群／發票 (41張 )˙玉井博愛藥局愛心消費群／發票 (9張 )˙
摩爾書局愛心消費群／ 發票 (152張 )˙玉井茶的魔手愛心消費群／發票 (65張 )。

11/3 林〇蓉／發票 (33張 )˙范〇萍／ L型資料夾 (11個 )˙善心人士／雞排 (2箱 )。
11/4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楠西店愛心消費群／ 發票 (1,272張 )˙善心人士／冬瓜 (1

顆 )、南瓜 (1籃 )˙黃〇涵／ A4紙 (1箱 )。
11/7  商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發票 (5張 )˙郭〇理／ 蜂膠藥品 (1罐 )˙顏〇晏／隨

身碟 (1個 )˙梁〇維／鮮奶 (4包 )˙台灣新果國際有限公司／蘋果 (1箱 )˙商
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手衣物 (1箱 )。

11/8  黃〇仁／ 白米 50斤 (1包 )˙楊〇莉／ 無毒 PP餐具 (2組 )、二手熨斗 (1組 )、
吹風機 (1組 )、馬克杯 (9個 )、玻璃杯 (3個 )、二手包包 (1個 )、紳士杯 (1組 )、
沙漏 (1組 )、相框 (1個 )、胸章 (6個 )˙劉〇蘭／ 二手衣物 (1箱 )。

11/9 吳〇蓉／ L型資料夾 (80個 )˙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 2017月曆 (40本 )。
11/10  idea／微波爐 (1台 )˙溫〇麗／麵包 (70個 )˙鄭〇仁／玻璃碗盤 (1箱 )˙吳

陳〇月／ 鹽 (1包 )、糖 (1包 )、油 (1罐 )、罐頭 (3罐 )˙劉〇銘／洋芋片 (20箱 )。
11/14  liaojoyce／ 室內芳香劑 (12瓶 )˙張小姐／ 印章 (1批 )、印台 (4個 )、緞帶 (1批 )、

指甲油 (1批 )˙黃〇玲／二手衣物 (1袋 )˙阮〇蘋／二手衣物 (1箱 )˙元門太
極學苑／糙米 (2袋 )˙台灣新果國際有限公司／蘋果 (1箱 )˙劉〇蘭／二手衣
物 (2箱 )。

11/15 范〇菱／ 隨身碟 (6個 )。
11/16  周〇霖／郵票 (0張 )˙顏〇晏／ L型資料夾 (73個 )˙陳〇如／ L型資料夾 (40

個 )˙淺草麵包／ 麵包 (1袋 )˙王〇春／ 霽月肉鬆 (1包 )、霽月肉鬆 (1罐 )、魚
鬆 (1包 )、海苔肉鬆 (1包 )、兒童肉鬆 (1包 )、發票 (71張 )˙玄空法寺／蔬菜 (2
袋 )。

11/17  大甲分享愛郭〇京／ 二手衣物 (3箱 )˙陳〇敏／ 小安素 (1盒 )、便利貼 (3個 )、
長尾夾 (1包 )˙LEGOWORKS Group／圍巾 (21條 )。

11/18 邱〇雅／ L型資料夾 (25個 )˙蕭〇文／ L型資料夾 (20個 )。
11/21  黃〇琴／ 蔬菜 (1包 )、冬粉 (2包 )˙江〇璇／ L型資料夾 (11個 )˙台灣新果國

際有限公司／蘋果 (1箱 )。
11/22  吳〇凌／ L型資料夾 (45個 )˙賴〇思／ 長尾夾 (40個 )、L型資料夾 (60個 )˙

善心人士／ 三明治 (8個 )、壽司 (1盒 )˙郭〇伶／ L型資料夾 (73個 )。
11/23  善心人士／ 小安素 (1罐 )˙許〇苑／ L型資料夾 (30個 )˙李〇樞／小安素 (0

罐 )˙莊〇雅／刈包 (6包 )˙淺草麵包／麵包 (10個 )。
11/24 王〇雲／毛線 (1批 )。
11/25  坤瑋西點麵包／ 麵包 (2袋 )˙玉井區農會超市愛心消費群／發票 (146張 )˙長

壽屋素食愛心消費群／ 發票 (12張 )˙玉井區農會熱情小子芒果冰館愛心消費群
／發票 (22張 )˙玉井博愛藥局愛心消費群／發票 (2張 )˙摩爾書局愛心消費群
／發票 (134張 )˙玉井茶的魔手愛心消費群／ 發票 (85張 )˙劉〇蘭／襪子 (24
雙 )、二手被子衣物 (1箱 )。

11/26 金〇娟／ 書籍 -好好時代 (1本 )。
11/28 黃〇榆／發票 (37張 )˙台灣新果國際有限公司／ 蘋果 (1箱 )。
11/29  台灣郵政協會台南郵局 .中華郵政工會台南分會／ 四季毯 (11件 )˙將立玩具店

／衣架 (1袋 )˙陳〇純／全新兒童褲子 (10件 )˙社團法人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長尾夾 (0盒 )˙社團法人中華心理衛生協會／長尾夾 (2盒 )˙吳〇蓉／ L型資
料夾 (70個 )˙李〇樞／小安素 (1罐 )˙廖〇慧／小安素 (21罐 )˙王〇樟／二
手衣物 (1袋 )˙廖〇慧／小安素 (40罐 )。

11/30 正偉通訊工程有限公司／二手相機 (1組 )。

105年 12月捐物明細表

105年 11月捐物明細表

10/19   善心人士／ 防蚊液 (2箱 )˙陳〇芬／乖乖 (1箱 )˙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 桌子 (18張 )、椅子 (83張 )。

10/20  甘〇芬／ 二手花盆 (14個 )、二手鏟子 (2支 )、防蚊液 (1罐 )、灑水器 (1個 )˙ 
王小姐／聲寶電烤箱 (1台 )˙ 李〇婷 ／ L資料夾 (20個 )。

10/21 善心人士／ 發票 (74張 )˙楊〇莉／ 二手夾子 (1箱 )˙邱〇芳／養樂多 (400瓶 )。
10/22 萊翊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易拖寶 EasyMop(8組 )。
10/24  黃〇涵／冬瓜 (5顆 )˙ 台灣新果國際有限公司／ 蘋果 (1箱 )˙海〇佬先生 /李〇

仁／蝦仁水餃 (2箱 )。
10/27  劉〇睛／小安素 (2罐 )˙大甲分享愛郭〇京／ 二手衣物 (2箱 )、衣物 (3件 )˙

黃〇涵／冬瓜 (4顆 )˙ 商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票 (21張 )˙玉井區農會／五
月花折疊紙巾 (2箱 )、好神拖 (1組 )˙玉井區農會／ 五月花折疊紙巾 (0箱 )、
好神拖 (0組 )。

10/28 葉〇惠／ 洗碗精 (2罐 )、垃圾袋 (3捆 )、藥用皂 (2盒 )、洗手乳 (4罐 )。
10/29 李〇謹 吳〇山／ 水餃 (1,000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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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天主教臺南市私立德蘭啟智中心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敬愛的德蘭之友：

　　非常感謝您長久以來的支持與愛護。

　　若您同意以信用卡扣款方式捐款本中心，

請於下列授權書中填妥您的資料，以郵寄或傳

真的方式通知本中心，我們將儘速為您辦理。

謝謝。

地址：714臺南市玉井區中華路 200號
傳真：06-574-6101
電話：06-574-2219
聯絡人：王小姐（會計）

物・資・募・集

德蘭為提供多樣及優質服務，

各項物資需求量大，本季尚

須外界支援的有：

文具用品：�影印紙。

清潔用品：�大型黑垃圾袋、抽取式擦手紙、口罩。

～感謝您的愛心關懷～

信用卡捐款資料欄（以下欄位請務必填寫，以利扣款）

姓名：

電話（公）：　　　　　　　行動：

住址：

電子信箱：

信用卡卡號：　　　　

信用卡別：□VISA□MASTER□ JCB□聯合信用卡

銀行別：

信用卡有效期限：西元　　　　年　　　　月止

授權人簽名：（請務必勾選）

　□捐款姓名同意公開徵信

　□捐款以「善心人士」公開徵信

收據抬頭姓名：

（可與扣款人不同，若與扣款人相同則不需填寫）

收據寄發地址：

捐款期間及捐款金額（可選擇以 A或 B其中一種方式）

A.�本人願意從西元　　　年　　　月至西元　　　年　　月

　�固定每月扣款新台幣　　　　　　　　　　　　　　元整

B.�本人願意於西元　　　年　　　月捐款新台幣　　　元整

◆收據　　　　□年度匯總寄發一次　□按月寄發

◆刊物（免費）□請寄發　　　　　　□請勿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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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無遠弗屆⋯⋯讓您的
愛無遠弗屆⋯⋯

請沿線裁剪下愛心碼，並於購物結帳時出示德蘭愛心碼：2025
（愛你愛我）或口述愛心碼，即可將您的愛心捐贈給德蘭啟智中

心，一起幫助德蘭的大小朋友。        請參考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請沿線裁剪下愛心碼，並於購物結帳時出示德蘭愛心碼：2025
（愛你愛我）或口述愛心碼，即可將您的愛心捐贈給德蘭啟智中

心，一起幫助德蘭的大小朋友。        請參考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