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桃園市腎友協會會員捐款明細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會員捐款芳名錄 

編號 姓  名 金 額 編號 姓  名 金 額 

1 簡元輝先生 $13,000 51 王慧心小姐 $900 

2 宋文忠先生 $11,500 52 呂碧容小姐 $900 

3 林木貴先生 $7,000 53 尹秋敏小姐 $750 

4 徐木火先生 $6,000 54 施黃玉鶴小姐 $700 

5 黃添財先生 $5,000 55 陳明女小姐 $681 

6 李雯如小姐 $4,600 56 吳秋錦小姐 $600 

7 江新庚先生 $4,000 57 李鳳英小姐 $600 

8 曾惠君小姐 $3,750 58 沈政閎先生 $600 

9 王玉英小姐 $3,300 59 徐運森先生 $600 

10 宋范貴玲小姐 $3,000 60 翁美靜小姐 $600 

11 張宗鵬先生 $3,000 61 曾碧珠小姐 $600 

12 陳麗梅小姐 $2,850 62 湯國良先生 $600 

13 范群忠先生 $2,640 63 善心人士 $600 

14 謝鳳嬌小姐 $2,400 64 馮品淑小姐 $600 

15 呂凱麗小姐 $2,350 65 劉小慧小姐 $600 

16 李碧玉小姐 $2,350 66 吳國煌先生 $500 

17 張美惠小姐 $2,300 67 吳賴良小姐 $500 

18 邱麗萍小姐 $2,050 68 岳黃早妹小姐 $500 

19 江梅桂小姐 $2,000 69 張木森先生 $500 

20 張春連小姐 $2,000 70 張春美小姐 $500 

21 許熙婷小姐 $2,000 71 黃美秀小姐 $500 

22 賴騰文先生 $2,000 72 黃慧玲小姐 $500 

23 陳文德先生 $1,800 73 楊牡丹小姐 $500 

24 林花蓮小姐 $1,700 74 楊淑麗小姐 $500 

25 李明蘭小姐 $1,500 75 魏柚小姐 $500 

26 姚海川先生 $1,500 76 楊雯瑛小姐 $450 

27 莊淑珠小姐 $1,500 77 陳玉珍小姐 $400 

28 陳黃素枝小姐 $1,500 78 陳建隆先生 $400 

29 李麗雯小姐 $1,400 79 陳惠美小姐 $400 

30 蔡添和先生 $1,400 80 黃耀光先生 $400 

31 黃妙甘小姐 $1,300 81 葉運采先生 $400 



32 楊江南先生 $1,200 82 劉和豐小姐 $400 

33 歐羽嫻小姐 $1,200 83 賴慶隆先生 $400 

34 呂惠珍小姐 $1,100 84 簡寶蓮小姐 $400 

35 陳秀丹小姐 $1,100 85 蘇月盆小姐 $400 

36 馮品凰小姐 $1,050 86 李岱芳小姐 $300 

37 李木祥先生 $1,000 87 林元益先生 $300 

38 李陳秀蘭小姐 $1,000 88 林忠胤先生 $300 

39 周永芳先生 $1,000 89 林秋明先生 $300 

40 林嬌金小姐 $1,000 90 洪麗華小姐 $300 

41 林簡淑雲小姐 $1,000 91 許祐紋先生 $300 

42 許中良先生 $1,000 92 連彬貴先生 $300 

43 許耀煌先生 $1,000 93 劉亦庭小姐 $300 

44 陳麗華小姐 $1,000 94 劉克勤先生 $300 

45 傅清明先生 $1,000 95 賴麗花小姐 $300 

46 黃麗芬小姐 $1,000 96 蘇家麒先生 $300 

47 楊瑞香小姐 $1,000 97 李碧順小姐 $200 

48 詹阿烈先生 $1,000 98 賴酉妹小姐 $200 

49 魏鳳枝小姐 $1,000 99 康裕光先生 $160 

50 羅金枝小姐 $1,000 100 范德勝先生 $100 

合 計 $145,281 

 

 

 

 

 

 

 

 

 

 

 



社團法人桃園市腎友協會社會捐款明細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社會捐款芳名錄  
編號 單  位  名  稱 金 額 編號 單  位  名  稱 金 額 

1 吳清福先生 $120,000 38 陳淑華督導 $2,000 

2 吳廣沛先生 $83,200 39 蔡依靜護理長 $2,000 

3 黃民強先生 $79,000 40 簡慧瓊小姐 $2,000 

4 賴麗花小姐 $78,200 41 翁淑滿護理長 $1,600 

5 陳文蕙小姐 $42,400 42 王毓琪護理長 $1,000 

6 吉泰藥品(股)公司 $40,000 43 汪奇諭小姐 $1,000 

7 謝振權先生 $40,000 44 社團法人桃園市失智症關懷協會 $1,000 

8 林秋雲小姐 $35,200 45 社團法人桃園市自閉症協進會 $1,000 

9 譚廣德先生 $25,000 46 社團法人桃園市社區精神復健協會 $1,000 

10 鄭曉芬小姐 $24,000 47 社團法人桃園市肢體傷殘協進會 $1,000 

11 桃庚聯合診所 $22,000 48 社團法人桃園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1,000 

12 鑫庚內科診所 $22,000 49 社團法人桃園市智障者家長協會 $1,000 

13 張琍期小姐 $21,600 50 社團法人桃園市視障福利發展協進會 $1,000 

14 黃芙蓉主任 $21,400 51 社團法人桃園市聲暉協進會 $1,000 

15 陳慈玉小姐 $21,100 52 社團法人桃園市聾啞福利協進會 $1,000 

16 寬譜醫學科技(股)公司 $21,000 53 葉佳如小姐 $1,000 

17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20,000 54 劉依宥小姐 $1,000 

18 黃晟浩先生 $17,600 55 劉秦麗玉小姐 $1,000 

19 吳泰德主任 $16,000 56 蔡美代小姐 $1,000 

20 太極拳班 $15,000 57 蕭文億先生 $1,000 

21 桃園市展望社會關懷協會 $10,000 58 王淑敏小姐 $800 

22 賴美君小姐 $10,000 59 雷祖熙小姐 $750 

23 300G2 區桃園市虎頭山獅子會 $6,000 60 陳雲娥小姐 $600 

24 財團法人壽山巖觀音寺 $6,000 61 陳品真小姐 $500 

25 蔣佩蘭小姐 $5,000 62 謝彩雲小姐 $450 

26 台灣內爾特國際(股)公司 $4,800 63 王莉三小姐 $300 

27 阮慧琪小姐 $4,800 64 朱斐琍小姐 $300 

28 鄭涵菁小姐 $4,800 65 宋文忠先生 $300 

29 鍾怡忻小姐 $3,200 66 李富貴先生 $300 

30 江慧菁小姐 $3,000 67 胡張金蘭小姐 $300 

31 李佳州經理 $3,000 68 徐秀蘭小姐 $300 

32 劉秀蘭小姐 $3,000 69 高月英小姐 $300 

33 億琳企業有限公司 $2,750 70 張淑雯小姐 $300 

34 安庚內科診所 $2,000 71 游阿乃小姐 $300 

35 社團法人新竹市腎友協會 $2,000 72 劉順成先生 $300 



36 康曾增英小姐 $2,000 73 賴增福先生 $300 

37 莊天華醫師 $2,000 74 善心人士 $50 

合 計 $869,100 

 
 

社團法人桃園市腎友協會捐物明細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編號 捐贈者姓名 物  品 

1 潘依璇小姐 瓶裝水 20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