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桃園市腎友協會會員捐款明細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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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德娟小姐 $14,400 44 魏柚小姐 $1,000 

2 范群忠先生 $14,025 45 劉小慧小姐 $900 

3 郭素惠小姐 $9,000 46 王慈慧小姐 $900 

4 譚美德小姐 $8,313 47 呂凱麗小姐 $900 

5 簡元輝先生 $8,000 48 李碧順小姐 $700 

6 曾惠君小姐 $6,300 49 吳秋錦先生 $700 

7 張宗鵬先生 $5,300 50 李鳳英小姐 $600 

8 林秋薰小姐 $5,000 51 沈政閎先生 $600 

9 黃添財先生 $5,000 52 李幸儒小姐 $600 

10 詹阿烈先生 $3,800 53 巫季宸小姐 $600 

11 李雯如小姐 $3,300 54 呂碧容小姐 $600 

12 林木貴先生 $3,000 55 孫柱中先生 $600 

13 宋范貴玲小姐 $3,000 56 湯國良先生 $600 

14 李木祥先生 $3,000 57 蘇家麒先生 $600 

15 宋文忠先生 $2,300 58 李碧玉小姐 $600 

16 江梅桂小姐 $2,000 59 吳國煌先生 $500 

17 江新庚先生 $2,000 60 吳賴良小姐 $500 

18 王玉英小姐 $2,000 61 施黃玉鶴小姐 $500 

19 廖富源先生 $2,000 62 呂惠珍小姐 $400 

20 張春連小姐 $2,000 63 李秀美小姐 $400 

21 徐木火先生 $2,000 64 林元益先生 $400 

22 劉邦烘先生 $2,000 65 翁美靜小姐 $400 

23 張美惠小姐 $1,976 66 黃蘭銀小姐 $400 

24 陳麗華小姐 $1,560 67 楊牡丹小姐 $400 

25 張建和先生 $1,400 68 陳建隆先生 $400 

26 王慧心小姐 $1,400 69 曾德福先生 $400 

27 黃妙甘小姐 $1,300 70 陳麗梅小姐 $400 

28 張碧鳳小姐 $1,300 71 熊阿香小姐 $400 

29 許中良先生 $1,200 72 謝鳳嬌小姐 $400 

30 陳黃素枝小姐 $1,200 73 蘇月盆小姐 $400 



31 呂玟靜小姐 $1,200 74 簡寶蓮小姐 $400 

32 陳秀丹小姐 $1,200 75 蔡添和先生 $400 

33 劉和豐小姐 $1,100 76 曾碧珠小姐 $400 

34 林嬌金小姐 $1,000 77 徐運森先生 $400 

35 林簡淑雲小姐 $1,000 78 胡桂華小姐 $300 

36 邱宛蓁小姐 $1,000 79 楊瑞香小姐 $300 

37 邱麗萍小姐 $1,000 80 曾啟星先生 $300 

38 張春美小姐 $1,000 81 馮品凰小姐 $300 

39 張淑貞小姐 $1,000 82 賴慶隆先生 $300 

40 許喬萍小姐 $1,000 83 蔡淑芬小姐 $300 

41 許熙婷小姐 $1,000 84 郭寶玉小姐 $200 

42 許耀煌先生 $1,000 85 賴酉妹小姐 $200 

43 黃臺民先生 $1,000 86     

合 計 $153,174 

 

 

 

 

 

 

 

 

 



社團法人桃園市腎友協會社會捐款明細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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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清福先生 $122,000 37 王毓琪護理長 $1,000 

2 吉泰藥品(股)公司 $117,400 38 古雪梅護士 $1,000 

3 予君咖啡 $74,000 39 桃園市社區精神復健協會 $1,000 

4 徐玲玉小姐 $70,000 40 桃園市肢體傷殘協進會 $1,000 

5 卓福財先生 $69,200 41 桃園市視障福利發展協進會 $1,000 

6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30,000 42 桃園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1,000 

7 宋文忠先生 $27,000 43 桃園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1,000 

8 寬譜醫學科技(股)公司 $22,000 44 桃園縣聾啞福利協進會 $1,000 

9 台灣中外製藥(股)公司 $21,000 45 社團法人桃園縣聲暉協進會 $1,000 

10 香港商安馨(股)-台灣分公司 $20,000 46 盈鐿彩券行 $1,000 

11 謝振權先生 $20,000 47 無名氏 $800 

12 謝祥弘醫師 $20,000 48 陳慈玉小姐 $600 

13 李佳州經理 $10,000 49 潘儀方小姐 $600 

14 呂瑞珍小姐 $10,000 50 黃明蘭小姐 $500 

15 吳泰德醫師 $8,000 51 新儷百貨商行 $500 

16 鄭振廷主任 $5,000 52 蔡素秋小姐 $500 

17 許秀萍護理長 $5,000 53 林淑婉小姐 $300 

18 游禮欽先生 $5,000 54 柯陳绮君小姐 $300 

19 鍾若涵小姐 $5,000 55 王莉三小姐 $300 

20 無名氏 $4,500 56 朱斐琍小姐 $300 

21 蔡依靜護理長 $3,000 57 阮素月小姐 $300 

22 江慧菁小姐 $3,000 58 吳月娟小姐 $300 

23 陳雯玲小姐 $3,000 59 謝秀珍小姐 $300 

24 郭和煙主任 $2,000 60 徐秀蘭小姐 $300 

25 莊天華醫師 $2,000 61 謝彩雲小姐 $300 

26 陳鵬羽醫師 $2,000 62 郭靜如小姐 $300 

27 陳淑華督導 $2,000 63 陳玉金小姐 $300 

28 劉秀蘭護理長 $2,000 64 游阿乃小姐 $300 

29 王根燕護理長 $2,000 65 陳源昱先生 $300 

30 桃庚聯合診所 $2,000 66 黃楷芬小姐 $300 

31 安庚內科診所 $2,000 67 楊麗玉小姐 $300 

32 鑫庚內科診所 $2,000 68 劉順成先生 $300 

33 社團法人桃園市自閉症協進會 $2,000 69 潘純稽小姐 $300 



34 黃吳月小姐 $2,000 70 蔡淑芬小姐 $300 

35 黃松進先生 $2,000 71 曾碧珠小姐 $200 

36 蔡美代小姐 $1,980 72     

合 計 1$719,180 

 
 
 

社團法人桃園市腎友協會捐贈物品明細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  

編號 捐贈者姓名 物品 

1 潘依璇理事 瓶裝水 30箱 

2 王月霜小姐 輪椅乙輛 

3 韓書立先生 保健襪 72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