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人 捐款日期 捐款金額(元) 用途

沈O馨 103.12.11 1,000 捐助喪葬費用

巫O村 103.12.11 3,000 捐助喪葬費用

林O駿 103.12.11 1,000 捐助喪葬費用

巫O嘉 103.12.11 3,000 捐助喪葬費用

巫O宸 103.12.11 1,000 捐助喪葬費用

巫O慧 103.12.11 1,000 捐助喪葬費用

沈O馨、巫O村、

巫O嘉、巫O宸
104.06.25 10,000 捐助喪葬費用

徐O財 104.08.03 5,000 捐助喪葬費用

巫O嘉 104.11.02 10,000 捐助喪葬費用

育達文教基金會

江達隆董事長
104.06.09 500,000

捐助國姓鄉104年度老人

集中用餐服務

育達文教基金會

江達隆董事長
104.06.09 500,000

捐助國姓鄉105年度老人

集中用餐服務

育達文教基金會

江達隆董事長
104.06.09 500,000

捐助國姓鄉106年度老人

集中用餐服務

育達文教基金會

江達隆董事長
104.06.09 500,000

捐助國姓鄉107年度老人

集中用餐服務

賴陳蘭招 105.02.01 10,000 捐助喪葬費用

林清旺 105.04.13 77,152 捐助急難救助金

黃 O O 105.04.07 20,000 捐助急難救助金

張桂花 105.08.25 200,000 急難救助暨老人用餐使用

18度C巧克力工房

茆晉詳董事長
105.09.22 300,000

捐助國姓鄉105年度老人

集中用餐服務

沈O馨 105.10.21 5,000 捐助喪葬費用

朱   屏 105.11.30 100,000 急難慰問金、老人用餐

周文三 106.03.02 262,000 低收入戶慰問金

隆春企業

李信和董事長
106.03.15 20,000 急難弱勢戶喪葬救助

林信吉先生 106.03.16 30,000 急難家庭喪葬棺木救助金

沈秋馨 106.03.28 5,000 捐助喪葬費用

公益勸募-捐款



捐款人 捐款日期 捐款金額(元) 用途

巫皇村、沈秋馨、

巫依宸、林采潔、

陳沈秋梅

106.07.10 10,000 捐助喪葬費用

茆師父洋果子工房

有限公司
106.08.24 300,000

捐助國姓鄉106年度老人

集中用餐服務
張桂花  106.09.26 200,000 急難救助暨老人用餐使用
朱    屏  106.09.26 100,000 急難救助暨老人用餐使用

救國團國姓團委會 106.11.28 8,500 急難救助

楊瑞寬 106.12.26 1,100 急難救助

沈秋馨、巫皇村、

巫依宸、巫品鋐、

林采潔

107.02.02 5,000
捐棺費用、弱勢家庭喪葬

補助

周文三 107.02.07 660,000
低收入戶慰問金及急難救

助金
歐福田 107.05.03 200,000 急難救助暨老人用餐使用

沈秋馨、巫皇村、

巫依宸、巫品鋐、

林采潔

107.06.11 10,000 捐助喪葬費用

沈群雄 107.06.11 2,000 捐助喪葬費用

沈秋馨、巫皇村、

巫依宸、巫品鋐、

林采潔

107.08.16 5,000
捐助低收入戶喪葬補助或

捐棺款項

沈群雄 107.08.16 1,000
捐助低收入戶喪葬補助或

捐棺款項

陳聰文 107.09.03 2,000 捐助老人集中用餐服務

陳玉蘭 107.09.03 6,000 捐助老人集中用餐服務

張桂花 107.09.05 200,000
捐助老人集中用餐服務及

急難救助款

陳燦輝 107.11.14 2,000 弱勢喪葬急難慰助金

蔡瀝葦 107.12.11 100,000 捐助老人集中用餐服務

育達文教基金會

江達隆董事長
108.01.01 500,000

捐助國姓鄉108年度老人

集中用餐服務

大慈禪寺 108.01.14 100,000 捐贈急難救助金

王瓊惠 108.01.14 50,000 捐助老人集中用餐服務

陳翠華 108.01.14 50,000 捐助老人集中用餐服務

沈秋馨、巫皇村、

巫依宸、巫品鋐、

林采潔

108.02.21 5,000
捐助低收入戶喪葬補助或

捐棺款項

沈群雄 108.02.21 1,000
捐助低收入戶喪葬補助或

捐棺款項



捐款人 捐款日期 捐款金額(元) 用途

陳玉蘭 108.02.21 10,000 捐助於老人用餐補助

陳聰文 108.02.21 2,000 捐助於老人用餐補助

巫皇村、沈秋馨 108.07.19 2,000
捐助低收入戶喪葬補助或

捐棺款項

沈秋馨、巫皇村、

巫依宸、巫品鋐、

林采潔

108.07.19 5,000
捐助低收入戶喪葬補助或

捐棺款項

沈群雄 108.07.19 1,000
捐助低收入戶喪葬補助或

捐棺款項
沈秋馨、巫皇村、

巫依宸、巫品鋐、

林采潔

108.08.05 5,000
捐助低收入戶喪葬補助或

捐棺款項

沈群雄 108.08.05 1,000
捐助低收入戶喪葬補助或

捐棺款項

張桂花 108.10.07 200,000 捐助老人用餐

王瓊惠 108.11.29 50,000 捐助老人用餐

陳翠華 108.11.29 捐助老人用餐

大慈禪寺 109.01.04 100,000 捐助急難救助金

育達文教基金會 109.01.14 500,000 捐助老人用餐

周文三 109.01.13 658,000
捐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

戶春節慰問金

慈星師父 109.02.18 240,000 捐助老人用餐

陳玉蘭 109.03.18 10,000 捐助老人用餐

陳聰文 109.03.18 2,000 捐助老人用餐

蔡侑霓 109.04.07 10,000 捐助老人用餐

長庚加油站實業有

限公司、

惠生婦產小兒科診

109.04.17 10,000 捐助棺木善款

沈秋馨、巫皇村、

巫依宸、巫品鋐、

林采潔

109.05.26 5,000
捐助低收入戶喪葬補助或

捐棺款項

沈群雄 109.05.26 1,000
捐助低收入戶喪葬補助或

捐棺款項
大楓腳福德關懷協 109.07.10 20,000 捐助兒童少年善款

張國澧 109.09.14 20,000 捐棺(安葬)急難慰助金

沈秋馨、巫皇村、

巫依宸、巫品鋐、

林采潔、林紫婕

109.10.15 6,000 捐助弱勢棺木善款

陳翠華 109.11.18 80,000 捐助老人共餐



捐款人 捐款日期 捐款金額(元) 用途

王瓊惠 109.11.18 20,000 捐助老人共餐

三重興協宮聖光普

濟功德會(汪雅

康、林家叡、林廷

懌、李笛榛)

109.11.19 234,000
捐助低收入戶慰問金及急

難救助金

沈秋馨、巫皇村、

巫依宸、巫品鋐、

林采潔、林紫婕

109.12.13 6,000 捐助弱勢喪葬補助

王德勝 109.12.22 300 捐助低收入戶棺木善款

大慈禪寺 110.01.04 100,000 急難救助金

陳玟岑 110.01.11 2,000 弱勢族群喪葬補助

財團法人彰化縣育

達系列文教基金會
110.01.15 500,000

捐助老人集中用餐加值服

務計畫

鄭詠全 110.01.15 2,000 捐助急難救助金

周文三 110.01.27 678,000
捐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

戶春節慰問金

台灣寶頂僧伽會 110.01.28 100,000
捐助老人集中用餐加值服

務計畫

王德勝 110.01.29 2,000 捐助棺木善款

沈秋馨、巫皇村、

巫依宸、巫品鋐、

林采潔、林紫婕

110.02.22 6,000 捐助弱勢喪葬補助

林坤言 110.06.22 300,000 捐助急難救助金

林采潔、林紫潔、

巫皇村、沈秋馨、

巫依宸、巫品鋐

110.07.08 6,000
捐助棺木或低收入戶喪葬

補助

巫品鋐 110.11.12 2,000
捐助棺木或低收入戶喪葬

補助

大慈禪寺 111.01.03 100,000 捐助急難救助金

周文三 111.01.13 634,000
捐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

戶春節慰問金

巫品鋐 111.01.14 6,000
捐助棺木或低收入戶喪葬

補助
財團法人彰化縣育

達系列文教基金會
111.01.11 100,000

捐助老人集中用餐加值服

務計畫

粘惠姿 111.01.11 100,000
捐助老人集中用餐加值服

務計畫

江佳珊 111.01.11 50,000
捐助老人集中用餐加值服

務計畫



捐款人 捐款日期 捐款金額(元) 用途

江佳玫 111.01.11 50,000
捐助老人集中用餐加值服

務計畫

郭文宗 111.01.11 50,000
捐助老人集中用餐加值服

務計畫

陳瓊美 111.01.11 100,000
捐助老人集中用餐加值服

務計畫

 蔡侑霓 111.02.21 20,000
捐助老人集中用餐加值服

務計畫

巫品鋐 111.03.21 1,000
捐助棺木或低收入戶喪葬

補助
林坤言 111.06.06 300,000 捐助急難救助金

巫品鋐 111.06.17 6,000
捐助棺木或低收入戶喪葬

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