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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若竹兒教育基金會第七屆董事會芳名錄☆
（2017.01.01～2019.12.31）☆★☆ 

☆★☆   本會董事均為義務職   ☆★☆ 

職     稱 姓     名 備     註 

榮 譽 董 事 長 林 心 笛 常景有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榮 譽 董 事 長 楊 正 鈴 
恆青機電有限公司顧問、若竹兒教育基金會第四、五屆副
董事長 

董 事 長 賴 嬿 伃 阿里山凰聖製茶廠董事長   嘉義世明慈惠堂副主委 

副 董 事 長 余 能 扶 恆青機電有限公司董事 

常 務 董 事 王 家 麟 真善渼診所-院長、前台灣精神科醫療診所協會理事長 

常 務 董 事 林 建 祥 冠賢機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常 務 董 事 蘇 銘 宏 吳鳳科技大學校長 

常 務 董 事 李 錫 津 
前嘉義市副市長、前台北市立建國中學校長、前台北市政
府教育局長 

常 務 董 事 蔡 英 仁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校長 

董 事 林 世 旺 嘉義縣太保國中輔導主任 

董 事 黃 淵 泰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教務主任 

董 事 羅 國 銘 貝捷工業(股)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 事 黃 國 益 前若竹兒教育基金會執行長、海軍備役上校 

董 事 廖 林 秀 桂 前雲林縣斗南國小校長 

董 事 陳 建 銘 摩哦的店董事長 

董 事 周 憲 政 尚磔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 事 薛 人 傑 嘉義市博愛善心會榮譽理事長、凰聖製茶廠副總經理 

董 事 劉 建 興 嘉義市興華中學副校長 

董 事 黃 美 華 國華鐘錶行負責人 

董 事 許 宏 宸 長庚技術學院總務主任 

董 事 彭 育 德 德銘茶莊董事長 

董 事 林 峻 慶 德橋保險經紀人事務所負責人 

執 行 董 事 林 朋 輝 晉泓機電有限公司董事長 
榮 譽 董 事 王 景 祥 空軍備役上校 

榮 譽 董 事 吳 家 德 迷客夏國際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任董事長特助 

法 律 顧 問 羅振宏律師 義務職 

法 律 顧 問 呂維凱律師 義務職 
 

☆財團法人若竹兒教育基金會第七屆顧問芳名錄☆ 
募集中 

 
 
附屬機構:財團法人若竹兒教育基金會附設嘉義縣私立若竹兒智能發展中心 

服務對象：嘉義縣市 15歲以上至 45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智能障礙及智能
障礙合併其他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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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嘉義國際超半程 啤酒馬拉松 

 
 
 

 
 

 

 

 

 

 

 

                  2019 年 06 月 09 日 NOWnews 陳惲朋／嘉市報導 

為低迷的景氣衝人氣，藉國際馬拉松運動競技提昇運動經濟，嘉義市
體育運動總會、信吉衛星電視台及樂億皇家渡假酒店等單位，「2019

嘉義國際超半程啤酒馬拉松｣今(9)日早上開跑，嘉義出身的現任監察

院長張博雅、嘉義縣長翁章梁、嘉義市長黃敏惠等人到場為選手們加
油打氣。 

端午連假的最後一天，嘉義縣、市聯合舉辦一場國際的超半馬+啤酒的

馬拉松賽，吸引來自香港、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及台灣在
地超過 6000 名以上的運動愛好者，一起共襄盛舉；參賽者或以海尼根

造型，或裝扮成濟公師父、天使等盛妝參賽，把賽事的會場點綴得特

別生動。 

不管是 25K的超半馬組、10K 的迷你馬組，或 5K 的小小馬組、健走組，

都能邊跑、邊走就能一邊欣賞到嘉義縣、市純樸的美麗風光，還能享

受美食、啤酒；而且路線平穩、好跑，主辦單位也發揮愛心的要將本
次公益馬拉松賽事，扣除園遊券等基本開銷後，全數捐給嘉義縣若竹

兒教育基金會，讓路跑運動，不止能帶動運動經濟，也能同時做公益、

獻愛心。 
翁章梁表示，今天的馬拉松賽，不僅沿途能欣賞到嘉義獨特的農田、

文化、社區及庄頭廟寺等鄉村風景，而且公益園遊券將會捐給嘉義縣

若竹兒教育基金會，大家跑馬拉松還能做公益。 
黃敏惠指出，有今天大家來參加馬拉松賽，相信有人是來運動健康，

有人是來突破個人紀錄，已經為嘉義縣市帶來許多人潮，未來透過縣、

市合作一起拚運動經濟，帶動觀光與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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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搖飲業者攜手若竹兒包場觀賞「出發」 
陳彥博籲家長支持孩子逐夢 

   
   
   
        
 
 
 
 
 
 

 

2019年 06月 24日自由時報 王善嬿／嘉市報導 

〔記者王善嬿／嘉市報導〕紀錄片「出發」拍攝極地超級馬拉松好手

陳彥博在雪地、沙漠挑戰過程，上映以來佳評如潮，手搖飲業者迷客

夏今晚 7 點在嘉義秀泰影城包場放映，邀請若竹兒教育基金會附設若

竹兒智能發展中心約 100 人觀影，迷客夏副總經理吳家德、若竹兒董

事長賴嬿伃、嘉義市社會處長林家緯均出席與會，陳彥博今晚也出席

映後座談會，他以自身經驗呼籲家長，稱讚、支持孩子勇敢逐夢。 

今天有觀眾提問，參加中國戈壁沙漠 250 公里極地超馬賽時，他

為什麼沒有放棄？陳彥博說，因為擔心只要放棄，之後就很難堅持，

所以休息一陣子後，他仍完成比賽，且抵達終點時，他也跟首次出國

看他比賽的父母抱歉、沒能拿到冠軍，爸爸卻鼓勵他說，能完成比賽

已經很以他為榮。 

陳彥博分享 10多年來運動員生涯甘苦，他說夢想就是讓人不顧

一切，而且看到原本不愛運動的爸媽，現在會去操場走路、參加 5 公

里路跑，有了改變，讓他很開心，他勉勵觀眾勇敢挑戰自己會恐懼的

事情，他也分享希望跟父母說的話，就是不用留給他任何東西，只要

支持他、看著他做喜歡的事情以及完成夢想，以此呼籲家長支持孩子

逐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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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會議（基金會） 
＊第七屆第十次董事會 108.4.28 

◎工作會議（中心）教學會議、行政會議  ＊108- 4/15、 5/21、6/20 
◎多元就業計畫督導-邱柏升    ＊4/15、5/14、6/12 

◎外賓＆參訪              
⊙4/17玉山扶輪社參訪                                                                                                                                                                                                                                                                                                                                                                                      

⊙5/9 東營市紅十字會參訪 

⊙5/9 嘉義酒廠-王主任 

⊙5/10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學生參訪 

⊙5/20 嘉義縣社會局—聯合稽查 

⊙5/23 嘉義縣社會局-鄭美玲科長＆同仁 

⊙6/3 聖公會基督堂-蔡靜儀牧師 

⊙6/14 嘉義縣消防局人員-例行查核 

⊙6/24 嘉義慈協理事長-周信成 

⊙6/26 傳善獎訪視 

◎義賣  
△每個月第二個星期二  光泉牧場(股)公司義賣〈民雄工業區〉  

△4/2嘉義市土地銀行義賣       △6/28 秀林國小跳蚤市場-義賣活動 

△4/12蘭潭國中義賣 

活動 
⊙4/10 吳鳳科技大學-急救社 

⊙4/12 麥當勞軍輝店-關懷活動 

⊙4/25、6/9路跑活動記者會 

⊙4/28 合德慈善會關懷活動 

⊙5/7  108年度健康檢查 

⊙5/15 金薌蔥油餅關懷活動 

⊙5/16 嘉義市明星之星歌藝協會關懷活動 

⊙5/26 高雄新港里慈濟堂關懷活動 

⊙5/27新北市澤芳同濟會關懷活動 

⊙5/28、6/4、6/6 服務對象牙齒健檢 

⊙6/3 新北市松蓮慈善會 

⊙6/8  2019嘉義國際啤酒超半程馬拉松 

選手之夜 

⊙6/9 (2019嘉義國際啤酒超半程馬拉松)  

⊙6/30-7/1 自強活動  

◎人才培訓                                               
⊙4/12、4/19、4/26、5/9、5/29    

108年度嘉義縣身心障礙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4/19 推動食品業者保存產品來源文件輔

導計畫 

⊙4/22 第一次災害協力團隊業務聯繫會報

暨第一次災害業務聯繫會報 

⊙5/3  108年度勞動基準法令研習會 

⊙5/14  衛生福利部薪資操作系統 

⊙5/15  108年水利防災警戒訊息應用暨技

術推廣教育訓練 

⊙5/31 慈善聯合協會會員大會 

⊙6/13  108年度嘉義縣災害防救深耕嘉

義縣各村里長村里幹事救災教育訓練 

⊙6/14  108年嘉義縣社會福利機構災害

緊急應變示範觀摩聯合演練 

⊙6/19  108年度嘉義縣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 執行任性社區（社區災害環境診斷

與盤點防救災能量） 

 
 

 

 工 作 報 報 108 年 04 月～108 年 06 月 

 

http://maggy.syups.tp.edu.tw/07%A5%AD%AD%B1%B4%A1%B9%CF/01%A4p%B9%CF/07%B4%D3%AA%AB%A4%F4%AAG/01%AA%E1%A5c/04%C6{%AA%F7%AD%BB/36
http://maggy.syups.tp.edu.tw/07%A5%AD%AD%B1%B4%A1%B9%CF/01%A4p%B9%CF/07%B4%D3%AA%AB%A4%F4%AAG/01%AA%E1%A5c/04%C6{%AA%F7%AD%BB/36


 6 

財團法人若竹兒教育基金會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單筆捐款           元□每月定期捐款        元  □每季定期捐款        

元□每半年定期捐款        元□每年定期捐款        元 

捐款期間：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卡號

銀行 
    －      －     －     （共 16碼）                銀行 

信用卡效期 西元 □□月□□年（依卡片格式填）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捐款收據基本資料 

收據抬頭  
身份證字
號或公司

統編 

 

收據寄

發方式 
□每次寄發□每年度統一寄發 

電子 

信箱 

 

收據寄

發地址 
 

  

聯絡 

電話 

電話：            

手機： 

季刊 

寄送 

□是□否 願意收到季刊   

□電子季刊 

備註  

□我同意將捐款資料上傳國稅局(個人報稅用) 
我願意用信用卡響應若竹兒愛心捐款活動!： 
請於上列授權書中填妥您的資料，傳真至 05-2212083 或郵寄回本中心我們將儘速為您辦理，
若有任何問題請電 05-2209987 賴小姐 洽詢。 
  
 

～歡迎大家下載觀看並分享～ 
◎若竹兒簡介連結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0C4jxcAMg4 

◎TVBS 一步一腳印，發現新台灣〈若竹兒林爸爸的養兒 30 年人生功課〉故事 

http://youtu.be/Im64OHCAzy4 

◎【台灣真善美】不悔領養多重障礙兒 林朋輝化小愛為大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D4aTbgF_O8 

◎【小人物大英雄】我和我的 30個孩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nn3SG_ZpGM 

◎平民英雄榜 

https://www.facebook.com/1739870669573656/videos/5613773076194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0C4jxcAMg4
http://youtu.be/Im64OHCAzy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D4aTbgF_O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nn3SG_Zp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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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若竹兒教育基金會暨若竹兒智能發展中心 

愛心捐款明細 108 年 3 月～108 年 5 月 

發  票  中  獎 
200元陳伯渝、萊爾富                   400元恆青機電有限公司、善心人士         
600元吳美緣、蘇瓊慧、電子發票         1800元善心人士                

每  月  固  定  捐  款 
100元呂振興、陳美真、呂京錞、呂京樺、
黃子瑜、黃世錡、黃美頵、蔡聰寶、蔡中信、
蔡宗宏、蔡宜靜、蔡凱薔、黃天意、黃瑞萍、
趙泓翔、薛翠婷、李竑越、李季芹、陳寶如、
黃盟仁、黃詩媄、陳財源、黃麗娟、吳珮璇、
吳宗融、張鎧璽、黃豒柔、張博彥、張庭軒、
張毓麟、李玉如、賴儀濃、賴淑貞、鍾明峰、
陳璦菱、鍾佩宸、鍾佳娟、賴正鴻、賴信文、
曾佩瑛、黃靖惠、蔡王順枝、黃蔡招治、陳
龔淑容何采慧、劉錦樹、陳錦勳、魏豪均、
廖婉竹、廖婉妮、李逢時、蔡碧霞、游金來、
林彩金、曹榮方、蔡麗純、許志郎、李正彥、
陳冠銓、蔡承哲、廖敏君、張婷雅、張喬涵、
許延呈、簡明鋐、林佩錦、林易翰、林易叡、
林珈伃、李永裕、李宇庭、李芷郁、李芷昀、
李芷渝、黃文賢、陳玉琴、黃怡婷、黃欣瑜、
黃柔軒、唐韻茹、林杰民、林千卉、林榮顯、
林軒緯、唐伃慧、潘貴妹、唐賢明、唐聖凱、
許喬筑、鄭惠英、陳炳成、陳建宏、程淑芬、
陳柏維、陳琮霖、程婕萓、黃茂川、曾家臻、
黃秭榕、李正乾、林怡婷、黃陳知里、黃呂
阿秀、蔡榆涵、陳盈良、陳兆、彭堃卓、吳
玉泰、李永豐、郭雅慧、李仁鈞、李宜蓁、
廖富達、廖慧玲、陳賽、廖昱城、廖秀松、
廖富加、岳桃梅、葉家均、葉家妤、葉祐睿、
曾群中 
150元羅國銘、施月琴、羅宇捷、羅芝昀、 
羅耿龍、鍾鳳櫻、羅佳欣、羅心妮、楊曉春
200元劉說花、林宗輝、徐韻如、黃悅竺、
許庭鳳、閻再奮、陳孟昭、黃若昀、陳素嬌、
游雅蘭、蔡易儒、余雅婷、呂姹妹、林黃碧
貴、謝俊勝、黃秋燕、呂志偉、吳培如、邱
珮慈、邱詠晴、陳世期、王妃暄、蘇純櫻、
黃姝瑜、許哲瑋、許庭鳳劉瓊蓮、李家萍、
曹太和&劉秀桃、鄭錦洲、魏宏霖 
魏輔駒、陳羽婷、莊有志、蔡易儒、葉永
燦、李姿潣、葉凌僑、唐琪媛、曾選、葉
凌伊、馮群哲、馮鈺雅、馮鈺皓、林志疆、
葉庭亦、林俊錡、趙于婷、李毓慈、許凱
彥、劉佳怡、潘美娟、蔡佳妤、楊涵羽、
陳淑女、徐韻如、許金安、許哲瑋、許家
萍、王君翔、許惠婷、蘇洪石鎮 
250元陳俊育、加菲國際有限公司、林美芳 
300 元劉秀枝、李珮縈、邱素娟、蕭珍婷、
廖尤利、賴偉仁、賴偉鵬、許文誠 

300元江宜澄、王愷伶、歐姿蘭、朱美玲、
曾圓媛、張書桓、張瓊尹、陳念怡、黃冠嘉、
劉秀枝、林惠菁、蘇麗尹、夏全宗、李楷義、
蔡文賓、林俊宏&典鋼&聖傑、林正雄&林廖
月娥、林美枝、許熒芮、沈佳陵、林育竹、
李楷義、汪友祥、沈佳陵、劉佳怡、洪美華、
李常華、廖才逸、黃詺琇、林易瑱、陳靜蕙、
鄧語媃＆鄧亦玹、林育竹、羅文威、林欣慧、
游曜鴻、林陳柏、郭思彤、周建瑋、天良寺、
張阿梅、張素惠、呂孟桓、善心人士-11236、
44600 
350元善心人士-41716  
400元林侑潔、葉育政 
500元張東源、楊貺閎、廖碧霞、潘國洲、
陳彥妤、林永祥、陳素貞、陳紀凱、梁喻惠、
黃超林、劉坤讓、田淑靜、蕭世良、陳丹、
友利企業社、李健圓、林春媛、林桂滿、龍
其立、陳志華、陳彩珠、廖年進、鍾叔娟、
顏阿英、游世平、許秋萍、林世雄、黃湙琁、
展煜雷射股份有限公司、尤天厚、李春桂、
陳明美、許慧娟、陳佳勳、邱正萍、鄭鈞元、
謝木燦、許世樺、楊貺閎、楊顯凡、楊顯俊、
王純然、薛守助、曾志華、張思盈、高美華、
陳妍妍、陳賴英子、陳婷榆、陳祥志、陳佩
玲、陳彥均、陳羿賢、陳佩玲、陳伶瑜、陳
芳婷、徐睿騰、李佳容、方孟淳＆方孟淇、
古宏山、徐語彤、黃玉環、丘志仁&張美麗&
丘易潔&丘子誼&丘張毅&劉芯羽、黃裕中＆
劉耀婷、黃欣姵、曾志華、范家瑋、吳豐邑、
吳姿蓉、吳尚謙、王宏隆、陳彩珠、林秉宏
&鄧姝嫻、陳春米、吳彩綸、蔡靈慧、蔡立
偉、孫茄綾、顏佳穎、秦家雲、吳瑀倢、吳
瑞娥、唐朝宥、許珍萍、陳瑾瑜、彭士彥、
彭士源、彭李貴妹、彭姝涵、彭苡軒、彭苡
甯、彭宸璿、彭榮進、黃玉環、黃惠琳、黃
馨慧、黃欣姵、王素梅、何淑華、詹芸芳、
許巧芬、張淑娟、賴重德&賴廣鴻&吳玉連&
賴廣駿、盧燕妮、蘇士杰、陳彩珠、唐朝宥、
黃尹貞、劉善緣、廖秀屘、廖年進、鄭恆毅、
趙育秀、顏阿英、葉寶玉、陳玫如、馥盒子
早午餐、陳登和、王玟樺、吳晨辰、扶春華、
李紘宇、林渼嘉&林潔萱、張金銘、張勝義、
黃欣姵、萬有企業社、鍾碧儀、周文惠、江
維新、善心人士-22274、9362 
600元一派胡鹽臭豆腐嘉樂店、劉建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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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元崴翔工藝科技有限公司、昱辰展業有
限公司、陳善郁、林晉瑋、林聰明、胡聖
祥&胡家暉&黃宣瑜、何秋枝&陳溪圳、善心
人士-52257、劉秀枝、陳美情、黃金格、
陳怡真、楊淑華、吳雅玲、林晉瑋、林聰
明、張錫榮、何鈺美 
700元林宜樟、紜采髮藝造型工作室     
750元張碧蓮 
800元邱釋慧、薛守助、林瑞卿 
1000元林武松&林玉春、葉大瑋、陳俊兆、
謝惠蘭、童淑真、劉丞斌、凃玉玫、江淑惠、
戴鋐濬、陳美如、蔡秀珠、楊玉如、林佳慧、
劉行健、林慶恆、童李月嬌、力穎國際貿易、
潘淑芳、鄭正祥、林凱貞、王榆憲、楊巧菲
蔡依鎂、謝昕翰、陳俐穎、楊怡盈、陳芯筠、
楊東學、劉慧甄、陳明堂&陳薏婷&陳駿豪&
陳又瑄、李國安、蔡宏彬、陳淑貞、徐瑞蓮、
李聰吉、李家賓、李定翰、邱達文、陳錦勳、
李欽銘、徐玲、游靖華、許婉庭、陳俊兆、
賴真華、柯泰隆、孫和慶、孫晨皓、程汶慈、
黃大仙、潘淑芳、鄭正祥、鄺安寧、許淑燕、
曾翠玉、魏妙珍、林秀珍、丁燦輝、呂尚恩、
李秀琴、李建緯、李依珊、林和足、許梨煌、
陳麗雅、陳鋆坪、王正杰、康博琪、普捷資
訊、莊淑娟、 

1000元潘淑芳、曾秀容、吳碧、鄭麗雲 
1010元廖麗如   1200元楊美琴 
1500元李卉蓁 
1800元許凌溪＆許智媛＆李孟成 
2000元李肇倫、徐惠珊&戴銘宏、簡誠宏、
廖詠宸、張鳳芝、李聰義、王憲程、陳友君、
邱威凱、侯秋粉、馬林耳少香、鈺軒寶石藝
品店、林素娟、張雅惠、裴永傑、詹碩仁、
唐譽庭＆胡秉倫＆唐達興、莊雅鳳、曾錦城、
益杰企業社、李聰義、葉盈德、賴碧玉、善
心人士-24171、64321 
2500元賴碧玉 
3000元鍾曉惠、郭村勇、盧柄睿、盧科銘、
邱銀卿、朱智官、林章聖、楊嘉弘、林淑娟、
邱淑珍、帝盛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李建樺、
紫竹寺、台灣宏利股份有限公司 
5000元蔡高濱、李金德、李奇庭、李娟玲、 
采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黃惠琳、林淑娟、
陳筠喬、雲巖科技（股）公司、三可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張山林、蕭宇翔                                      
6000元楊德玄   8000元蔡朝進 
10000 元新文欽五金企業(股)公司、黃麗
華、啓尚企業有限公司、江素華 
20000元劉淑娟 
30000元王美芬 

一   般   捐   款                                                                                                                                                                                                                 
100 元王美銀、何淑文、林圳良、林佩錦、
張碧娥、曾群中、黃心怡、黃郁雯、黃徐梅、
黃逢榮、劉昱汝、蔡韶恩 
130元曾炎豊 
150元善心人士      186元鄭明生 
200元呂王素治、呂秀雄 、呂瑞雲、李欣昱、
周加晉、岩秋岑、林圳良、威敘有限公司、
修暐澤&修銘鴻、修源毓&邱秀美、傅金龍、
劉佳怡、蔣雪雲、賴瑞芬、簡君霖、蘇洪石
鎮、陳怡君 、張振介 
300 元永全汽車材料行、吳晨辰、呂豪笙、
李宗育、李品萱、李偉彰&李毓慈、李楷義、
施柏榕、張阿梅、張秋文、謝柏宏、簡于晴、
簡君霖、簡崇鵬、蘇洪石鎮、善心人士、林
曉芳、林俊宏、林俊宏&賴美谷 
400元林俊宏&賴祈融、林稷淇、曾志華、黃
正坤&鄭秀桂&黃心玫&張承祥、賴麗禎 
484元善心人士-愛心商店 
500 元文成茶倉、日興針車行、何貞儀、余
富原、吳尚謙、吳春菊、吳婉君、吳豐邑、
沈佳陵、李佩文、李欣學、馬葉桂英、李家
成、李睿庭、林昆麟、林俊宏、林美足、林
浚瑩、林國聚、邱筱筑、洪偉程、紀秀宜、
唐國鑫 、孫寀城、孫樂宇、高玉勤、張添讚
&張兆賢、張睿騰、許文昌、郭惠珍、陳成裕 
、陳妍妍、陳佳琪、陳季溱、陳宜謙、陳保
貴、陳姿勻、陳宥慈、陳彥均、陳祥志 

500 元陳慧櫻、善心人士-22274、黃郁涵、
楊采融、葉文成、董俊昇、劉奎宏、劉經華、
劉蘭芳、鄭亘妤、鄭博丞、鄭耀羣、蕭盛全、
賴楹蓁、鍾碧儀、鍾碧儀、鐘芳品、李銘心、
魏鴻宇、江維新、范家瑋 
590元許季馨 
600 元李佩文、陳深淵、陳靖雅、葉竣生、
劉秀枝、蕭劉銳、林俊宏&典鋼&聖傑、林俊
宏&賴美谷&祈融 
636元東榮精緻早午餐店   
658元張振介 
700元林俊宏&賴祈融 
800元姜世祥、張瑩驊、林芷葳、賴美谷&賴
祈融 
900元吳心婷 
1000元巫惠如、丁奕翔、王春金、王景鶴、
八柴洋食、王碧華、王應東、玉欶開正堂天
上聖母、江文成、江松賓、竹林獅子會、何
宗良、吳世文、吳旻羲、吳姿蓉、吳愉惠、
吳碧、吳寶香、呂尚恩、李卉蓁、李明華、
李盈瑩、阮玳霓、佳鑫環保有限公司、東營
市紅十字會、林永祥、林和足、林金蘭、林
政宏、林彩虹、林淑華、林豊娟、林劉秀梅、
邱志強、邱佾萱、邱婉莉、邱婉婷、邱証傑、
侯宇軒、柯俊生、柯登耀、洪博獻、洪慧燕、
孫肇績、徐語彤、高郁晨、張文雄、張碧珠、
許景證、郭秋明、陳永、陳貝怡、陳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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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元陳芯筠、陳俐蓉&廖筱櫻、陳俐蓉&廖
筱櫻、陳威升&陳威廷、陳秋遠&林鈺清、陳
美宏、陳美姿、陳美娥、陳音東、陳淑堂、
陳圍棋、陳慧寧、傅樹林&傅劉滿、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01514、善心人士-16616、善心人
士-321943、善心人士-71570、富邦人壽-富
尊通訊處、彭棠熙、曾婉蓁、游祥清、賀振
昌、黃孟珠、黃美智、黃惠貞、黃錦美、楊
介良、楊婉柔、楊詩雅、楊麗華、葉安東、
賈林惜、廖玉青、廖智晨、廖麗如、蔡天鈞、
蔡銘仁、鄭又誠、鄭玉玲、鄭佑琮、鄭碧雲&
陸翰威、鄭麗雲、盧竑佑、蕭水錦、蕭羽鈞、
蕭陳美秀、蕭榮原、謝博祐、藍子懿、羅玉
雲、蘇永坤、蕭羽鈞 
1200 元王美娟、何采慧、林祐年、林清文&
王金靜&林玟君&林坤賢、林聰明、張庭瑜 
1274元大溪厝.大安宮.阿桃收驚 
1300元林侑潔 
1500元何素慧、鄺安寧、陳朱秀枝、黃立華、
鄭庭蓁&鄭皓文&余承珮、謝雅婷 
1800元許凌溪&許智媛&李孟威、邱美芳、善
心人士 
2000元三瑞氣動工具有限公司、王文正、王
麗娟、安迪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李文瀞、
周宇恬、林娟慧、林珮如、林素樺、邱淑珍、
金淼、柔珮詩髮廊 沈毓娟 小姐、徐玉珍、
徐東海、徐國雄、徐鄭鳳美、栮苳之家、張
志豪、張庭輔、張熊秀梅、曹美環、莊錦貴、
郭建智、郭彩秀、陳柏年、陳柏佑、陳郁汝、
陳偉秉、陳淑琴、陳慶福、陳瀛儀、傅金龍&
傅樹林、富雅貿易有限公司、集綸有限公司、
黃邱裕、黃馨慧、慈惠前會長吳鴻蘭獅友、
楊美華、廖秀鈴、劉桂珍、蔡欣怡、蔡莊錦
貴、盧彥廷、盧清香、蕭達銘闔家、賴陳江
腰、戴德蘭、謝博祐、羅鳳球、蘇金葉、鷺
江獅子會、黃苑華 
3000元蕭彩惠、、天上五媽、吳明霖、林家
神、邱瓊如、侯佰宏、勁昇企業社、洪光熙&
陳靜珠、莊永坤、楊莉莉、楊凱翔、道濟功
德會、嘉義市龍虎慈善功德會、鄭文瑞、戴
淑琳、謝美珠、呂明珊、善心人士-15388、
善心人士-20635、善心人士-99800、張香蘭                                          

3000元、黃子騰、陳明堂&駿豪&薏婷&又瑄 
3300元郭嘉棟 
3600元新北市愛傳承關懷協會 
4000元阮義田&阮黃金鳳 
4212元新富山公益彩券  4600元謝佩芬 
5000元江炳桔、江素華、吳振賢、李木傳、
李坤、東立機電顧問有限公司、林幼、林瑩
郁、洪珠美獅友、袁明義、袁慶杭獅友、張
幼鳳獅友、張哲墉、第一分區主席羅文傑獅
友、第二分區主席高宇琦獅友、善心人士
-57160、曾清政、黃呈煜、黃琡雅彩繪班、
榮鈺獅子會創會會長鄒素梅獅友、劉美葉、
蔡瑞逢獅友、簡炳煌、簡榮誠 
5327元新富山公益彩券  5500元善心人士 
5933元蚵庄海產餐廳 
6000元木林森企業社、甲乙織造股份有限公
司、阿傻一族、胡淑惠、陳榮龍、黃錦屏、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6100元柳佳佑         7000元陳梅 
7750元陳雯琬         8000元黃金朝 
8011元善心人士       9300元曾華誠 
10000 元 2018-2019 年度總監李盛季獅友、
宋思權、社團法人高雄市合德慈善會、長白
山獅子會會長金華宗獅友、徐守敬、財團法
人中國家庭計畫協會、康寧獅子會會長陳鍊
成獅友、第一專區主席林玉環獅友、許火盛、
郭淑蕙、麥承偉、善心人士-13964、登全企
業有限公司、廖福振、蔡燿州、蔣光騰獅友、
蘇文玉獅友 
12000元林淑娟  12404元善心人士-11236 
15000元台北市儷緻獅子會 
18000元澤芳同濟會 
20000 元簡戴阿續、王家麟、申惠芬、巫信
輝、蕭善夫、賴淑芬、玉山空調有限公司、
翰億現代美術有限公司 
30000元嘉義市玉山扶輪社、藍國桓 
32800元謝孟德  33000元天龍慈善會 
41170元隱龍寺禪師會 
80000元祥和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元林來富、祁明仁 
300000元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 

☆感謝大家不吝於對若竹兒的付出愛心，每一筆捐贈與捐物我們都會善加珍惜與利用，

每一筆捐物與捐贈都會開立收據（不管您開與不開—不開抬頭均為善心人士），如果有

漏開或沒有收到收據請您務必告知，或是收據遺失均可為您補寄。 

☆每三個月捐款芳名錄公佈於「若竹兒教育基金會季刊」及官網公開徵信。 
☆☆捐款收據可報稅 

☆☆☆各界善心人士的愛心，若您願意繼續捐款，捐款資訊如下： 

戶名：財團法人若竹兒教育基金會  郵  政  劃 撥：帳號：31403791    
ATM、臨櫃匯款：銀行代號：050    分行別：6812  匯款帳號：681-62-82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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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募集》歡迎您的發票隨手捐，簡單的心、容易的事，共同累積愛的能量 
★捐贈電子發票： 
【結帳時出示捐贈條碼或口述捐贈碼 064063】→【店家掃描條碼】→【完成電子發票

捐贈】 
★紙本發票： 
A.紙本發票，歡迎彙整後郵寄至「62148 嘉義縣 
民雄郷大崎村大丘園 18-23 號 財團法人若竹兒教育基金會收」 

 B. 親至「若竹兒愛心商店」內設置之發票勸募箱，地址： 嘉義市成功街 53 號 

財團法人若竹兒教育基金會 愛心捐物明細 108年 04 月～06 月 

發  票  捐  贈 
＊陳伯渝 95張＊蘭潭國中 11張＊侯雪卿 187張＊良穎板金有限公司 54張 
＊曾禈英 212張＊蔡梓綺 129張＊威盛加油站 126張 ＊恆青機電 121 張 
＊善心人士 138張＊親親超市 184張＊蘇瓊慧 57張 

資  源  回  收 
＊固定每週資源回收：宋思權診所、真善渼診所  ＊固定二個月資源回收:謝榮水先生 
◎二手衣物、物品 
＊許涼桂 34.5公斤  ＊王怡君 11.3公斤  ＊蔡佩君 6公斤  ＊郭小姐 7.2  ＊黃郁婷 
11公斤  ＊林稷淇 4.6公斤  ＊黃亞靜 8.8公斤  ＊王逸珊 9.5公斤   ＊賴冠岑 10.5
公斤  ＊鄭文凌 5.7公斤   陳昱盈 1.7公斤   ＊張琇如 6.1公斤   ＊陳雅雯 14.5公斤   
＊李靜芬 48公斤  ＊許惠惠 6.4公斤  ＊周杏如 12公斤  ＊劉宛青 22.5公斤  ＊賴麗芳
32公斤  ＊宋雅婷 6.9公斤  ＊得幼庭 14公斤   ＊陳少柔 15公斤   ＊賴秀容 6公斤  
＊程偉 6.6公斤  ＊莊雅瑄 19.97公斤  ＊莊綺殷 9.1公斤  ＊張庭瑄 7.8公斤  ＊AP三
越桃園 7.8公斤  ＊劉芳吟 3.2公斤  ＊林麗雪 10.5公斤  ＊品成 6.8公斤  ＊鄭文凌
5.4公斤  ＊鍾依儒 12.94公斤  ＊游茹琄 7公斤  ＊潘文婷 6.2公斤  ＊曾雪菁 3.4公
斤  ＊大里慈宥愛心物資中繼站 62公斤  ＊劉春鳳 6.8公斤  ＊余大軍 3公斤  ＊建源自
動車床有限公司 15.4公斤  ＊彭佳慧 3.5公斤  ＊王喻瑩 5.2公斤   ＊曾栗淇 8.9公斤
＊彭婕恩 12.3公斤  ＊張瓊媚 13公斤  ＊良穎板金有限公司 3.4公斤  ＊黃思嘉 1.9公
斤  ＊陳子晴 3.2公斤  ＊黃湘羚 4.3公斤  ＊林明志 9.6公斤  ＊張美渝 24公斤  ＊黃
淑珍 21公斤  ＊廖進裕 7.8公斤  ＊游祥清 18.7公斤  ＊蔡佩君 5.07公斤  ＊僑信企業
有限公司 5.3公斤  ＊陳秀蘋 3.7公斤  ＊沈虹汝 5.4公斤  ＊張庭瑄 3.7公斤  ＊潘玉
理 7.4公斤  ＊陳秀格 15公斤  ＊陳楷洋 7.2公斤  ＊曾明慧 13.5公斤  ＊陳筱茵 8.8
公斤  ＊康研二手包包 5.6公斤  ＊許美玲 8箱  ＊陳小姐 30.5公斤  ＊張瓊媛 6.3公斤
＊林梅雯 3.4公斤  ＊陳彥博 5.4公斤  ＊陳淑珮 6.9公斤   ＊欣安莉工作室 4.5公斤  
＊姜采秀 5.2公斤  ＊陳逸淇 67.7公斤  ＊善心人士 42.1公斤  ＊王逸珊 6.4公斤＊詹
環如 47公斤  ＊彭媫恩 8.5公斤  ＊盧苡茜 7.4公斤  ＊林益仲 5.4公斤  ＊鄭維真 12.3
公斤  ＊廖紫瀅 7.2公斤  ＊許慧慧 32公斤  ＊洪燕玲 12公斤  ＊劉慧文 13公斤  ＊蕭
琇文.蔡秉叡 13公斤  ＊鍾素惠 8公斤 
◎其他物品 
＊郭慶財 二手衣物 鞋子玩具 26.5公斤＊廖千惠  女裝乙批＊蔡正科 全新枕頭*2 二手
乳膠枕*2＊蔡美綢二手衣物 6公斤 手工布包 3個＊盧育瑩玩具乙批 16.7公斤＊鄒依玲 二
手衣及包包 14.3公斤＊邱睿二手衣及物品 18.1公斤＊蔡錦山二手衣 4.8公斤及娃娃一個
包包 2個＊曹若瑤二手衣及物品 16.7公斤＊林晏晴二手玩具及文具 4.2公斤 

物  資  捐  贈 
◎張家茜  牛軋餅 8包 手工皂*17塊 
◎李宗祐  高麗菜 1箱 
◎聖恩宮  普渡品*32份 
◎慶甫君 觀念一轉彎 業務翻兩番*20本 
◎陳淑真  從卡關中翻身*2本 

◎超級愛心團 牙刷 18入*10盒  高露潔牙膏
*29組  潔牙組*10組  衛生紙*2箱  
◎呂明錡  伯納錶一只 
◎翁美惠  芭樂 5箱 
◎廖瑞祥  益祿米血糕*6份 



 11 

◎劉慎修  成為別人心中的一個咖*2本 
◎巧玲瓏禮品坊  可佳麗大抽衛生紙*50箱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總會（中華台北
特奧會） 多項式敏捷訓練組  高低可調式
步頻訓練小欄架  大型標示盤橫架組  足
球小球門 
◎新港奉天宮  雞蛋 39箱 糖果一包 水果
8籃 供品一箱 
◎李莊玉子  蘭花 6盆 餐盒*20  白米 300
公克*368包 飲料*445罐 
◎林瑩郁  飲料*2箱 
◎卓忠義直播平台愛心人士贈  水果乙批 
◎黃慧琦  衛生紙 5箱 
◎徐煥然  物資乙批 
◎三重同心救難隊（蘇金通）關廟麵 20箱 
◎萊爾富大林店愛心人士  
 一之鄉蜂蜜蛋糕*9條  光泉鮮乳*12瓶 
◎萊爾富嘉梅店愛心人士   
一之鄉蜂蜜蛋糕*3條 
◎吳玉滿  一之鄉蜂蜜蛋糕*13條 
◎善心人士 白米 14㎏*5  5斗 雨衣*30件 
◎嘉義市奉天宮  白米 4公斤*32包 
◎簡美華  白米 5公斤*10包 
◎周謹宣 周尹俞  白米 5公斤*10包 
◎陳盧碧霞  春上米 3公斤*8 
◎陳家盈  白米 30公斤 
◎中華金母媽媽普照圓功德會 白米 3㎏*10 
◎林照芸 林詠芳  白米 30公斤*2 
◎林詠慧  林育安 白米 30公斤*2 
◎林研析  林沁棠 白米 30公斤*2 
◎打貓武德會  白米 358公斤 
◎榮苗米  白米 30公斤 
◎慈成禮儀公司（李世安） 供品一批 

◎嘉義市龍虎慈善功德會  供品一箱 飲料一
箱  麵條一包 
◎蔡爾滄、蔡蕭卻、蔡家九玄七祖、蔡陳好 
、楊玉梅、李家九玄七祖  
牛老大鮮奶土司*14 蔓越莓乳酪土司*5 手撕
芋頭土司*18 手撕奶酥葡萄*2  鮮奶小饅頭*4 
牛角麵包*12  羅宋麵包*12  鹽之花（3入）
*2  巧克力核桃司康（3入）*2 手撕乳酪起司
土司*2條  老奶奶檸檬糖霜蛋糕*10條 
◎山隆通運公司  濕紙巾 80抽*24包 
◎蔡正科  椅子*2張  大理石面紙盒*5個 
◎天揚慈惠堂  供品*10份 
◎楊家紅心蕃薯  紅心蕃薯*5袋 
◎周麗貞  沐浴乳*14瓶 洗髮精*2瓶 
◎唯心聖教忠心道場  供品 10份 
◎楊森斌  濕紙巾*10包 
◎北天宮  供品*20份 
◎簡志成  雞蛋*2盒 
◎阿里山饗宴餐廳  飲料乙批 
◎博泰有限公司  紅藜茶 9包 紅藜千層棒 30
包  紅藜芝麻醬 5瓶  紅藜薑黃粉 5瓶  紅薑
黃粉 5瓶 
◎湧蓮古早味現烤蛋糕  蛋糕 7條 
◎黃嘉仁  豪達白蘭地酒*1瓶 嬰兒搖椅*2 
◎蔡文遠  白米 50斤. 遠頭米 6公斤 
◎徐哲三  白米 2公斤*4 
◎天揚慈惠堂  白米 30公斤*10 
◎新北市松蓮慈善會  三好長鮮米 12公斤*20 
◎賴聖軒  白米 6.9公斤*2  
◎唯心聖教忠心道場  白米 2公斤*10 
◎謝佩君  白米 30公斤*2 
◎蔡天栽  白米 30公斤 
◎嘉義市龍虎慈善功德會  白米 3公斤*9 

 

         ＊目  前  需  求  品  募  集  廣  場 ＊ 

名 稱 用 途 數量 備註 

衛生紙、濕紙巾 服務對象使用  長期日常性消耗品 

漂白水、酒精 清潔消毒  長期日常性消耗品 

洗手乳、洗潔精   長期日常性消耗品 

垃圾袋（特大 XL、S） 環境清潔  長期日常性消耗品 

手壓旋轉拖把 環境清潔  長期日常性消耗品 

額溫槍  4 支 長期日常性消耗品 

A4 影印紙   長期日常性消耗品 

律動機 服務對象使用 1 台  

高壓沖洗機 環境清潔使用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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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麥當勞愛心送愛活動 

  

  

2019 若竹兒土地銀行義賣活動 

  
 

活 動 翦 影 2019 年 04 月～0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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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大林慈濟捐贈 2019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澤芳同濟會 

  
2019 嘉義市明日之星歌藝發展

協會-慈善巡迴表演            2019 肆錄頑魂車隊 

  

2019 吳鳳急救社團社區服務 

  
 

活 動 翦 影 2019 年 04 月～06 月 



 14 

 

 
  

  
 
 
 
 

 
 

 

 

 

 

二 期 家 園 施 工 進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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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竹兒 108 年中秋節禮盒訂購單 
禮盒名稱 內容物 售價 數量 備註 

鳳梨酥 25元 黑糖桂圓酥 30元  土鳳梨酥 35元  蛋黃酥 40元 禮盒可自由組
合，依單價計價 

手工餅干禮盒 內有 4小盒 240元   

6入禮盒 

鳳梨酥 150元   
黑糖桂圓酥 180元   
土鳳梨酥 210元   
蛋黃酥 240元   

8入禮盒 
鳳梨酥 200元   

黑糖桂圓酥 240元   

土鳳梨酥 280元   

9入禮盒 

鳳梨酥 225元   
黑糖桂圓酥 270元   
土鳳梨酥 315元   
蛋黃酥 360元   

10入禮盒 
鳳梨酥 250元   
黑糖桂圓酥 300元   
土鳳梨酥 350元   

12入禮盒 鳳梨酥 300元   

12入禮盒 
黑糖桂圓酥 360元   

土鳳梨酥 420元   

蛋黃酥 480元   

16入禮盒 
鳳梨酥 400元   

黑糖桂圓酥 480元   

土鳳梨酥 560元   

超值禮盒 4入鳳梨酥＋4入土鳳梨酥
+手工餅乾 2小盒 360元   

超級精緻禮盒 A款 8入鳳梨酥 
8入土鳳梨酥 480元   

超級精緻禮盒 B款 6入鳳梨酥、6入黑糖桂圓
酥、6入土鳳梨酥 540元   

超級精緻禮盒 C款 9入土鳳梨酥 
9入蛋黃酥 675元   

超級豪華禮盒 24入（內容物可任搭）   依內容物計價 

NEW 10入咖啡 濾掛咖啡 200元   

NEW 16入咖啡 濾掛咖啡 300元   

NEW咖啡餅乾禮盒 濾掛咖啡8入＋手工餅乾2小盒 280元   

NEW綜合咖啡禮盒 濾掛咖啡8入＋手工餅乾1小盒
＋4入鳳梨酥＋4入土鳳 

460元   

訂購電話：05-2209987   傳真電話：05-2212083    Line ID:0988064063 

購買人  聯絡電話 電話：            手機： 

送貨地址 市縣      鄉鎮區       村里           路街        巷            號 

到貨日期 年   月    日 付款方式 
□貨到付款(新竹貨運代收貨款5000元以內  
□匯款(郵政劃撥、台灣企銀（5000元以上) 

發票 □二聯式□三聯式  抬頭：                              統一編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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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若竹兒教育基金會附設嘉義縣私立若竹兒智能發展中心                                                             
108年度秋節禮盒 

   

手工餅乾禮盒 240元 6入蛋黃酥禮盒 240 元 
6入禮盒(鳳/黑糖/土鳳/綜合) 

150元/180元/210元/另計 

   

8入禮盒(鳳/黑糖/土鳳/綜合) 

200元/240元/280元/另計 

9入禮盒(鳳/黑糖/土鳳/綜合) 

225元/270元/315元/另計 

9入綜合禮盒(鳳/黑糖/土鳳、、) 

270元/300元/330元/另計 

   

10入禮盒鳳/黑糖/土鳳/綜合 
250元/300元/350元/另計 超值禮盒 360元 超級精緻禮盒 

   

 

10入咖啡 200元 16入咖啡 300元 咖啡餅乾禮盒 280元 咖啡綜合禮盒 460元 

※蛋黃酥產品宅配外縣市不建議訂購(需冷藏，保存期限 7 天) 
※各品項內容得客製調整,依內容物單價組合計價,歡迎來電洽詢 
※※※滿 5000元免運 ，冷藏自費     單位網址：www.rjrc.org.tw 
訂購電話：05-2209987‧0988064063   傳真電話：05-2212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