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度一月至三月捐款捐物明細 1

【溫情滿人間】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106 年度㇐月至三月捐款捐物明細 

 

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106 年度㇐月至三月捐款捐物明細 

（統計期間：106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感謝許許多多善心人士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 

陪伴聽損孩子快樂自信地成⾧！ 

 

◎總會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 額 指定用途 

陳世姿 $200,000 自行運用 

王林月芳 $100,000 自行運用 

管美玲 $34,845 自行運用 

訢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自行運用 

郭俊成 $7,200 人工電子耳補助 

李美穎 $6,000 自行運用 

周敏慧 $5,000 自行運用 

許展嘉 $4,000 自行運用 

管美玲 $3,330 自行運用 

吳素月 $3,000 自行運用 

林琦惠 $3,000 自行運用 

孫柔安 $3,000 自行運用 

張金榮 $3,000 自行運用 

陳俊年 $3,000 自行運用 

陳品方 $3,000 自行運用 

楊鈞麟 $3,000 師資培訓 

劉瑞珍 $3,000 自行運用 

蘇培芳 $3,000 自行運用 

利彥儒.利彥承 $2,000 自行運用 

陳高立 $2,000 師資培訓 

謝承哲.佩珊 $2,000 自行運用 

田梓妤 $1,500 自行運用 



 

 

106年度一月至三月捐款捐物明細 2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 額 指定用途 

汪忠義 $1,500 自行運用 

周佳玟 $1,500 學費補助 

林鴻清 $1,500 師資培訓 

張恩綺 $1,500 人工電子耳補助 

許惠玟 $1,500 人工電子耳補助 

曾國禎 $1,500 學費補助 

劉宣均 $1,500 學費補助 

蕭志彥 $1,500 自行運用 

羅玟忻 $1,500 助聽輔具 

余胖球 $1,200 人工電子耳補助 

宋泊耕 趙曉琳 $1,000 自行運用 

陳亮穎 $1,000 自行運用 

陳高立 $1,000 自行運用 

張玲榕 $900 人工電子耳補助 

謝世峰 $900 自行運用 

源溢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600 自行運用 

璩瑞雯 $600 自行運用 

杜慶鳴 $500 自行運用 

徐素玲 $500 自行運用 

林珮琦 $300 自行運用 

陳永昇 $200 自行運用 

莊少青 $100 自行運用 

陳聖意 $100 自行運用 

  



 

 

106年度一月至三月捐款捐物明細 3

◎台北至德聽語中心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 額 指定用途 

李立騏 $35,000 自行運用 

李詠涵 $3,000 自行運用 

夏 禾 $3,000 自行運用 

張信琦 $3,000 自行運用 

黃品碩 $3,000 自行運用 

徐旭柔 $2,000 自行運用 

羅媽媽 $1,500 自行運用 

范雅玟 $1,000 自行運用 

張碧如 $800 自行運用 

薛國良  助聽器 1 對(大人款)   

廖洪佑  助聽器 2 對(大人款)   

◎台中至德聽語中心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 額 指定用途 

台坦國貿有限公司 $5,000 自行運用 

咖啡工場企業社 $418 自行運用 

頌主恩實業有限公司 璧掛式紫外線殺菌燈×3 台 

原味館 海鮮粥 20 碗 

利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雙人座沙發 1 個 

石廣桐 助聽器 2 支-PHONAK 

台灣三主粮貿易有限公司 

燕麥好棒-海苔口味 6 包;燕麥小心點-葡萄

12 包;燕麥小心點-玄米抹茶 8 包;燕麥小心

點-黑眼豆豆 8 包 

◎高雄至德聽語中心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內容 

管美玲總幹事 網路攝影機 

 



 

106 年度四月至六月捐款捐物明細 1

【溫情滿人間】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106 年度四月至六月捐款捐物明細 

 

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106 年度四月至六月捐款捐物明細 

（統計期間：106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感謝許許多多善心人士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 

陪伴聽損孩子快樂自信地成長！ 

 

◎總會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額 指定用途 

彭蔭剛 $100,000 自行運用 

台北市北安扶輪社 $93,504 專案補助 

周敏慧 $20,000 自行運用 

徐孫夢萍 $14,100 自行運用 

訢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自行運用 

李俊儒 $10,000 自行運用 

郭俊成 $7,200 人工電子耳補助 

李美穎 $6,000 自行運用 

吳素月 $3,000 自行運用 

林琦惠 $3,000 自行運用 

孫柔安 $3,000 自行運用 

張金榮 $3,000 自行運用 

陳俊年 $3,000 自行運用 

陳品方 $3,000 自行運用 

陳高立 $3,000 師資培訓 

劉瑞珍 $3,000 自行運用 

蘇培芳 $3,000 自行運用 

周晏伊 $2,000 自行運用 

周佳玟 $1,500 學費補助 

林鴻清 $1,500 師資培訓 

張恩綺 $1,500 人工電子耳補助 

許惠玟 $1,500 人工電子耳補助 



 

106 年度四月至六月捐款捐物明細 2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額 指定用途 

曾國禎 $1,500 學費補助 

劉宣均 $1,500 學費補助 

蕭志彥 $1,500 自行運用 

羅玟忻 $1,500 助聽輔具 

余胖球 $1,200 人工電子耳補助 

田梓妤 $1,000 自行運用 

楊鈞麟 $1,000 師資培訓 

周聰吉 $900 自行運用 

張玲榕 $900 人工電子耳補助 

謝世峰 $900 自行運用 

璩瑞雯 $600 自行運用 

宋泊耕 $500 自行運用 

汪忠義 $500 自行運用 

趙曉琳 $500 自行運用 

蔡尚運 $500 自行運用 

源溢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400 自行運用 

林珮琦 $300 自行運用 

黃美如 $300 自行運用 

林伶貞 $100 自行運用 

陳珮瑩 $100 自行運用 

 

◎台北至德聽語中心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額 指定用途 

吳承諭 $3,000 自行運用 

謝語桐 $760 自行運用 

吳若甄 椅墊 10 張  

  



 

106 年度四月至六月捐款捐物明細 3

◎台中至德聽語中心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額 指定用途 

陳怡慧 陳詩翰 林昱廷 $3,200 自行運用 

林香君 $1,600 自行運用 

新都心大樓 $1,000 自行運用 

咖啡工場企業社 $298 自行運用 

握沃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毛豆豆漿×10 瓶 

 

◎高雄至德聽語中心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 額 指定用途 

洪子翔  $2,700 自行運用 

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愛心社  $2,000 自行運用 

李宏俊  $1,000 自行運用 

顏佑宇 助聽器 

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愛心社 延長線二條 

 



 

106 年度七月至九月捐款捐物明細-1

【溫情滿人間】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106 年度七月至九月捐款捐物明細 

 

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106 年度七月至九月捐款捐物明細 

（統計期間：106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感謝許許多多善心人士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 

陪伴聽損孩⼦快樂⾃信地成⻑！ 

 

◎總會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額 指定用途 

DING KAN INVESTMENT LIMITED $1,208,541 ⾃行運用 

柯淑娟 $20,000 ⾃行運用 

訢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00 ⾃行運用 

管美玲 $6,345 ⾃行運用 

李美穎 $6,000 ⾃行運用 

郭俊成 $4,800 人工電⼦耳補助 

吳素月 $3,000 ⾃行運用 

林琦惠 $3,000 ⾃行運用 

孫柔安 $3,000 ⾃行運用 

張金榮 $3,000 ⾃行運用 

陳俊年 $3,000 ⾃行運用 

陳品方 $3,000 ⾃行運用 

陳高立 $3,000 師資培訓 

劉瑞珍 $3,000 ⾃行運用 

蘇培芳 $3,000 ⾃行運用 

陳亮穎 $2,000 ⾃行運用 

田梓妤 $1,500 ⾃行運用 

周佳玟 $1,500 學費補助 

林鴻清 $1,500 師資培訓 

張恩綺 $1,500 人工電⼦耳補助 

許惠玟 $1,500 人工電⼦耳補助 

曾國禎 $1,500 學費補助 



 

106 年度七月至九月捐款捐物明細-2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額 指定用途 

劉宣均 $1,500 學費補助 

蕭志彥 $1,500 ⾃行運用 

羅玟忻 $1,500 人工電⼦耳補助 

余胖球 $1,200 人工電⼦耳補助 

張玲榕 $900 人工電⼦耳補助 

謝世峰 $900 ⾃行運用 

璩瑞雯 $600 ⾃行運用 

林芝芳 $591 ⾃行運用 

王奕婷 $500 ⾃行運用 

李玉枝 $500 ⾃行運用 

善心人士 $400 ⾃行運用 

源溢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400 ⾃行運用 

李貞慧 $300 ⾃行運用 

林珮琦 $300 ⾃行運用 

葉凱文 $300 ⾃行運用 

 

◎台北至德聽語中心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額 指定用途 

竇方遠 $20,000 ⾃行運用 

尤亭婷 $3,000 ⾃行運用 

徐椲家 $200 ⾃行運用 

林秀璇 淋浴椅 1 張 

洪晟皓 助聽器⼀對、加熱除濕器⼀個 

陳建宏 助聽器⼀對 

楊千霈 助聽器⼀對 

福營國中服務學習社 Apple Tree 圖書⼀批 

  



 

106 年度七月至九月捐款捐物明細-3

◎台中至德聽語中心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額 指定用途 

張智喻 $5,000 ⾃行運用 

郭苡筑 $3,000 ⾃行運用 

李慧筠 $1,600 ⾃行運用 

新都心大樓 $1,000 ⾃行運用 

咖啡工場企業社 $314 ⾃行運用 

邱湘晴 助聽器 2 支-PHONAK 

 

◎高雄至德聽語中心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額 指定用途 

洪⼦翔 3000 ⾃行運用 

黃鵬展 3000 ⾃行運用 

 

 



 

106 年度十月至十二月捐款捐物明細-1

【溫情滿人間】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106 年度十月至十二月捐款捐物明細 

 

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106 年度十月至十二月捐款捐物明細 

（統計期間：106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感謝許許多多善心人士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 

陪伴聽損孩子快樂自信地成長！ 

 

◎總會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額 指定用途 

盧聯生 $40,000 自行運用 

李立騏 $39,500 自行運用 

徐露華 $12,000 自行運用 

李美穎 $6,000 自行運用 

王幸瑜 $5,000 自行運用 

楊啟華 $5,000 自行運用 

馬偕醫學院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3,730 自行運用 

吳素月 $3,000 自行運用 

林琦惠 $3,000 自行運用 

孫柔安 $3,000 自行運用 

晉田實業有限公司 $3,000 自行運用 

張金榮 $3,000 自行運用 

陳俊年 $3,000 自行運用 

陳品方 $3,000 自行運用 

陳高立 $3,000 師資培訓 

劉瑞珍 $3,000 自行運用 

蘇培芳 $3,000 自行運用 

田梓妤 $2,000 自行運用 

林怡伶 $2,000 自行運用 

許裕宜 $2,000 自行運用 

周佳玟 $1,500 學費補助 

林鴻清 $1,500 師資培訓 

張玲榕 $1,500 助聽輔具補助 

張恩綺 $1,500 助聽輔具補助 



 

106 年度十月至十二月捐款捐物明細-2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額 指定用途 

許惠玟 $1,500 助聽輔具補助 

曾國禎 $1,500 學費補助 

劉宣均 $1,500 學費補助 

蕭志彥 $1,500 自行運用 

羅玟忻 $1,500 助聽輔具補助 

余胖球 $1,200 助聽輔具補助 

陳亮穎 $1,000 自行運用 

顏歆宸.顏明正.謝梓羚 $1,000 自行運用 

謝世峰 $900 自行運用 

璩瑞雯 $600 自行運用 

徐語綺 $500 自行運用 

賴怡儒 $500 自行運用 

賴宥蓁 $500 自行運用 

源溢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400 自行運用 

李貞慧 $300 自行運用 

林桁旭 $300 自行運用 

林珮琦 $300 自行運用 

蔡冠禎 $300 自行運用 

陳冠樺 $200 自行運用 

閻林招 $200 自行運用 

朱治安 $100 自行運用 

陳錫遠 $100 自行運用 

廖建曄 $100 自行運用 

 

◎台北至德聽語中心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額 指定用途 

財團法人鄒梅基金會 $100,000 助聽輔具補助 

孫晨皙 $3,000 自行運用 

林思妘 人工電子耳外接控制匣 1 個 

善心人士 二手衣一批、二手玩具 10 個 

趙紫萱 
小卡片 55 張、明信片 6 張、小尺 1 把、筆 12

枝、相框 2 個、紙膠帶 1 捲、貼紙 12 張 

趙紫萱 文具一批（小卡片、紙膠帶、貼紙） 



 

106 年度十月至十二月捐款捐物明細-3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額 指定用途 

劉采蓁 助聽器 1 對 

謝定宏 
教具一批$20,000（含萬象組、波浪觸覺步

道、搖滾陀螺、橄欖觸覺球） 

 

◎台中至德聽語中心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額 指定用途 

李榮築 $6,000 自行運用 

翁素珍 $3,600 自行運用 

陳光超 $2,400 自行運用 

張家強 $1,600 自行運用 

黃俊嘉 $600 自行運用 

咖啡工場企業社 $545 自行運用 

土地銀行西屯分行 香蕉乙批 

李孟芳 額溫槍 1 支 

宜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彩繪本乙批 

宜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彩繪本乙批 

張志誠 助聽器 2 只 

趙克誠 助聽器 1 只 

 

◎高雄至德聽語中心 

姓名暨機關單位及企業 金額 指定用途 

劉芳汝 $1,700 自行運用 

李宏俊 $1,000 自行運用 

蔡素蘭 $1,000 自行運用 

莊森宇 $300 自行運用 

沈許節子 助聽器 2 只 

林芷妍 助聽器 1 只 

洪阿池 助聽器 2 只 

劉育珍 文具組.防掉繩 

羅莉莉 助聽器 2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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