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惠康社會福利基金會

110年 9月捐款芳名錄

ㄧ般捐款 劉漢介 300,000 元；廖淑芬 200,000 元；興
農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元；林居富 36,000 元；善
得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8,000 元；李昶宇、賀正中各
10,000 元；陳永鎮 楊秀美 陳志賓 陳志維 陳欣儒 陳
家祥 蔡榮宗 楊彩蓮 蔡宜宏 張進平 楊美足 楊肇城 張
育瑛 張育勉 張惠鈞 楊紀越 卓慧君 楊孟典 楊坤衛 韋
坤燦 蔡月綉 許崴洋 許桂綸 許建忠 蔡明雪 許芷嫣 許
岷翔 許坤桂 許黃熟 蔡泰前 林玉涵 蔡金龍 周幸誼 蔡
裕翔 蔡冠霖 蔡煌文 吳昱嬛 蔡名凱 林文彬 曹惠玲 林
肇洋 林德祐 林振德 曹廖貞美 楊燕林 張瑞菁 楊翔宇 
楊曜宇 鄭萬隆 鄭億文 王香花 鄭勝宏 7,000 元；方胡
通、方黃淑珠各 5,000 元；蔡林好 3,100 元；張雪紅
3,000 元；110 年 05-06 月統一發票中獎 2,366 元；
鞠德彰、洪秀娟、丁秀蘭、李慈惠、郭鳳瑛、陳芷瑀、

蔡栢浚各 2,000 元；林育安 洪麗芬、李肇倫、祝鈺昌
各 1,500 元；王宇安 1,250 元；好兄弟 1,200 元；雍
自強、姚鈺、姚鈺、王林阿雪、黃進昌、葉韋杉、蔡

妤婕、莊志群、李金樹、陳素瑜、羅美欐、邱彥禎、

傅小姐 王小姐 傅小姐 徐先生各 1,000 元；林誼宸 林
駿騰 700 元；善心人士 613 元；林駿騰 林誼宸、張
政德、張秀媛、鄭善之、李韋頤、李奕頡、李宣誼各

600 元；善心人士 590 元；吳裕勝、謝武強、姚鈺、
邱文良、鄧春生、莊宗蓉、廖政凱、紀玉雲、楊洪愛、

張家甄、莊素珠、陳伯達、陳子軒、吳鎮名各 500元；
110 年 03-04 月統一發票中獎、張美珍 張美智 張美琪 
張俊仁各 400元；楊閎心 380元；張柯秀銦、黃婉宜、
施月美、陳色昭、賴安祈、眾神明、張樹冬、張清龍、

張劉琴、張錦鳳、張秀紅、張崇禧、林心玥、林源銘、

林靖雯、柯英高、曾令閩、馬暐程 董希安各 300 元；
善心人士、賴鳳嬌、周樑守 周家綾、洪鳳宜各 200元；
蔡美玉、韋麗娟、韋陳彩鳳、吳卓翰、吳献廷、林宿鳳、

許芳彬、徐盧阿錦 徐小琪、張國裕、王守容各 100元；
謝步青、林蓁妮各 50 元  多功能癌症防治中心專戶 林
美華 6,000 元；童棟材 5,800 元；謝淑如 2,000 元；
王世宇、陳鴻文、賴文平、黃孟芝各 1,000 元；余月
香 600 元；陳典、王昱凱、劉榮阜各 500 元；張玉明 
林瑞成 林辰霖 張蔡阿寶 400元；陳弈蓁、張宋秀梨、
張世發、張春梅、賴金助、張維平、張宋秀梨、張世

發、張春梅、陳奕蓁、陳淑花、汪惠珠各 300 元；張
小芬 250 元；洪鳳宜 200 元；周秋梅、陳彥蓉、何亞
倫、蔡佳恩、任秀珍、馬暐程 董希安各 100 元  安寧

療護專戶 黃鏡涛 50,000 元；陳明哲 10,000 元；旭宏
祥有限公司、簡振源各 2,000 元；徐貴美 1,000 元；
黃嘉慶 邱思靜 黃金杜、黃文虎各 600元；房陳月娥、
王冬元、王怡然、賴秀玲、張美蓮、莊秀霞、張瑞忠、

陳綉英 劉宜倢 劉恩睿各 500 元；劉淑玲 邱建宜、張
玉明 林瑞成 林辰霖 張蔡阿寶各 400 元；游育蕙、游
濘洂各 300 元；張小芬 250 元；張柯秀銦、林文三、
詹慧苓、徐永生、洪鳳宜各 200元；陳咨蓉、黃金聰、
黃王淑娥、蔡佳恩、馬暐程 董希安各 100 元  兒童醫

療專戶 郡山茜 10,000元；簡御絜、江慧娟各 2,000元；
陳慧文 1,266元；賴洋廷、孫筱喬、黃舷靈、游忠銘、
張育銜各 500元；王熙頡、黃莛倫、賴蔓榕各 300元；
張小芬 250 元；張丞源 200 元；黃美香 陳政侑、張子
濬、湯家明、湯珮瑜、廖建南、任秀芳、黃景凱、蔡

佳恩、馬暐程 董希安各 100 元  清寒學子救濟專戶 鄭
淑媛 30,000 元；張香蘭、陳國治各 3,000 元；郭小萍
2,000元；陳清文、王盈翔 王怡文各 1,000元；邱乾侃、
張明龍、張莉琦、林寶玉各 500元；張木榮、王熙睿、
黃楷寓各 300 元；張小芬 250 元；張丞源、黃裕宸、
黃健庭各 200 元；鄧皓云、廖碧君、陳舜祿、馬暐程 
董希安各 100元  精神職能復健專戶 黃郁仁 2,000元；
蕭大鈞、葉惠弘各1,000元；彭靖安、侯伯勳各500元；
黃婉宜、王智偉各 300 元；張丞源 200 元；馬暐程 
董希安 100 元  器官移植專戶 王宇安 1,250 元；張晴
500 元；黃淑甄、黃世昌各 300 元；林文三、洪鳳宜
各 200 元；詹鑫圓、徐建明、馬暐程 董希安各 100 元  
燒燙傷專戶 邱容貞 500元；黃日春、黃芳琪各 300元；
黃美香 陳政侑、馬暐程 董希安各 100 元  8 月份埔里

專戶 善心人士 8,860 元；王俊國、莊素珍 徐世勛各
5,000 元；楊于霆 童漵珈 余麗華 莊文芳 陳嘉慧 豹素
碧 劉秀午 洪麗娜 2,400 元；蔡哲宏 2,000 元；善心人
士 1,808元；林炳欽 周月雲 1,600元；林麗君 1,360元；
林正順 1,280元；房華齡 1,200元；張妍佩、曾惠敏、
黃登山、善心人士、林鈴珠、劉德芳、昇立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各1,000元；林鳳釵、陳足、羅三富各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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凃嘉婉、葉宗和、李秀珍、凃義、蘇玉女、劉慧瑛、

譚明華、江惠蓉、吳宜樺、賴惟舜、梁完有、黃翠玲、

蕭子承、蕭佳蓉、黃建助 謝岱樺、鄧柏齡各 500 元；
李宛蓁 400 元；蔡佳慧、張凱婷、莊金貴、黃沛緹、
袁張月娥各300元；王哲煜、顏廷芳、江國芳、何淑珍、
李純萱、劉建宏、徐孟吟、徐靖雯、徐詠瑄、黃貴美、

陳旭愷、李義程、詹惠月、謝宜珊各 200 元；馮奇蘭
160 元；善心人士、林宥丞、林稚甯各 100 元  8 月份

嘉義專戶 陳麗圓、吳尊仁各 1,000元；何銀珠 710元；
張孝宏、黃翠侶各 300元；胡純真、黃玉君各 200元；

楊惠媛 160元；鄭耀謀 110元；李金文、林美各 100元；
吳嘉萍 50 元
臺中榮民總醫院員工愛心百元捐款 57,250 元

捐款總計 1,101,663 元

台中榮民總醫院

謝謝您的愛心與支持

全民守護 共同檢舉不法 
謹慎面對 不實廣傳訊息
全民守護 共同檢舉不法 
謹慎面對 不實廣傳訊息

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

遇有疑似吸金、黑心商品、偽劣藥品、囤積物資、哄抬物價、妨害營業秘密情事

請勇於檢舉不法

網路防疫用品遠低於市價？ 小心網路詐騙一場空！

無風險又高獲利？ 慎防落入吸金騙局！

保健強身又治病？ 小心買到偽藥劣藥！

真資訊、假消息？ 轉傳之前務必查證！

囤積物資大發財？ 違法送辦得不償失！

人才技術爭奪戰？ 當心違反營業秘密！

法務部調查局 臺中市調查處檢舉專線 

04-23023166

面對假訊息 
提高警覺一起守護我們的國家

傳播不實訊息 
最高將處300萬元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

遇到內容可疑訊息
應先進行查證共同杜絕具有「惡意、虛假、危害」之訊息

假訊息求證管道

衛服部 TFC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MYGOPENLINE訊息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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