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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交替  迎向全新未來  

恭喜黃莉玲女士當選本會第八屆理事長  

【本刊訊】協會創立至今年，已經邁入第 21個年頭，3月 22日協會召開第八屆

第一次會員大會，並在會中選舉新任理監事以及新任理事長—黃莉玲理事長，往

後三年，莉玲理事長將帶領工作團隊，繼續以良好的工作態度以及服務品質，陪

伴有需求的精障朋友以及家庭，陪伴他們走向不一樣的人生。 

 

 

 

 

 

 

 

      新任理事長~黃莉玲女士                  曾百晨理事於會中表演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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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４月２日是社工日，恭喜本會社工組趙心妤組長榮獲新北市第五屆閃

亮社工「火力十足獎」的榮譽！以下是協會的推薦函內容~ 

工作專業性： 

心妤組長所帶領的社區精障者關懷訪視服務，乃衛政體系近十年來的政策，其服

務要求聚焦觀點以疾病穩定為主，對於精神疾病的瞭解與藥物的認識自是其服務

所需，而本著社工應有的專業服務理念與技巧更是必要。 

衛政著重於疾病、社政著重於經濟福利，而勞政以就業為導向，精障者的需求經

常在此三服務系統中被細碎切割，而在社會大眾-包括了服務系統，對精神疾病

的認識不足與害怕，服務導向自然向以疾病為首的衛政傾斜，精障者在被服務過

程中往往易被忽視或淡化屬於人的需求。 

在衛政、社政與勞政系統不同的服務邏輯概念下，心妤秉持著社工對人的全面觀

照，以案主需求為中心，整合不同體系間的服務資源，努力為精障案主開闢一條

出路，協助案主在社區中自在的生活，清楚的分析與評估案主真正需求，並與不

同資源體系相互對話，著實充滿著挑戰。 

工作挑戰性： 

社區精神障礙者所面臨的狀況是極為複雜多元的，除了社會條件的匱乏外，亦背

負著疾病與其伴隨著的歧視污名沈重的壓力，這群亟需協助的大多為社會底層的

人們，面臨的挑戰與壓力，就不僅僅是複雜需求帶來的工作困難度，更有與各資

源單位互動時，面對資源給予時相互排比後對精障者的排除，而需要更多心力與

資源單位工作。 

陌生訪視，對於社區社工而言，是永遠存在壓力。在未進入家門前，陌生精障者

狀況的不確定性更添壓力，尤其當案家成員都是精障者、疾病不斷地反覆復發、

拒絕服藥以及街坊鄰居強烈抗議等等，在在均是社工莫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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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橋工作坊的榮耀 

【本刊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為鼓勵在社區服務的精神復健機構，日前特地舉辦

公開表揚的活動，讓社會各界人士知道，即使不幸罹患精神病，也能透過復健訓

練的服務，提升自己的自信心和生活品質，讓自己能夠擁抱不一樣的人生。 

本會附設心橋工作坊，在游雅綺主任的用心帶領，以及兩名個管師的努力經營之

下，獲得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頒發優良復健機構的榮耀！本次公開表揚中，在心橋

工作坊接受復健服務將近兩年半的柏岳，也很勇敢的公開現身，接受媒體記者的

採訪。 

 

 

 

 

 

 

 

記得柏岳剛到心橋時，常常弄不清楚誰是誰，早晨讀報時間是他很吃力的功課，

手指頭比著一個字一個字指著念，卻不明白新聞內容報導的意思，每到下午兩、

三點的時候，經常看到他在心橋後院喃喃自語（此時應當是幻聽最干擾的時候

吧），眼球也莫名往上翻……，整個感覺是個魂魄不在身上的人。 

雖然在各項評估中進步是那樣的緩慢，但是，一點一滴的小小進步，終究累積了

可觀的進展。去年年中，某主管踏進心橋大門時，竟然傳來柏岳宏亮的問候聲，

那名主管當下眼眶泛淚，她說「好感動！」如今，柏岳已經是烹飪組的協力夥伴，

負責量米、洗米；每當心橋工作坊輪值到市政府地下室販賣巧克力時，他是最賣

力推銷的。爸爸媽媽對心橋的感謝之情，讓工作人員備感窩心。 

我們相信，只要精障朋友願意康復，願意持之以恆前來接受復健，一定會有所進

步有所收穫。而我們也一直秉持著 21年前的初衷，看見所服務的精障朋友的進

步，是「北縣康」存在的目的和意義。 

本期會刊特別邀請您一起來看看，心橋工作坊同仁和學員眼中的「心橋」～ 

 

  

圖左為諶副局長、圖右為心橋雅綺主任          柏岳跟記者朋友示範叫賣巧克力的情形 



看見北縣康  第 124期~125期   Page 4 of 12 

 

  

陪伴與相信 

游雅綺主任 

   「哇賽!妳在精神科上班喔!那妳不怕被傳染精神病嗎?」從業十多年來，每當

介紹到自己的工作時，對方往往會有這樣的回應，聽到這段話，我總會反問他們，

你覺得高血壓會傳染嗎? 

    選擇走護理照護這條路，起因為自己的數學概念不佳，總覺得數學不好就無

法學商，父母說當護士不怕餓死，因此就選擇護理這條路。專科畢業後選擇從事

精神醫療相關領域的照護工作，一路從醫院到精神護理之家，再到現在的精神社

區復健中心，每個階段皆有不同的照護方式，但是唯一不變的是這群夥伴的貼

心，往往讓我溫暖在心頭，想到時內心是會心一笑的。 

  我所說的夥伴，就是大夥兒口中的精神病患，每當我聽到「肖ㄟ」這個很沒禮

貌的稱呼，就會不由自主地皺起眉頭，我想知道的是什麼叫做「肖ㄟ」?如果因

為疾病狀態導致的症狀稍明顯了點，就被稱為「肖ㄟ」，我覺得似乎不是一件公

平的事。每個人都會生病，我自己也會感冒，但是感冒所引發的症狀，例如:流

鼻水、咳嗽……等等，就如同我服務的夥伴所引發的症狀，像是因為幻聽干擾的

自言自語，我覺得那不足以成為焦點，它只是疾病所帶來的症狀而已，何不以平

常心去看待呢？ 

    在與夥伴相處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的心不由自主地跟著年輕起來，聽著夥

伴們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往往讓我覺得他們是這樣的可愛，少數軌道外的思維

常常是我靈感的來源，與其說在復元這條路提供服務的我們被夥伴所感激，正確

的來說是我要感激他們讓我的人生活絡了起來，不致於陷入死板板的思維裡。 

    前陣子有一天，夥伴興致沖沖的喊著告訴我，工作坊騎樓的花開得很美麗！

我跟著她靜靜的看著那些花朵，靜靜地享受著這簡單的幸福，就如同跟夥伴一起

生活的這些時間，我自己是這樣的幸福，陪伴著夥伴聆聽他完成自己的復健目

標，陪伴著家屬分享他照顧夥伴的點點滴滴，這些體驗累積成就了我的服務經

驗，是無可取代的，看著夥伴的進步，我跟著開心，聽著夥伴的難過，我跟著轉

動腦筋與夥伴討論其他的可能，只因為復元這條路，陪伴是最簡單也是最重要的

一件事，陪伴往往可讓信念變成實現理想的本質，也是我在護理的服務過程中，

最重要的一環。 

    來到心橋工作坊的每個夥伴，我無法給百分之百的承諾，告訴照顧者我一定

可以讓夥伴復元到最佳的程度，或是一定可以就業，我所要傳遞的觀念是一點點

的機會跟一點點的相信，往往夥伴穩定後的種種改變，會讓我們驚艷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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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棄，就有希望 

個案管理師 張淑滿 

    12 年前家人生病，徬徨無助之下，為了更了瞭精神疾病，我去精神科門診

當志工，去圖書館、書店翻遍有關精神疾病的書，去上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課程，

從中我學會了正向面對家人生病的這個事實，因為明白悲傷絕不能解決問題，唯

有不放棄及陪伴才是對精障者最好的照顧方式。 

    我看到許多來參觀的精障者及家屬對疾病感到無助，常常於會談中就哭了起

來，我可以理解到那種無助的傷痛，因此我更加期許自己盡力的協助他們走出悲

傷。學員們來到心橋後，我們會教導他們認識疾病，讓他們可以服藥穩定、規律

作息，讓家屬得以喘息。復健訓練的過程中，學員可以經由工作訓練、人際關係

訓練、合作訓練…等，增強自己的自信，肯定自己的能力。 

    在心橋十年了，不算短的這段時間裡，我到空大進修了有關精神領域的相關

課程，同時也完成了社工學分；即使如此，有時仍會力不從心，每當我工作感到

疲憊時，我總正向思考著，經由我的服務，從心橋出去穩定工作的學員有很多，

有在加油站擔任洗、擦車、加油員之工作，在餐廳擔任內、外場工作，在大樓從

事清潔工作、保全工作，有人回鄉當農夫，有人考上了公職，也有賺得了人生的

第一桶金，這些證明了即使生病，仍努力在這競爭激烈的社會取得一席之地，每

思及此總讓我感到欣慰。當然，他們也會碰到挫折，當他們向我傾訴時，我總是

鼓勵他們要面對困難、解決困難，然後堅持下去；因此這也成為我繼續從事這個

工作的動力，因為責無旁貸，自己也必須要堅持下去。 

    根據我的觀察，可以穩定就業的學員，通常家人平常也會賦予分擔家務的工

作，有家屬捨不得讓生病的孩子做事，但這同時也限制了他的學習，等他進入職

場，常會因工作經驗的缺乏，應變能力的不足，頻頻遭受挫折，以致持續力不佳，

最終會倚賴「家」這個避風港而無法去面對工作，我相信大部分的家屬都希望自

己的孩子可以像其他人一樣，可以擁有工作，可以獨立自主的生活，否則難免總

會有牽掛。基於此，我懇切的希望家屬都可以配合學員的復健計畫，讓學員不只

在心橋接受復健訓練，在家中也要學著承擔責任，相信經由家人及工作人員的陪

伴及訓練，他們一定可以成功的走向就業之路。  

 

  

 

    前烹飪組阿華師喜獲贈書                即使是簡單的切菜，也是認真。 



看見北縣康  第 124期~125期   Page 6 of 12 

 

精彩人生在這裡 

前個案管理師 世宏 

很幸運能夠在心橋遇到這群可愛的學員們，我們在此學習、生活與工作，一

同擬定並執行個人復健計畫，每個人用著不同速度，朝著康復之路努力前進。我

們了解生病不是每個人都願意的，但要勇於面對疾病，接受它並處理它，其實是

需要花一些時間與勇氣的。 

在心橋我們設計了許多有趣的課程與團體，激發學員們復健潛能，協助他們

恢復日常生活、社交或職業功能，能看到他們一天一天的進步，深深的鼓舞著我

們。從前以為只要有心，要幫助別人是很容易的，直到真正投入助人工作的行列

之後，才發現要作為一位專業的助人工作者，真的是不簡單，但辛苦的不是我們

工作人員，而是需要持續與疾病奮鬥的康復者，以及陪伴在他們身旁的家屬，因

為你們的堅持與努力，讓我們看見特別的精采人生。 加油~ 

 

在心橋復健感想 
建台 

    我覺得在心橋復健有感覺到雅綺主任、淑滿姐的辛苦，我應當體諒，在還沒

有雅綺主任帶領之前，是由林主任帶我們。在日常生活的復健項目中，我喜歡的

有體適能，中國結和每個禮拜二下午邀請宜芳師姐來教的八段錦，我覺得做八段

錦有益身體健康，而且運動是件很好的事。另外工作坊還有復健訓練，包括烹飪、

烘培和代工，烹飪是中餐訓練，烘焙以巧克力為主，代工則有福袋包裝，筆記本

套裝及蠟燭包裝，有的人做很快，有的人做很慢，雖然每月 10日領工作獎勵金

不是很多，但多少可以減輕家裡負擔。 

     我們是一群精神障礙者，要克服社會給我們的負面評價，自己也不要自暴 

自棄，沉淪著一天過一天，要積極樂觀的迎向每一天，達到自我的期望，雖然我

年輕的時候，常自卑、愛鑽牛角尖、悲觀，功課不是很好,常常自閉，現在自己

年歲也有了，所以要努力加油，不然就愧對父親在世時對我的叮嚀和教導。 

    時間過得很快又是民國一百零肆年了，大家對新的一年，有些期許,希望這

一年能大吉大利，財源廣進，國泰民安！ 

 

 
 

 

     要活就要動—體適能活動                 三不五時要趕工—產業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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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心橋之後的我 

如新 

    曾經自己感到很孤單，面對病情復發的無奈，也覺得家人很辛苦。正因為他

們對我不放棄，深深覺得自己要站起來。我花了 3年的時間準備考試， 後來決

定找工作，這時真正的挑戰開始了。40 歲以上及僅有高中學歷的我，能找的是

作業員、清潔員，面試時告知主管我是精障者時，結果是不錄用。 

    一連串的打擊後，我的貴人—妹妹在處理公文時看到一篇介紹心橋工作坊的

文章，妹妹親自陪我參觀心橋，我也耐心等待游主任的回覆，終於在 103 年 8

月我來到心橋工作坊，開始我的復健之路。 

剛開始來工作坊時，害羞又安靜的我是很緊張，後來經過發健保卡訓練認識

大家的姓名，健走時與學員聊天，更進一步認識大家。我學習如何找對方有興趣

的話題與他聊天，或對方被症狀干擾時，告訴他那些幻聽與幻覺是假的。甚至有

時候有些學員對我做出我很不喜歡的舉動，但只要不違害我的安全，我試著遠離

他不跟他計較，因為在這裏是一視同仁， 我學習寬容與同理心和大家相處。 

    在工作坊所安排的活動我很喜歡。OT 念倫曾經帶我們上壓力調適的課程，

無論是透過影片、文章或是遊戲，告訴我們如何增強自己的抗壓性。麗茹姐所講

的倡權相關課程，更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今天我們能享有權利是很多人為我們

爭取。另一位 OT廉欽的課是完全開放式。對於文靜的我其實每堂課都是挑戰，

就想著硬著頭皮表演。漸漸的我比較能在面對大家時不害羞也不緊張。 

    心理師玫珍的心理團體也打開我的心門。不論是課堂上或是個別評估，讓我

一次一次像洋蔥般剝開心中的結。在她鼓勵下所提供的建議，我確實執行後得到

很好的效果。每兩周一次的「來講 ABC」也是我很喜歡的，英文老師準備道具讓

我們輕鬆學英語，使我們也國際化，增加英文單字及認識簡單實用的句型。 

    在工作坊，我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我會更加努力學習，朝著自己的復健

目標逐步完成，更珍惜與每一位學員的緣分，雖然我們生病了，但是我們並不孤

單， 打開心門，向前看。你我都能走自己的路，加油吧!                                          

 

  

 

下午茶時間~喝茶、讀報                         跟上流行的體感遊戲—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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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橋~第二個家 

杰生 

我國小六年級被青少年騎著一輛機車撞到，之後就三、四個禮拜睡不著覺，

試過許多偏方，求神問卜都沒用，半夜一直吵醒我父母。後來我被診斷為躁鬱症，

那時還沒有殘障手冊和重大傷病卡，每次看診都必須花一、兩千元，好加在有北

縣康去立法院下跪陳情，後來才每次回診不用花那麼多錢。 

那時心橋工作坊是吳文珍主任，專管員是叔珍姊，她們兩位幫助我獲益良

多。那時北縣康的就輔員是現在的謝詩華副總幹事，在心橋半年之後，她輔導我

去萊爾富超商工作，學會如何與人互動，打收銀機、掃地、拖地、進貨整理、盤

點商品上架和下架。我做了6個月，因為換了店長才沒繼續做。 

    民國90年，我又來心橋，吳主任退休，叔珍姐升為主任，淑滿媽到心橋擔任

專管員。我被選為助理，負責代工品檢，並教大家作代工。還有學著去郵局、銀

行存款，那時大家都很快樂。待了5年之後，心橋介紹我到樂扶庇護工場，那裡

的人都待我不薄。。那時家裡唯一的經濟支柱—弟弟發生嚴重車禍，北縣康幫了

我媽媽很大的忙、慰問我們、幫助我們。 

    去年又回到心橋工作坊，一開始我並不想去，但媽媽堅持我一定要回去心

橋。我在烹飪組學習切菜、洗菜、炒菜和洗碗。在烘焙組學習如何做黑巧克力、

榛果巧克力、咖啡巧克力、焦糖杏仁巧克力。當然雅綺主任也有教我。每當我要

市政府擺攤時，雅綺主任怕我餓肚子，總會塞蛋糕和麵包，給我當早餐和午餐，

好讓我有氣力叫賣，替我省了不少錢，真的非常感激雅綺主任。 

   在心橋的每個人，都是我生命中的貴人！她們每個人的身上的優點都值得我

效法和學習，再次來到心橋很高興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在這我要感謝大家對我的

照顧和關心。 

 

 

 

 

 

 

  

 

 

 

      分享自己的心情                      學員接受媒體採訪 

看看國外當事者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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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幫助他融入社會？ 
~精障者及家屬充權教育~ 

    家人生精神病了，好像被隔絕於社會之外，不曉得有哪些資源可

以運用，可以怎麼幫助他？還有誰可以幫助我的家人呢？ 

    六堂課程的講師都是各有專精的一時之選，錯過很可惜喲！無論

您是家屬或是精障者，都很歡迎前來聆聽、學習喲。 

時間 課程內容/講師 

5/4(周一) 

下午 2點~4點 
就業篇 / 前桃園療養院 職能治療科主任 褚增輝先生 

5/20(周三) 

下午 2點~4點 
就養篇 / 前台大醫院精神部社工 黃梅羹 女士 

6/14(周日) 

下午 2點~4點 
法規篇一 / 康復之友聯盟副理事長 李麗娟女士 

7/12(周日) 

下午 2點~4點 
就學篇 /台大醫院兒童心理衛生中心 張如杏社工師  

8/2(周日) 

下午 2點~4點 
就醫篇 / 八里療養院 彭英傑醫師 

8/16(周日) 

下午 2點~4點 
法規篇二 /康復之友聯盟副理事長 李麗娟女士 

註：5/4就業篇、5/20就養篇於樂智家資中心(板橋區中正路 10號 3樓) 

交通：公車 307  310 板橋戶政事務所站下車 

      公車 264 701 702 北門街下車  往中正路約 5 分鐘   

其餘課程在心橋工作坊（板橋文化路二段 548巷 31號 1樓）。 

交通：公車~245  263  264  656  657  701 793  華江橋站下車  

   步行約 3分鐘 

      捷運藍線 江子翠站下車  步行約 7分鐘 

 

報名請洽：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電話：02-2255-1480 

          email：mpfat2000@yahoo.com.tw 

            社工組 趙心妤組長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 

主辦單位：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協辦單位：新北市樂智家庭資源中心 

課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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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徵 信 

劉麗茹總幹事 

    日前某大基金會因為勸募善款的流向與運用遭質疑，具財會背景的熱心會員

因此建議協會，除了捐款應公開徵信以外，協會的收支情形也應該公告周知，於

是我們自本期開始刊載近期收支決算，並且貼在協會官網，以昭公信。 

    很多會員好奇協會的捐款都用在哪裡？這些善款都用在政府不補助或補助

不足的地方，比如行政管理費用；某些人事補助案未補助的勞健保、勞退金、團

險；硬體設備維修與換置；未足額補助的房租、水電、電話、瓦斯費等；紅白帖

子；超過2萬元房租的還要幫房東繳10%稅金，以及2%健保補充費等等。 

    雖然協會是家屬團體，有23位全職人員、3位兼職專業人員。23位員工裡，

有21位從事專業服務，其餘兩位員工為會計和行政庶務。我們是一個專業服務型

組織， 每年經費高達90%仰賴公部門，然而公部門補助並非百分之百，仍需有自

籌款項才可完全支應，但協會捐款僅佔整體經費的7.1%，現在已經處在吃老本的

窘迫狀態，如103年度的收支決算是赤字的25萬元(表一)，今年度預估捐款收入

需要171萬元以上才能打平(表二)，平均每季捐款要42.8萬元；今年第1季捐款僅

33.6萬元(表三)，只達每季預估數的79%。 

    協會和每個家庭一樣，都有開門七件事的煩惱，很期待會員以及社會大眾的

愛心捐輸，讓我們免於財務的困頓，專心於維持好的服務品質。 

 

表一：103年度收支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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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04年度預算表 

 

 

圖三：104年度1月~3月收支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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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信 欄 
103 年 11 月 

詹瓊霞 500  劉幸茹 600  張淑滿 1000  歐陽進恆 1000  祝明智 1000  賴曉雯 1000  汪德根 3000  余淑育 1000  黃媺芸 1000   

古沛紋 400  呂政勇 500  楊淑華 500  林冠伯 300  葉俞佐 360  詹美桂 300  王惠玫 1000  鍾文珠 1000  王春菊 100  吳淑柳 200   

洪麗秋 500  劉陽美美 300  曾秀英 500  劉鈺娟 300  嚴翌恩 300  嚴崇恩 300  郭榮祥 500  魏芳婉 2500  徐振榮 200  黃文清 100   

吳秀風 100  徐敏雄 5000  劉紘瑋 300  陳坤地 3000  王明輝 50  祝明智 1000  陳俊欽 2000  陳石村 2000  陳鈺勝 500  李正富 1000   

邢又南 1000  彭靜平 1000  江至麟 500  黃秀勤 500  王宥人 1000  李建宏 600  劉紘瑋 300   

103 年 12 月 

王明輝 50  陳石村 2000  楊秋男 300  石錦蓮 1200  無名氏 500  無名氏 500  趙錫臣 1000  王珊 2500  蔡秀英 3000  劉正明 1000   

朱春妹 2000  黃莉玲 3200  王宥人 1000  蔡麗娟 500  李正富 1000  廖又禎 300  陳克善 500  詹美娟 300  喻俊英 2000   

吳宜謙 1800  新北市中山國中補校 4000  張茵茹 2000  吳育秋 100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2500  余蓓蓓 600  劉紘瑋 300  周翠霞 100   

吳秀風 100  黃文清 100  徐振榮 200  楊美美 300  劉鈺娟 300  嚴崇恩 300  嚴翌恩 300  郭榮祥 500  魏芳婉 2000  張淑滿 1000   

歐陽進恆 1000  祝明智 1000  賴曉雯 1000  汪德根 3000  余淑育 1000  黃媺芸 1000  古沛紋 400  呂政勇 500  楊淑華 200  林冠伯 300   

葉俞佐 360  詹美桂 300  王惠玫 1000  鍾文珠 1000  王春菊 100  吳淑柳 200  洪麗秋 500  陳煥章 500  許杏花 200  陳永峯 500   

104 年 1 月 

詹瓊霞 500  劉幸茹 600  張淑滿 1000  歐陽進恆 1000  祝明智 1000  賴曉雯 1000  汪德根 3000  余淑育 1000  黃媺芸 1000  古沛紋 400  

呂政勇 500  楊淑華 200  林冠伯 300  葉俞佐 360  詹美桂 300  王惠玫 1000  鍾文珠 1000  王春菊 100  吳淑柳 200  洪麗秋 500  

劉楊美美 300  曾秀英 500  劉鈺娟 2200  嚴翌恩 300  嚴崇恩 300  郭榮祥 500  魏芳婉 2500  徐振榮 200  黃文清 100  吳秀風 100   

祝明智 1000  許杏花 200  陳永峯 500  陳金玉 3000  劉秀茹 800  詹美娟 200  張華民 300  王明輝 50  廖安定 3000  詹洪玉蘭 3000   

李正富 1000  陳鈺勝 500  周鳳嬌 200  蘇明珠 300  蘇蔡受 500  吳玉花 1000  羅紹謨 1000  林坤榮 2000  封昌華 2000  郭淑清 500   

陳石村 2000  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 24000  許彩銀 1000  洪品仙 3200  吳育沛 2000  鄭福炎 5000  鄧玉樹 1000  陳品如 1000   

林玉敏 2000  典祐有限公司 2000  周嶽君 600  林綵羚 500  柯周奕奇 100  陳美月 800  林彩霞 800  唐大明 500  白本源 200  方麗姝 1000  

劉紘瑋 300  王珊 30000  崔郭霞 2000  張瓊珠 1000  朱埔珠 3800   

104 年 2 月 

詹瓊霞 500  劉麗茹 1200  張淑滿 1000  歐陽進恆 1000  祝明智 1000  賴曉雯 1000  汪德根 3000  余淑育 1000  黃媺芸 1000  呂政勇 500  

陳怡君 500  施明發 1000  林冠伯 300  葉俞佐 360  詹美桂 300  鍾文珠 1000  王春菊 100  劉怡雯 500  吳淑柳 200  洪麗秋 1000   

劉陽美美 300  曾秀英 500  劉鈺娟 800  嚴翌恩 300  嚴崇恩 300  郭榮祥 500  魏芳婉 2500  徐振榮 200  黃文清 100  吳秀風 100   

祝明智 1000  許杏花 200  陳永峯 500  劉幸茹 200  周碧珍 2000  楊雅評 2000  朱埔珠 200  楊美慧 5000  傅阿秀 300  陳金玉 3000   

周金華 200  白本源 400  彭靜平 1000  顏陳绣娥 1000  張素麗 5000  錢李對 1500  李正富 1000  林慧欣 500   陳鈺勝 500  汪泰平 10000  

汪蔡秀美 10000  張耀仁 5000  楊雅嵐 3000  蘇明珠 200  古秀萍 2000  錢雪玉 100  洪麗秋 1000  徐敏雄 5000  潘世揚 300  廖又禎 200  

李建宏 1200  李姿慧 800  無名氏 800  陳玉琴 300  王明輝 50  張月美 800  謝詩華 1000  余蓓蓓 200   

104 年 3 月 

詹瓊霞 500  劉麗茹 8700  張淑滿 1000  歐陽進恆 1000  祝明智 1000  賴曉雯 1000  汪德根 3000  余淑育 1000  黃媺芸 1000  呂政勇 500  

陳怡君 500  施明發 1000  林冠伯 300  葉俞佐 360  詹美桂 300    鍾文珠 1000  劉怡雯 500  周碧珍 1000   吳淑柳 200  洪麗秋 1000   

劉陽美美 300  曾秀英 500  劉鈺娟 800  嚴翌恩 300  嚴崇恩 300  郭榮祥 500  魏芳婉 2500  徐振榮 200  黃文清 100  吳秀風 100   

祝明智 1000  許杏花 200  陳永峯 500  周志穎 1000  吳培俊 300  詹國順 200  王明輝 50  張黃萬 3000  周燕敏 100  吳昀軒 1600   

林育瑲 1603  游雅綺 1000  蔡鳴鴻 3800  陳石村 2000  楊秋男 700  張正北 500  邢又南 3000  簡抱 300  張正彥 2000  蔡素如 200   

朱春妹 400  劉紘瑋 300  李正富 1000  吳溜濱 100  林佳仁 400  吳春蘭 2000  鍾瑞英 500  李如鶯 300   劉秀茹 3000  詹清一 200 

邱信傑 100  陳昭芳 700 

指定心橋工作坊 

陳欣華 600  游雅綺 1000  陳碧有 3000  周志穎 2500   

劉麗茹 500  謝詩華 500  邱信傑 100 

指定新莊工作坊 

周志穎 2500  劉麗茹 500  謝詩華 500 

溫心小舖捐物芳名錄 

無名氏*7 位  謝詩華  黃莉玲  方翠君  就輔組 

指定捐物芳名錄~心橋/新莊工作坊 

基隆西北社 AG Oil  白米 10 包  聯安診所  免費健檢 30 名 

 新莊南區扶輪社前社長李玉璸 文具/教具各 1 批  張淑滿   

實物捐物 

張春燕 蜂蜜蛋糕 2 盒 肉鬆 2 罐  白天鵝建設公司  財經雜誌一批   

吳宗祐   杜孟玲 二手電子鍋 1 只  吳惠敏 二手打卡鐘 1 只 

羅東中區扶輪社 IPP 陳貴逢卓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百合扶輪社 廖麗心 電毯 1 件 旅行箱 1 只 

土城中央扶輪社暨益州集團 35 件冬季厚外套及冬季衣物 

 

103 年度統一發票中獎金額共計 19,000元！ 

請各位多多捐贈紙本發票&電子發票 

結帳時請告知收銀員﹛愛心碼 88749﹜ 

協會就收到您的愛心了，感謝喲  

統一發票捐贈 / 發票箱放置地點 

劉鈺娟  劉智慧  沈牡丹  陳欣華  柯雯琪  黃莉玲  陳雅玲  古金英  

陳靜子  無名氏  板橋柑仔店有機健康超市  板橋美雅斯麵包店   

中和青年市社區  板橋小黃瓜素食店  華僑中學  陳炯鳴診所   

台亞-林口忠孝站  楊思亮診所  板橋陶瓷小舖   

楊孟達身心精神科診所  板橋蓁和堂中醫診所  楊思亮精神科診所 

  隨手捐電子發票  

 
北縣康為您傳遞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