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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1月份捐款清寒喪葬補助的名單 

 
中國嗣漢張天師府道教會「清寒民眾喪葬辦法」自 2012年 8月 23日正式公布實

施之後，受到眾多民眾的支持，踴躍捐助善款。截至 2013 年 11月底，本會累計已接

受 4842 人次的善心捐款，協助減輕清寒民眾喪葬負擔。 

 

道科有言「積善則降之以祥」。據《太微仙君功過格》所載，在三十六條功格中，

救濟他人喪葬是一般民眾能力上容易達到，而又功德相對高者。故捐棺實為積福、功

德迴向之簡易可行方法。 

 

本會喪葬補助作業流程與後續作業如下所示： 

 

 

 

 

 

 

 

2013 年 11月新增加 565位善心民眾捐款。本月贊助會員（捐棺芳名錄）如下，本

會感謝善心民眾的心意，並感謝「紫微帝君會」辛苦奔走募款： 

 

王○夫、王○傑、王○敏 一棺 

楊○潔、朱○洋、楊○悅 一棺 

游○暉、羅○羚、鄭○鳳、吳○台、林○緯、陳○陽、王○真 一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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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水、薛曾○娥、蘇薛○宋、阮○馨、田○珍、陳○蓁、劉○宏、劉○翔、

劉○辰、王○瀅 
一棺 

花○軒、譚○謙、周○妤、張○垣、管○伶、陳○夷、陳○君、許○珊、張○

倩、張○儒 
一棺 

周○貞、謝○璇、洪○文、洪○耀、洪○權、顏○卿、邱○渟、邱○全、林○

穎、游○銳 
一棺 

張○綺、黃○銘、袁○玉、鄭○芳、鄭○州、吳○清、柯○萍、劉○英 一棺 

林○珠、李○道、李○宜、林○忠、陳○婷、陳○瑞、周○容、林○儒、林○

妍、楊○茹、黃○鋒 
一棺 

高○英、劉○心、林○妍、薛○倩、薛○文、薛○志 一棺 

郭○龍、周○美、郭○佑、郭○昌、范○紜、郭○青、朱○國、朱○平、陳○

桂、羅○聰、羅張○妹、劉○元、李○冠、李梁○珠、郭○璋 
一棺 

鄭○琳、張○昌、吳○隆、王○驊、王○鴻、簡○鵬 一棺 

王洪○真、陳○嘉、劉江○蓉、劉○樺、王○婕、蔣○德 一棺 

陳○安、邱○英、鄭○蘭、高○華、高○槿、顧○權、林○貞、周○祥、陳○

美、郭○璋、邱○毅 
一棺 

楊○英 一棺 

蔡○、王○子、陳○暉、陳○均、陳○廷、羅○玲、王○哖、王○泰、王○永、

簡○渝、王○涵、王○宇、胡○月、胡○哲、陳○燕、陳○賓、黃○媛、陳○

諠、陳○蓁、高○美、周○承、周○賢 

一棺 

徐○蓮、蔡○中、蔡○彤、蔡○皓、鄭○釧、徐○珍、鄭○文、鄭○宏、鄭○

志、王○春、翁○榮、翁○嘉、翁○偉、胡○鑾、徐○安、徐○翔、徐○華、

唐○容、陳○嬌、陳○民、張○枝、陳○苓 

一棺 

蔡○蘭、林○鳳、劉○枝、高○蕊、李○英、謝○萍、曾○婷、徐詹○盡、徐

○雅、葉○元、阮氏○水、高○昌、王○英、周○任、徐○鈞、王○潔、謝○

清、謝○如、徐○玉、徐○豪、高吳○珍、吳○麗 

一棺 

王○鳳、陳○洋、陳○鴻、高○如、陳○安、陳○雲、梁○光、黃○城、黃○

霞、洪○雯、徐○禎、楊○雅、謝○璜 
一棺 

陳○安、陳○雲、梁○光、黃○城、黃○霞、洪○雯、吳○煌、林○家、葉○

益、李○駖、胡○濬 
一棺 

陳○安、陳○雲、李○莘、蔣○蘭、林○萱、林○家、葉○益、陳○珠、吳○

邦、廖○嫙、楊○豪 
一棺 

陳○安、楊○喨、楊○妏、郭○麗、王○賢、陳○仲、黃○英、李○麗、蔡○

鳳、呂○螢 
一棺 

陳○安、蘇○寶、吳○珊、岳○鈴、岳○雯、岳○山、王○穎、劉○棉、劉○

龍、劉○梅、劉○芬 
一棺 

陳○安、劉○惠、林○婷、何○冠、高 ○、高林○蘭、高○桂、高○媚、劉○

生、林○梅、朱○菱 
一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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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裕、施○馨、阮○睿、姜○伶、阮○芸、阮○柏、阮○椗 一棺 

楊○錦 一棺 

林○雄 一棺 

陳○水、謝○朱、陳○妗、陳○偉、陳○珮 一棺 

陳○霞 一棺 

葉○倍、葉○國、張○櫻、鄭○卿、葉○廷、葉○欣、葉○慈、葉○慈、葉○

慈、葉○翰、葉○君 
一棺 

謝○華、許○瑜、許○宜、隋○蘭、屈○淼、屈○融、吳○億、施○美、吳○

香、吳○俼、黃○君 
一棺 

許○恭、梁○董、許○民、周○妤、許○群、許○揚、許○聖、劉○婷 一棺 

王○珠、王○珠、葉○祥、葉○華、許○乙、賴○彥、張○綢、闕○秀、蔣○

雯、黃○溪、徐○雲 
一棺 

陳○洲、陳○仙 四棺 

施○淨、洪○權、鄭○蓁、洪○禧、洪○婷、江○全、洪○蘋、葛○庭、葛○

閎、范○凌、葛○山 
一棺 

張○菁 一棺 

賴○鴻、游○悅、洪○茹、周○庭、陳○澤、吳○玫、黃○鈴、游○婕、游○

斌、吳○城、吳○欽 
一棺 

楊○娟 一棺 

沈○沅、許蔡○秀、許○惠、沈○希、李○璇、沈○錄、劉○鵑 一棺 

李○池 一棺 

吳○成 一棺 

蘇○貴 一棺 

陳○華、陳○雄、陳○平、陳○強、陳○義、陳黃○霞 二棺 

吳○叡、吳○滿、黃○滋、吳○任、林○誼、周○倉、林○麟、周○瑞、洪○

堂 
一棺 

梁○洞 一棺 

梁○雄 一棺 

許○恭、梁○董、許○民、周○妤、許○群、許○揚、許○聖、劉○婷 一棺 

黃○宜、王○寗、劉○齊、陳○伶、蔡○蓮 一棺 

黃○宜、陳○華、陳○雄、廖○珍、王○棋、林○章、林○旭、周○娟、林○

安 
一棺 

王○華、潤○實業有限公司、潤○企業社、吳○燕、曾○成、邱○雲、林○幸、

梁○賜、林○華 
一棺 

林○儒、洪○涵 一棺 

王○華 一棺 

陳○澤 一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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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經、陳○梅、洪○錡、洪○苡、江○威 一棺 

柯○玲、簡○逸、林○如、簡○緁、簡○蕎、柯○名、彭○菁、林○偉、林○

法、曾林○鳳、曾○東 
一棺 

吳○菁、林○蓁、許○瑜、許○宜、屈○淼、屈○融、謝○華、隋○蘭、張○

炘、洪○華、倪○花 
一棺 

黃○偉 一棺 

陳○聰 一棺 

吳○玲 一棺 

姚○安 一棺 

蕭○文 一棺 

梁○娟 一棺 

蕭○龍 一棺 

蕭○尹 一棺 

賴○鴻、游○悅、賴○喬 一棺 

王○晶、陳○珍、薛○佐、卓○萍、林○勳、林○蒼、林○萬、林○融、林○

偉、林○婷、陳○燕 
一棺 

蔣姚○綢 一棺 

陳○吉、吳○春、周○妤、李○文、李○珍、吳王○貞、黃○宗、葉○順、孟

○琳、蔡○丞、李○凰 
一棺 

林○仕、黃○彥 一棺 

胡○蒝 合家 一棺 

陳○雄、陳○好、劉○真、蘇○生、蘇王○枝、蘇○輝、陳○美、蘇○栩、蘇

○興、蘇○淑、蘇○如 
一棺 

陳○芳 (合家) 一棺 

洪○經、陳○梅、洪○錡、洪○苡、江○威、陳○露 一棺 

阮○裕、施○馨、阮○睿、姜○伶、阮○芸、阮○柏、阮○椗 一棺 

楊○錦 一棺 

陳○杰、陳○甫、吳○香、黃○君、吳○俼、黃○溪、賴○彥、賴○伃、闕○

秀、蔣○鑫、蔣○偉 
一棺 

施○福、劉○雪、施○鐘、施○婷、王○、吳○美、汪○慶、林○勳、林○蒼 一棺 

楊○宇、鐘○廷、楊○光、楊○名、洪○家、洪○達、施○明、謝○貞、施○

辰、曾○鐘、謝鄭○氣 
一棺 

鐘○岭、鐘○隆、鄭○卿、鐘○傑、鐘○凱、鐘○淇、海○ 一棺 

鐘○宏、呂○貞、鐘○慈、鐘○慈、鐘○佑、鐘○婕 一棺 

李○妤、潘○友 一棺 

林○希、羅○玉 一棺 

莊○榮 一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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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忠、陳○瑋、無○氏、蘇○義、施○芳、陳○子 一棺 

林○生 二棺 

呂○鳳、林○生 一棺 

黃○晉、劉○妤、歐○吟、傅○春、張楊○英、梁○秉、梁○修、吳○恩、吳

○德、周○味 
一棺 

李○雄 十棺 

黃○毓、吳○芳、賴○華、戴○賢、吳○靜、朱○瑞、劉○龍、蘇○義、楊○

憲、陳○子、何○賢、施○芳 
一棺 

賴○誠、范○涓 一棺 

范○涓 一棺 

楊○憲 一棺 

楊○璘 一棺 

楊○香 一棺 

楊○真 一棺 

張○文 一棺 

張○瑜 一棺 

盧○瑾 二棺 

 

各界人士如有意支持清寒民眾喪葬補助，歡迎贊助。贊助金額大小不限，

本會將匯集數份小額捐款成為一份補助款。竭誠期待您的善心！ 

 

本會開立之捐款收據可做為所得稅扣抵憑証，捐款金額最高可抵年所得之 20%。 

 

郵政劃撥捐款資料如下： 

收款戶名： 中國嗣漢張天師府道教會 

收款帳號： 50237084 

通訊欄中請註明： 「清寒民眾喪葬贊助」 

捐款【郵政劃撥單】可於本府官網(www.cts65.com)右下方「文件下載區」中下載、列

印使用。 

 

銀行匯款/網路銀行/網路 ATM/實體 ATM 轉帳捐款 

戶名：中國嗣漢張天師府道教會 

        銀行：台灣銀行(004)士林分行   帳號：070-001-031-221 

 

銀行轉帳或匯款後，請來電 02- 2831-1658 通知捐款人資料，否則將無法開立抵扣用

之捐款收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