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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份發放清寒民眾喪葬補助的名單 

 
張天師府以「推廣道教」與「慈善」為主要努力方向，需要大家

的協助。捐款「推廣道教」可以積德求福，並祈求祖天師賜福，達成

心願；捐款「清寒民眾喪葬」可以消業，減少障礙，兩者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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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10 月底，本會累計已補助 4680 位清寒民眾，減

輕其喪葬負擔。 

2016 年 10 月新發放 147 位清寒民眾喪葬補助款。申請人及其代理申辦單

位如下，本會並感謝代理申辦單位的協助： 

 

序號 申請人 申辦單位名稱 

序號 申請人 申辦單位名稱 

1 吳○融 高雄市生暉慈善會 

2 呂○胡 澎湖縣馬公市公所 

3 陳○珍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4 徐○梅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5 林○瑄 南投縣議員廖梓祐服務處 

6 邱○田 南投縣議員廖梓祐服務處 

7 林○婷 台東縣鹿野鄉公所 

8 黃○機 花蓮縣鳳林鎮公所 

9 余○香 台東縣延平鄉公所 

10 伊○。明基○安 台東縣延平鄉公所 

11 王○風 花蓮縣瑞穗鄉民眾服務社 

12 李○貴 花蓮縣瑞穗鄉民眾服務社 

中 國 嗣 漢 張 天 師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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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慧 台東縣延平鄉公所 

14 吳○蓁 花蓮縣卓溪鄉民眾服務社 

15 楊○婷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16 翁○村 自行申請 

17 李○財 南投縣左岸成長學苑關懷協會 

18 陳○勇 南投縣左岸成長學苑關懷協會 

19 吳○顯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20 顏○政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21 顏○雄 台東慈明生命禮儀社 

22 陳○蘭 台東慈明生命禮儀社 

23 張○琹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24 盧○木 屏東縣恆春鎮公所 

25 劉○諾 屏東縣恆春鎮公所 

26 尤○娥 屏東縣恆春鎮公所 

27 羅○琴 台東慈明生命禮儀社 

28 辜○鉦 台東慈明生命禮儀社 

29 張○雲 自行申請 

30 林○英 苗栗縣獅潭鄉民眾服務社 

31 劉○松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32 吳○志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33 許○輝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34 石○娥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35 廖○榮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36 蘇○梅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37 溫○詠 南投縣議員廖梓祐服務處 

38 李○和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39 田○惠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40 幸○忠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41 潘林○仔 台東縣長濱鄉公所 

42 曾○儀 苗栗縣公館鄉公所 

43 張○庭 彰化縣二水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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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陳○宜 屏東縣東港鎮民眾服務社 

45 高○雲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46 邱○妹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47 趙○裕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48 葛○南 台東縣鹿野鄉公所 

49 許○揚 桃園市觀音區廣福里辦公處 

50 黃○君 屏東縣恆春鎮公所 

51 林○和 屏東縣恆春鎮公所 

52 劉○創 花蓮縣富里鄉民眾服務社 

53 葉○勇 花蓮縣富里鄉民眾服務社 

54 章○達 自行申請 

55 蔡○煌 屏東縣牡丹鄉公所社會課 

56 蔡○添 台東縣金峰鄉公所 

57 曾○緞 花蓮縣瑞穗鄉民眾服務社 

58 黃○妹 花蓮縣瑞穗鄉民眾服務社 

59 林○安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60 簡○章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61 陳○娟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62 謝○輝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63 陳○枝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64 張○華 苗栗縣公館鄉公所 

65 全○美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66 陳○梅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67 毛○賢 台東縣鹿野鄉代表 陽志明 

68 胡○芳 台東縣延平鄉公所 

69 江○香 台東縣延平鄉公所 

70 高○蘭 花蓮縣卓溪鄉民眾服務社 

71 潘○榮 台東縣長濱鄉公所 

72 姜○緣 花蓮縣富里鄉民眾服務社 

73 賴○鴻 雲林縣議員周秀月服務處 

74 羅○銘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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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許○勝 金門縣民眾服務社 

76 楊○月 金門縣民眾服務社 

77 翁○樑 花蓮縣富里鄉民眾服務社 

78 張○烈 花蓮縣富里鄉民眾服務社 

79 田○娟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80 王○華 彰化縣芳苑鄉民眾服務社 

81 王○雄 台東縣延平鄉公所 

82 蕭○媛 南投縣議員廖梓祐服務處 

83 吳○真 南投縣議員廖梓祐服務處 

84 黃○軒 南投縣議員廖梓祐服務處 

85 陳○香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86 高○輝 台東縣達仁鄉夢馨羽原住民部落發展協會 

87 余○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88 張○宏 金門縣民眾服務社 

89 馮○超 屏東縣屏東市民眾服務社 

90 鄭○渝 自行申請 

91 歐○芬 南投縣左岸成長學苑關懷協會 

92 劉○憲 南投縣左岸成長學苑關懷協會 

93 莊○菁 澎湖縣馬公市公所 

94 劉○興 台東縣大武鄉公所 

95 陳○芳 台東縣大武鄉公所 

96 張○榮 台東縣大武鄉公所 

97 潘劉○淑 台東縣大武鄉公所 

98 謝○香 屏東縣恆春鎮公所 

99 張○穆 屏東縣恆春鎮公所 

100 洪○璘 南投縣議員廖梓祐服務處 

101 陳○三 台東縣長濱鄉公所 

102 蕭○淑 屏東縣屏東市民眾服務社 

103 張○和 屏東縣屏東市民眾服務社 

104 原○瀚 屏東縣屏東市民眾服務社 

105 黃○閔 屏東縣屏東市民眾服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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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孫○華 台東慈明生命禮儀社 

107 楊○宏 台東慈明生命禮儀社 

108 黃○庭 台東縣鹿野鄉公所 

109 藍○娣 宜縣縣蘇澳鎮公所 

110 方明○蘭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111 乎○。屋○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112 王○鈴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113 呂○春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114 徐○民 南投縣議員廖梓祐服務處 

115 李○滿 澎湖縣馬公市民眾服務社 

116 彭○柔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117 劉○玉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118 張○女 台東縣鹿野鄉代表 陽志明 

119 林○誼 台東縣鹿野鄉瑞豐村辦公室 

120 胡○蘭 台東縣長濱鄉公所 

121 劉○祥 苗栗縣大湖鄉公所 

122 吳○昭 花蓮縣瑞穗鄉民眾服務社 

123 王○梅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124 金○財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125 全○興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126 顏○金 台東縣大武鄉公所 

127 夏簡○素 台東縣大武鄉公所 

128 黃○華 台東縣大武鄉公所 

129 陳○德 台東縣大武鄉公所 

130 周○君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131 金○花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132 高○香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133 林○英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134 吳○生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135 尹○子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136 陳○彬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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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邱○玲 台東縣延平鄉公所 

138 唐○玲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139 游○ 台東縣達仁鄉夢馨羽原住民部落發展協會 

140 林○柱 南投縣議員廖梓祐服務處 

141 陳○ 台南市仁德區新田里辦公室 

142 邱○英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143 李○德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144 林○華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145 尤○豪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146 張○瑋 台東縣鹿野鄉公所 

147 巫○章 南投縣議員廖梓祐服務處 

 

各界人士如有意支持推廣道教或清寒民眾喪葬補助，歡迎贊助。贊助

金額大小不限。竭誠期待您的善心！ 

 

郵政劃撥捐款資料如下： 

收款戶名： 中國嗣漢張天師府 

收款帳號： 50237084 

通訊欄中請註明： 「推廣道教」或「清寒民眾喪葬贊助」 

捐款【郵政劃撥單】如下，亦可於本府官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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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以銀行轉帳或匯款後，請於本府官網(www.cts65.com)右下方「文件下載區」

中下載【ATM 轉帳通知單】填寫後通知本府；或請來電 02- 2831-1658 通知捐

款人資料，否則將無法開立收據。郵政劃撥則免。 
 

贊助推廣道教之說明 

贊助張天師府推廣道教，可向祖天師祈求以下心願項目： 

□身心健康□父母身心健康□配偶身心健康□夫妻和美 

□子女乖巧□早生子嗣□全家和樂□學業進步□考試順利 

□求職成功□職場順遂□財運增強□生意興隆□道果精進 



7 
 

注意事項： 

1. 「德」須自己累積，款項建議由捐款人本身付出（可由他人代聯

絡、執行）。 

2. 除身心健康一項，基於孝道與夫妻一體原則，可以代父母、配偶

祈求之外，其餘心願項目均限於捐款人自身。 

3. 父母代子女求乃表關愛慈德，但基於孝道倫理，最好以小朋友自

身所存之零用錢捐款。 

4. 一次捐款僅能祈求一個心願項目。不在心願項目者無法祈求，敬

請見諒。 

5. 捐款金額不限。 

6. 無特定祈求心願者，本府為其誦經祈福。 

 
捐款喪葬補助之說明 

1. 本會代替清寒喪家感謝捐款者，於當月或隔月為捐款者誦經祈福

一次。 

2. 本會提供祈安疏文，乃功德迴向用，並非索取恩德，捐款者可以

不必介懷。以之祈安，或可減少無形的障礙。 

3. 收據和疏文須待款項真實補助給清寒民眾之後才提供，約為捐款

後約二個月左右才能收到，請耐心等候。 

4. 可一次匯款，指示本會分成數月捐出，以減少往來郵局/銀行的瑣

碎作業。 

 

98-04-43-04  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單   

帳 
 
號 
5 0 2 3 7 0 8 4 

金 額 
新台幣 
(小寫)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通 訊 欄(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戶 

名 
中國嗣漢張天師府道教會◎ 捐款用途◎ 

□贊助「張天師府年刊(附農民曆)」發

行________________元 

□贊助道教推廣_____________元 
祈求心願項目：（一次捐款僅限勾 
選一項，不在項目內者無法祈求） 
□無求    □身心健康 
□父母身心健康□配偶身心健康 
□夫妻和美□子女乖巧□早生子嗣 
□全家和樂□學業進步□考試順利 
□求職成功□職場順遂□財運增強 
□生意興隆□道果精進 

 慈善專項—清寒民眾喪葬補助 

1 □一次性捐出______________元
或□(一次匯款，分數月捐出)本次匯
___________元，分_______月捐出 
2疏文和收據□同以前□如下指示： 
疏文□寄送□免寄 
收據寄送□年度累計□單次寄送 
寄送方式□平信□掛號 

寄 款 人 

經辦局收款戮 

姓 
名 

 

通

訊

處 

 

電
話 

(日)  

(夜) 

 

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收 據  
收 
款 
帳 
號 
戶 
名 

 

存 
款 
金 
額 

 

電 
腦 
記 
錄 

 

 
經辦局收
款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