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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份發放清寒民眾喪葬補助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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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7 月底，本會累計已補助 5783 位清寒民眾，減輕

其喪葬負擔。 

2017 年 7 月新發放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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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許○福 台東慈明生命禮儀社 

2 陳○玉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3 陳○容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4 曾○瑋 台東縣鹿野鄉公所 

5 蔡○旺 南投縣議員廖梓祐服務處 

6 邱○慈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7 李○翰 花蓮縣鳳林鎮民眾服務社 

8 許○泰 台東慈明生命禮儀社 

9 李○興 花蓮縣瑞穗鄉民眾服務社 

10 許○庭 花蓮縣瑞穗鄉民眾服務社 

11 鍾○騰 花蓮縣瑞穗鄉民眾服務社 

12 李○芳 花蓮縣瑞穗鄉民眾服務社 

13 古○玲 台東縣延平鄉公所 

14 洪○麟 台北市南港區公所 

15 全○利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16 黃○恩 屏東縣恆春鎮公所 

17 王○平 屏東縣恆春鎮公所 

18 黃○永 屏東縣恆春鎮公所 

19 紀○安 台中市龍井區民眾服務社 

20 姚○富 台中市龍井區民眾服務社 

21 陳○純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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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賴○鑾 南投縣左岸成長學苑關懷協會 

23 張○東 南投縣左岸成長學苑關懷協會 

24 馮氏○水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25 周○治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26 魏○莊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27 林○木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28 曾○華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29 鄭○發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30 洪○生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31 劉○華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32 林黃○里 台東縣大武鄉公所 

33 蔡○香 台東縣達仁鄉夢馨羽原住民部落發展協會 

34 林○貞 澎湖縣馬公市公所 

35 游陳○娥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社會課 

36 趙○龍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37 胡祐○梨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38 鄧○堯 彰化縣二水鄉公所 

39 陳○俊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社會課 

40 余○子 東寶禮儀社 

41 馬賽○賓 花蓮縣鳳林鎮民眾服務社 

42 趙蘇○雲 台東縣大武鄉公所 

43 劉○芩 台東縣大武鄉公所 

44 張唐○美 台東縣大武鄉公所 

45 張○宏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社會課 

46 盧○龍 屏東縣恆春鎮公所 

47 林○玉 屏東縣恆春鎮公所 

48 柯○忠 屏東縣屏東市民眾服務社 

49 張○健 澎湖縣馬公市公所 

50 吳○婷 桃園市觀音區保障里辦公處 

51 胡○技 台東縣延平鄉公所 

52 林○吉 台東縣金峰鄉公所 

53 邱○滿 苗栗縣公館鄉公所 

54 謝○霞 南投縣議員廖梓祐服務處 

55 賴○琪 南投縣議員廖梓祐服務處 

56 簡○帝 南投縣議員廖梓祐服務處 

57 吳○翰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58 高○明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59 黃○德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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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呂○火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61 劉蕭○妹 苗栗縣公館鄉公所 

62 孫○蘭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社會課 

63 呂○勝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64 游○庭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65 陳○義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66 陳○意 花蓮縣瑞穗鄉民眾服務社 

67 林○達 花蓮縣瑞穗鄉民眾服務社 

68 曾○盛 花蓮縣瑞穗鄉民眾服務社 

69 司○妹 花蓮縣瑞穗鄉民眾服務社 

70 林○ 花蓮縣瑞穗鄉民眾服務社 

71 葉○堂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72 曾○樺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73 邱○鎂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社會課 

74 張○川 雲林縣林內鄉公所 

75 顏○津 雲林縣大埤鄉南和村辦公處 

76 胡○霞 台東縣延平鄉公所 

77 簡○花 台東縣大武鄉公所 

78 王○盈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79 張○晴 台東慈明生命禮儀社 

80 湯○義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81 張○山 自行申請 

82 黃○瑋 雲林縣東勢鎮嘉隆村辦公處 

83 劉○生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84 余○發 花蓮縣鳳林鎮民眾服務社 

85 張○瑝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社會課 

86 陳○恩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87 吳○益 花蓮縣瑞穗鄉民眾服務社 

88 余○善 花蓮縣瑞穗鄉民眾服務社 

89 陳○桐 南投縣左岸成長學苑關懷協會 

90 陳○朝 南投縣左岸成長學苑關懷協會 

91 谷○志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社會課 

92 林○昆 桃園市觀音區保生里辦公處 

93 吳○蓉 屏東縣恆春鎮公所 

94 林○英 花蓮縣卓溪鄉民眾服務社 

95 蘇○珠 花蓮縣卓溪鄉民眾服務社 

96 邱○涵 台東縣鹿野鄉公所 

97 劉○香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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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陳○謙 台東慈明生命禮儀社 

99 蘇○瑜 台東縣大武鄉公所 

100 陳○妹 台東縣大武鄉公所 

101 賴○瀠 南投縣左岸成長學苑關懷協會 

102 蔡○如 南投縣左岸成長學苑關懷協會 

103 藍○烽 南投縣左岸成長學苑關懷協會 

 

  天師府感謝所有善心人士捐款助清寒民眾度過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