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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份发放清寒民众丧葬补助的名单 

中国嗣汉张天师府道教总会「清寒民众丧葬办法」自 2012 年 8 月 23 日正

式公布实施之后，截至 2018 年 5 月底，本会累计已补助 7007 位清寒民众(含

项目 2 件)，减轻其丧葬负担。 

2018 年 5 月新发放 115 位清寒民众丧葬补助款。申请人及其代理申办单位

如下，本会并感谢代理申办单位的协助： 

序号 申请人 申办单位名称 

1 吴○娇 花莲县秀林乡富世村守护萨巴协会 

2 王○香 台东县金峰乡公所 

3 王○坤 南投县信义乡公所 社会课 

4 韩○玉 屏东县恒春镇公所 

5 陈○德 花莲县玉里镇公所 

6 尤○俊 屏东县牡丹乡公所社会课 

7 高○玲 屏东县牡丹乡公所社会课 

8 黄○峯 屏东县牡丹乡公所社会课 

9 谢○月 屏东县牡丹乡公所社会课 

10 金○雯 台东县延平乡公所 

11 蔡○银 云林县四湖乡公所 

12 陈○岷 彰化县二水乡公所 

13 董○香 屏东县屏东市民众服务社 

14 刘○歆 屏东县屏东市民众服务社 

15 吕田○琴 南投县信义乡公所 社会课 

16 全○雄 南投县信义乡公所 社会课 

17 林○珠 台东县长滨乡公所 

18 李○龙 台东县长滨乡公所 

19 赵○惠 花莲县秀林乡公所 

20 周○坤 振杰礼仪社 

21 江○娴 花莲县玉里镇公所 

22 杨○惠 台南市北区民众服务社 

23 高○松 彰化县芳苑乡民众服务社 

24 赖廖○丽 振杰礼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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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连○明 花莲县玉里镇公所 

26 董○宗 台东慈明生命礼仪社 

27 蔡○频 屏东县三地门乡民众服务社 

28 李○男 屏东县三地门乡民众服务社 

29 田○稔 台中市龙井区民众服务社 

30 周○条 嘉义县义竹乡公所社会福利课 

31 陈○玮 花莲县玉里镇公所 

32 施○如 南投县左岸成长学苑关怀协会 

33 陈○享 南投县左岸成长学苑关怀协会 

34 刘○平 屏东县屏东市民众服务社 

35 吴○莺 花莲县秀林乡公所 

36 叶○威 花莲县秀林乡公所 

37 朱○燕 花莲县凤林镇民众服务社 

38 江○贞 花莲县凤林镇民众服务社 

39 温○荣 花莲县凤林镇民众服务社 

40 潘○发 台东县长滨乡公所 

41 黄○石 宜兰县苏澳镇公所 社会课 

42 曾○郎 苗栗县通霄镇乌眉里办公室 

43 李陈○霞 金门县民众服务社 

44 王○贤 南投县信义乡公所 社会课 

45 黄○利 花莲县玉里镇公所 

46 黄○光 苗栗县公馆乡公所 

47 林○雄 屏东县三地门乡民众服务社  

48 胡○兰 台东县大武乡公所 

49 许○梅 台东县大武乡公所 

50 廖○村 台东县卑南乡初鹿村办公室 

51 夏许○凤 屏东县恒春镇公所 

52 杨○宝 花莲县秀林乡公所 

53 郭○素 花莲县秀林乡公所 

54 廖○修 南投县议员廖梓佑服务处 

55 陈○美 屏东县三地门乡民众服务社 

56 陈○卿 南投县议员廖梓佑服务处 

57 赖○ 台东县达仁乡梦馨羽原住民部落发展协会 

58 赵○山 屏东县来义乡公所 

59 陈○产 台中市龙井区民众服务社 

60 孔○妹 台东县金峰乡公所 

61 江○钰 南投县议员罗美玲服务处 

62 吴○翰 台东慈明生命礼仪社 

63 林○英 台东县金峰乡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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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潘○吉 屏东县屏东市民众服务社 

65 庄○裕 冠桦生命礼仪社 

66 叶○和 台东县长滨乡公所 

67 李○美 花莲县秀林乡公所 

68 江○美 花莲县秀林乡公所 

69 汪○香 南投县左岸成长学苑关怀协会 

70 蔡○宏 南投县左岸成长学苑关怀协会 

71 陈○玉 南投县左岸成长学苑关怀协会 

72 杨○木 屏东县满州乡公所 

73 都○吉 花莲县瑞穗乡民众服务社 

74 林○家 云林县林内乡公所 

75 李○男 苗栗县大湖乡公所 

76 冉○花 花莲县秀林乡公所 

77 林○春 花莲县瑞穗乡民众服务社 

78 林○花 花莲县瑞穗乡民众服务社 

79 江○帆 台东县延平乡公所 

80 余○作 台东县延平乡公所 

81 慈○生命礼仪社 台东慈明生命礼仪社 

82 陈叶○妹 台东慈明生命礼仪社 

83 周○纯 南投县仁爱乡公所 社会课 

84 徐○蕊 南投县仁爱乡公所 社会课 

85 张○雄 南投县仁爱乡公所 社会课 

86 马○光 南投县仁爱乡公所 社会课 

87 周○娟 南投县仁爱乡公所 社会课 

88 王○信 花莲县玉里镇公所 

89 龚○池 屏东县恒春镇公所 

90 黄○吉 屏东县恒春镇公所 

91 杨○兰 屏东县恒春镇公所 

92 陈○香 屏东县三地门乡民众服务社 

93 林○义 台东县金峰乡公所 

94 邱○珠 屏东县三地门乡民众服务社 

95 周○昌 花莲县秀林乡富世村守护萨巴协会 

96 潘○佺 屏东县牡丹乡公所社会课 

97 曾○郎 花莲县富里乡民众服务社 

98 朱○寒 花莲县凤林镇民众服务社 

99 陈○兴 台东县长滨乡公所 

100 林○雄 台东县长滨乡公所 

101 邱○莲 台东县长滨乡公所 

102 周○杰 花莲县秀林乡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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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赖○龄 冠桦生命礼仪社 

104 廖○伶 冠桦生命礼仪社 

105 尹○福 台南市仁德区仁和里办公室 

106 林○发 花莲县瑞穗乡民众服务社 

107 李○华 花莲县瑞穗乡民众服务社 

108 黄柯○培 振杰礼仪社 

109 司○兵 南投县信义乡公所 社会课 

110 张○文 花莲县秀林乡公所 

111 辜○德 南投县仁爱乡公所 社会课 

112 郑○龙 南投县仁爱乡公所 社会课 

113 潘○义 南投县仁爱乡公所 社会课 

114 吴○祥 南投县仁爱乡公所 社会课 

115 杨○怡 南投县仁爱乡公所 社会课 

  天师府感谢所有善心人士捐款助清寒民众度过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