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5.24「服務利他獎」義賣品一覽表       

編

號 
品類 作品名稱 創作人 捐贈人 價格 義購人 

1 書法 一切福田，不離方寸 余碧珠 余碧珠 20000 余慶源（園景會-盆栽） 

2 書法 一切法畢竟無體 余碧珠 余碧珠 20000  

3 書法 因隨喜眾善 余碧珠 余碧珠 28000  

4 書法 碧荷秀色空絕世 余碧珠 余碧珠 28000  

5 
書法 

無為自安 
余碧珠 余碧珠 18000 

蕭秋勇(犯保顧問/嘉南營造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6 書法 佛明達諸法 余碧珠 余碧珠 28000  

7 
書法 當觀色受想行識 余碧珠 余碧珠 18000 李清俊 

8 書法 以何因緣而名清淨 余碧珠 余碧珠 12000  

9 書法 意根淨則自性淨 余碧珠 余碧珠 10000  

10 書法 念念無間是功 余碧珠 余碧珠 15000 羅榮乾 

12 
書法 

吉祥歡喜 余碧珠 余碧珠 
20000 

蕭秋勇(犯保顧問/嘉南營造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3 
木雕 

瓜瓞綿綿 高基培 高基培 
300000 

陳和錦 

碧珠書法（創作緣起） 余碧珠 余碧珠 陳和錦 

14 木雕 三合院 高基培 高基培 800000 陳和錦 

15 陶藝 茶海 顏綉錦 顏綉錦 2000 周伯良(伯捷汽車董事長) 



16 陶藝 茶倉 顏綉錦 顏綉錦 5000 李清俊(科美建設董事長) 

17 美術繪畫 陰與陽 張曼麗 羅榮乾 280000 蔡金鍊 

18 美術繪畫 城市夜景 張曼麗 李仟萬 300000 陳政鴻 

19 油畫 仕女圖 Minghin 羅榮乾 700000  

20 
攝影 阿里山神木三千年 佚名 羅榮乾 6000 

陳榮基(犯保顧問/真北平餐

廳董事長) 

21 
書法 老子句：載營魄抱一 李燿騰 羅榮乾 32000 王維倫(王庭建設有限公司) 

22 工筆畫 花開富貴 方惠子 羅榮乾 20000 周明輝 

23 
銅雕 起舞 白滄沂 羅榮乾 60000 

江中琇(犯保常委/百家珍釀

造食品公司協理) 

24 銅雕 韌性 白滄沂 羅榮乾 20000 曾國護(佳原建設) 

25 木雕 鳳凰于飛（二面） 佚名 謝亢永 36000 黃俊森 

26 木雕 文昌筆 佚名 羅榮乾 5000 北港眼科醫院執行長 

27 木雕 文昌筆一對 高基培 羅榮乾 8000 呂榮蟬(孟君朋友) 

28 
木雕 孔雀（富貴花開） 佚名 羅榮乾 500000 黎澤花(嘉鳳獅子會會長) 

29 木雕 聚寶瓶 佚名 羅榮乾 50000 柳春夏(榮觀) 

30 木雕 聚寶瓶 佚名 羅榮乾 20000 賴惠珠(榮觀) 

31 木雕 意動生歡喜神安得自然 林正茂 羅榮乾 30000 曾國護(佳原建設) 

32 木雕 其樂晏然 林正茂 林  合 10000 曾國護(佳原建設) 

33 歐風彩繪 花團錦簇 吳郡娟 林  合 10000 曾國護(佳原建設) 



34 木雕 勵勤 林正茂 林正茂 
48000 曾國護(佳原建設) 

220000 宋思權 

35 石雕 鯉躍龍門 佚名 羅榮乾 25000 陳玲寬 

36 藝品 報春圖-六屏風 佚名 羅榮乾 3000 林瑞煌 

37 書法 福 吳國進 吳國進 48000 陳玲寬 

38 書法 上善若水 吳國進 吳國進 18000 林志堅 

39 
石雕 招財金蟾-茶盤 佚名 吳國進 30000 黃國明(大埔鄉鄉長) 

40 書法 阿爸的話（台語） 侯清財 侯清財 20000  

41 書法 杜甫-秋興 侯清財 侯清財 26000  

42 書法 陋室銘 邱錦春 邱錦春 26000  

43 書法 王之渙-登鸛雀樓 施永華 施永華 20000  

44 書法 緣 邱太欽 邱太欽 16000  

45 書法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吳輝鵬 吳輝鵬 16000  

46 書法 錄黃照敏新詩 蕭吉川 蕭吉川 16000  

47 書法 題破山寺後禪院-清晨 李錫明 李錫明 16000  

48 書法 王鐸五律詩-溪路 李錫明 李錫明 16000  

49 書法 無憂-知足詩 魏宗男 魏宗男 16000  

50 書法 春遊-神童詩 魏宗男 魏宗男 16000  

51 書法 閒適 施博獻 施博獻 8000  

52 油畫 花卉 楊啟東 毛啟華 150000  

53 酒類 馬凱 30 年威士忌（1 瓶）  黃正南 36000 吳朝曄 



54 酒類 馬凱 30 年威士忌（1 瓶）  黃正南 32000 李清俊 

55 書法 荀子勸學句（竹崎高中） 張勝雄 張勝雄 5000  

56 工筆 點溪荷葉疊青翠 林永明 林永明 40000 林茂長(宸茂建設董事長) 

57 工筆 荷氣薰風   林永明 林永明 40000 許雅雯(陽明醫院院長特助) 

58 木雕 達摩 佚名 王錦堂 120000 陳和錦 

59 書法 看透 陳順天 陳順天 4000  

60 
書法 鍾愛一生 謝美在 簡聰敏 10000 

陳政鴻(新港文教基金會 

副董事長) 

61 書法 
壽陽曲 林美森 林美森 

6000 
 

62 書法 痛飲 林美森 林美森 6000  

63 書法 即心即佛 蔡淑霞 蔡淑霞 6000  

64 書法 佛 許再雄 許再雄 6000  

65 書法 禪 許再雄 許再雄 5000  

66 書法 錄莊龍先生竹影詩 林瑞煌 林瑞煌 10000  

67  錄林振盛先生杜鵑詩 林瑞煌 林瑞煌 10000  

68 書法 四海硯池小千山筆架高 侯明良 侯明良 6000  

69 書法 悟 劉武雄 劉武雄 12000  

70 油畫 花園 The Garden 吳筱瑩 吳筱瑩 32000  

71 油畫 怡然 黃寶雲 黃寶雲 50000  

72 油畫 韻 張益源 張益源 50000 黃正南 

73 油畫 荷 范巧貞 范巧貞 100000 周伯良 



74 國畫 懷鄉思親 嚴美英 嚴美英 35000 陳思亮 

75 國畫 脈脈 洪仁堡 蕭奕棋 100000 郭文居議員 

76 國畫 紫薇花白頭 洪仁堡 蕭奕棋 100000 莊豐安議員 

77 油畫 鄉野 莊玉明 莊玉明 32000  

78 
書法 幸福 郭憲華 郭憲華 16000 揚聯國際有限公司陳董事長 

79 書法 
李白-將進酒句 陳俊宏 陳俊宏 

12000 
 

80 書法 唐寅詩-一年歌 黃枝文 黃枝文 20000  

81 書法 龍吟百福 林國正 林國正 5000  

82 書法 李白-清平調 高榮頂 高榮頂 8000  

83 書法 杜牧山行 高榮頂 高榮頂 8000  

84 書法 智者千慮 林炎生 林炎生 6000  

85 
國畫 達摩 陳姿夙 陳姿夙 6000 

林敬程(犯保顧問/宸茂建設

經理) 

86 國畫 
觀瀑 黃高勉 黃高勉 

6000 
陳思亮 

87 國畫 垂釣 黃高勉 黃高勉 6000  

88 
工筆 佛手蓮心 陳姿妃 陳姿妃 10000 劉明澄主委 

89 工筆 
大勢至菩薩 陳姿妃 陳姿妃 

36000 
陳文忠議員 



90 國畫 夏山煙曉 陳姿妃 陳姿妃 10000 陳炳村 

91 書法 杜牧山行詩 蕭武龍 蕭武龍 8000  

92 書法 朱元晦觀書有感 魯美貝 魯美貝 5000  

93 磁-釉下彩 山青水碧 (山高水長) 林婉芬 林婉芬 30000 陳奕蓁(玲寬大姐) 

94 書法 孫奇逢格言 吳朝熙 吳朝熙 8000  

95 書法 開天窗 吳朝熙 吳朝熙 8000  

96 書法 毛公鼎銘集言（大篆） 吳淑慧 吳淑慧 8000  

97 書法 行書對聯 吳淑慧 吳淑慧 10000  

98 書法 佛在靈山 林姿吟 林姿吟 10000  

99 書法 炮仔聲 林姿吟 林姿吟 10000  

100 書法 禮運大同篇 甯經純 甯經純 6000  

101 

書法 
行草對聯（文章真處）

（談笑深時） 
張素佾 張素佾 26000 徐文志建築師 

102 國畫 荷 劉匯川 劉匯川 10000 吳希源律師 

103 國畫 春晨荷丰 陳旻君 陳旻君 4000 吳西源律師 

104 水彩 玻瑰花 林當權 林當權 18000 吳西源律師 

105 書法 謙卦吉爻辭 陳旻君 陳旻君 4000 陳又菁書記官 

106 水彩 憶童年 林當權 林當權 20000 張秀華 

107 國畫水墨 多壽 王豫蘭 王豫蘭 30000  



108 國畫水墨 大吉 張碧寅 張碧寅 30000 高正川 

109 油畫 晨曦 王健 蔡清遊 120000 林文村 

110 木雕 聚寶瓶 佚名 羅榮乾 300000 李蜀平 

111 
書法 

書法條幅(行草書體) 

        (花開) 
林瑞煌 林瑞煌 8000 

 

112 
湘繡 虎 佚名 陳振興 50000 

陳鏡亮(嘉義市陳李月女慈

善基金會董事長) 

113 陶藝 感恩花瓶 佚名 羅榮乾 6000 

陳政鴻(新港文教基金會 

副董事長) 

114 

書法對聯 一心生淨土 林燊祿 林燊祿 40000 李昆霖(千葉火鍋) 

115 書法 歌咏(高山茶) 陳昭男 陳昭男  

 

116 書法 梅山小園 陳昭男 陳昭男   

117 木雕 人物雕刻板 佚名 黃文居 2000  

118 

木雕 木花瓶 佚名 黃文居 2000 吳秀珠 



119 金銅工藝 金雞報喜 柯建華 許耀華 160000 莊武雄 

120 書法 佛心 蘇聯生 許耀華 20000  

121 書法 茶禪一味 林忠政 林忠政 30000  

122 壓花 扇之物語 佚名 林茂立 8000 張宏仁 

123 攝影 黑冠麻鷺-哺育 謝鎮財 謝鎮財 3000 高正川 

124 圖畫 花盆 佚名 玉笙坊 10000 林欣榮 

125 染布 于飛 佚名 玉笙坊 3000  

126 銅箔 心經 佚名 玉笙坊 3000  

127 書法 如意 林國正 林國正 10000  

128 書法 創業守成(對聯) 楊渭濱 楊渭濱 20000  

129 書法 閒中(對聯) 謝素梅 謝素梅 20000  

130 書法 老蔓(對聯) 謝素梅 謝素梅 12000  

131 書法 杜工部 謝素梅 謝素梅 10000  

132 書法 處泰滋恭 謝素梅 謝素梅 8000  

133 木雕 鶴型茶匙組(6 件)  白滄沂 20000 陳昆茂(高峰大飯店負責人) 

134 油畫 花盆   10000 林欣榮 

135 書法 如意 劉其毓 劉其毓 50000 許菀育 

136 木雕 關公 佚名 羅榮乾 50000 李蜀平 

137 攝影與木

雕 

夢想 
蔡幸江 蔡幸江 30000 

 



 

 

 

 

138 油畫 魚 陳秀貴 陳秀貴 3000  

139 書法 如意大吉 林國正 林國正 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