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恩基金會援;水窖記錄 (由 2010 年起累計)  

2010 年援建水窖細明表    

省 市 縣 鎮 村 水窖(眼) 捐方  水窘編號 

甘肅 白銀市 會寧縣 頭寨子鎮 坪岔村 100 慈恩基金會各善長 慈恩協辦 001-100 

甘肅 白銀市 會寧縣 黨家峴鄉 梁家河村 100 慈恩基金會各善長 慈恩協辦 101-200 

甘肅 定西市 臨洮縣 龍門鎮 農盟村 50 慈恩基金會各善長 慈恩協辦 201-250 

甘肅 定西市 臨洮縣 龍門鎮 新永村 50 慈恩基金會各善長 慈恩協辦 251-300 

甘肅 定西市 渭源縣 大安鄉 張家川村 100 香港青山獅子會 慈恩協辦 301-400 
甘肅 臨夏市 永靖縣 關山鄉 朱家嶺村 100 香港青山獅子會 慈恩協辦 401-500 
甘肅 定西市 陇西县 通安驿镇 栾家川村 50 余巧英女士 慈恩協辦 501-550 

甘肅 白銀市 會寧縣 黨家峴鄉 梁家河村 5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協辦 551-600 

    2010 年於甘肅首建水窖總眼數 600     



 

2011 年援建水窖細明表    

省 市 縣 鎮 村 水窖(眼) 捐方  水窘編號 

甘肅 定西市 安定區 稱鈎驛鎮   5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 2011 甘 095-144 

甘肅 定西市 安定區 杏元鄉   5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 2011 甘 145-194 

甘肅 定西市 臨洮縣 衙下集鎮 洛家川 5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 2011 甘 195-244 

甘肅 定西市 臨洮縣 康家集   50 鄧宇程 慈恩 2011 甘 324-373 

甘肅 定西市 渭源縣 慶坪鄉 老王溝村 63 觀塘獅子會 慈恩 2011 甘 032-094 

甘肅 定西市 渭源縣 慶坪鄉 清泉村 

100 

英國保誠保險公司各善長 慈恩 2011 甘 414-452 

    渭源縣     英國保誠保險公司各善長   

甘肅 定西市 渭源縣 慶坪鄉 樊家溝村 英國保誠保險公司各善長 慈恩 2011 甘 453-513 

甘肅 白銀市 會寧縣 八里湾乡 苟川村 150 香港善心人士 慈恩 2011 甘 374-413 

        甘肅共建水窖眼數 513     
寧夏   鹽池 花馬池鎮 郭記溝王記梁 50 香港善心人士 慈恩 2011 寧 001- 050 

        寧夏共建水窖數 50     

  2011 年甘肅及寧夏兩地共建水窖眼數 563     



 

2012 年援建水窖細明表    

省 市 縣 鄉/鎮 村 水窖（眼） 捐方  水窘編號 

甘肅 定西市 安定區 新集鄉 坪塬、西坪村 50 陳燕 慈恩 2012 甘 001-050 

甘肅 定西市 安定區 西鞏驛鎮 羅川村 50 陳華 慈恩 2012 甘 051-100 

甘肅 定西市 臨洮縣 窰店鎮 黑石灣村 50 葉成傑  慈恩 2012 甘 101-150 

甘肅 定西市 隴西縣 權家灣鄉 田家灣村 50 葉成傑  慈恩 2012 甘 151-200 

甘肅 定西市 隴西縣 通安驛鎮 黑家岔村 5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 2012 甘 201-250 

甘肅 定西市 隴西縣 通安驛鎮 古城、高陽村 5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 2012 甘 251-300 

甘肅 定西市 通渭縣 第三鋪鄉 侯坡村 5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 2012 甘 301-350 

甘肅 定西市 安定區 青嵐山鄉 王灣村 5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 2012 甘 351-400 

        甘肅共建水窖數 400     

寧夏 吳忠市 鹽池縣 花馬池鎮 郭記梁村 50 馮靜儀 慈恩 2012 寧 001-050  
寧夏 固原市 西吉縣 新菅鄉 紅庄村 31 香港愛心人士 

慈恩 2012 寧 051-100 
寧夏 固原市 西吉縣 新菅鄉 紅庄村 (後加水窖) 19 香港愛心人士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海城鎮 山門村 50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會 慈恩 2012 寧 101-150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七营鎮 南堡村 50 香港愛心人士 慈恩 2012 寧 151-200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三河鎮 坪路村 50 香港愛心人士 慈恩 2012 寧 201-250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鄭旗鄉 撒台村吳灣村 10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 2012 寧 301-400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賈塘鄉 雙河 5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 2012 寧 401-450 

寧夏 吳忠市 鹽池縣 麻黃山鄉 黃羊岭村 5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 2012 寧 451-500 

寧夏 吳忠市 鹽池縣 麻黃山鄉 黃羊岭村 20 香港愛心人士 慈恩 2012 寧 711-730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海城鎮 山門村  10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 2012 寧 501-600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鄭庒鄉 窰兒村 50 香港愛心人士 慈恩 2012 寧 601-650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樹台鄉 龔灣村  60 香港愛心人士 慈恩 2012 寧 651-710 

        寧夏共建水窖數 680     

  2012 年甘肅及寧夏兩地共建水窖眼數 1080     

由 2010 年起至 2012 年計甘肅及寧夏共建水窖  2243 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