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 6 月物資捐贈資料表 
編 號 日期 捐 贈 單 位 品        名 數 量 使 用 用 途 
6103 6/01  陳記鹹酥雞     食品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 
6104 6/02 林傳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05 6/02 陳靜慈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06 6/02 呂林碧鑾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07 6/02 賴鄸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08 6/02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09 6/02 富利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10 6/02 張存瑄     餅 乾  一箱 交膳食管理組 
6111 6/02 許淑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12 6/02 慶豐茶業農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13 6/02 愛心人士     漂白水  三桶 交物資管理組 
6114 6/02 劉曉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15 6/02 陳敏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16 6/02 梁碧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17 6/02 呂林碧鑾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18 6/02 梁宏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19 6/02 劉曉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20 6/02 呂林碧鑾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21 6/02 邱淑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22 6/02 陳維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23 6/02 鍾國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24 6/02 張存瑄  糖果、民生用品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 
6125 6/02 黃白白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26 6/02 王美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27 6/02 陳月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28 6/02 呂珮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29 6/02 藍惠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30 6/02 川其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31 6/01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32 6/01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33 6/01 林晨諺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34 6/01 川其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35 6/01 藍惠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36 6/01 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37 6/02 林傳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38 6/02 黃柳萍 二手衣  玩具  一批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39 6/02 涂 按摩器 一台 交物資管理組 

6140 6/02 常慶怡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41 6/02 愛心人士(嘉里大

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42 6/02 陳靜慈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43 6/02 呂林碧鑾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44 6/02 賴鄸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45 6/02 林美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6146 6/02 邱淑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47 6/02 陳維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48 6/02 陳存瑄 食品、民生用品  三箱 交物資管理組 
6149 6/02 王美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50 6/02 陳月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6151 6/02 愛心人士(屏東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仁安部落) 

6152 6/02 富利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仁安部落) 

6153 6/02 劉曉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仁安部落) 

6154 6/02 愛心人士     漂白水  三桶 交物資管理組 
6155 6/02 香港商利時綠適(股

公司)台灣分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仁安部落) 

6156 6/02 梁寶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仁安部落) 

6157 6/02 慶豐茶業農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仁安部落) 

6158 6/02 許淑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仁安部落) 

6159 6/02 鍾國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仁安部落) 

6160 6/02 梁碧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仁安部落) 

6161 6/02 陳敏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仁安部落) 

6162 6/04 朱庭儀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仁安部落) 

6163 6/04 廖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仁安部落) 

6164 6/04 李雲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仁安部落) 

6165 6/04 心尼     泡  麵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 
6166 6/04 愛心人士     保久乳  8 箱 交膳食管理組 
6167 6/04 莊永當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慶豐部落) 

6168 6/04 許德正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慶豐部落) 

6169 6/04 謝 IS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慶豐部落) 

6170 6/04 黃如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慶豐部落) 

6171 6/04 歐宛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慶豐部落) 

6172 6/04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慶豐部落) 

6173 6/05 林俞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慶豐部落) 

6174 6/05 陳萃婷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吉安慶豐部落) 

6175 6/05 余錫光     墨  鏡  一批 轉贈(吉安慶豐部落) 

6176 6/05 賴紫嫣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慶豐部落) 

6177 6/05 劉錦鏢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慶豐部落) 



6178 6/05 賴瑞蓮     餅  乾  一箱 交膳食管理組 
6179 6/05 周曼芝     新 T 恤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6180 作廢     

6181 6/05 一群人 白米 200 斤 交膳食管理組 

6182 6/05 達裕工業(股)公司 白米 12KG 五包

60KG 

 

交膳食管理組 

6183 6/05 簡澤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里漏部落) 

6184 6/05 九洲食品有限公司     香  蕉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 
6185 6/05 (明峰)尚展(成功分

公司) 
    麵  包  二箱 交膳食管理組 

6186 6/05 李 IS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里漏部落) 

6187 6/05 黃白白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里漏部落) 

6188 6/05 張存瑄    糖果、餅乾  一箱 交膳食管理組 
6189 6/05 黃俊男     芭  蕉  二箱 交膳食管理組 
6190 6/05 陳雅琪     饅  頭  一箱 交膳食管理組 
6191 6/06 林水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里漏部落) 

6192 6/06 黃秋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里漏部落) 

6193 6/06 陳梅月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里漏部落) 

6194 6/06 方鈴惠   二手衣 T 侐  二箱 轉贈(吉安里漏部落) 

6195 6/06 林筠皓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里漏部落) 

6196 6/06 楊居貴     二手衣 

     娃 娃 
 二箱 轉贈(吉安里漏部落) 

6197 6/06 陳彤彤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里漏部落) 

6198 6/06 南卓瑪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里漏部落) 

6199 6/06 林姿芩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里漏部落) 

6200 6/06 邱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里漏部落) 

6201   6/06 全統航空貨運承攬

有限公司 
    漂白水  2 箱 交由倉管組入庫 

   6202   6/06 善友(感謝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203   6/06 菁弘國際大件     衛生紙  一箱 交由倉管組上架 

   6204   6/06      黃雪錦     二手衣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205   6/06    石孟蓓    麵線.罐頭 各兩箱 交由廚媽烹煮.點心 

   6206   6/06    賴姵璇   二手衣服 兩箱 轉贈(崇德部落) 

   6207   6/06   杭達后里行     包包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208   6/06     施玉燕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209   6/06     許昭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6210   6/07     陳明福    芒果 一箱 分配院生食用 

   6211   6/07     洪嘉嬨    芒果   一箱 分配院生食用 



   6212   6/07 平雲山都飯店 
   周美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213   6/07   吳雨璇   二手衣 兩箱 轉贈(和平部落) 

  6214   6/07    楊伊涵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215   6/07    鄧嬋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216   6/07    李素芬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217   6/07    鄧玉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218   6/07    李佩陵    二手衣 兩箱 轉贈(秀林部落) 

  6219   6/07  十方共修會(十方) 背包.烏龍茶.用品  一箱 交由助理保育員分配 

  6220   6/07    林嘉政 電腦配件.二收 3C 

用品 

一批 交由生輔老師分配 

  6221   6/07    張景量    玩具 一箱 交由助理保育員分配 

  6222   6/07    蔡玉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223   6/07    謝嘉賢    二手衣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224   6/07    墾丁不動產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225   6/07     王淑錦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226   6/07     杜幸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227   6/07     李幸玉      素圓 一批 交由廚媽預備使用 

  6228   作廢     

  6229   6/09   愛心人士     白米 9KG 2 包 交由廚媽烹煮 

  6230   6/07   李東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231   作廢     

  6232   6/07  樹億興業(股)公司    衣服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233   6/07    周芸靚    鞋子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234  作廢     

  6235   6/07   江旻蓉     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6236   6/07 新北市中和民享公

共托育中心 
    餅乾 

   衛生紙 

6 箱 
2 箱 

交由倉管組處理 

  6237   6/08   游采琳    西瓜 13 顆 交由保育組分配食用 

  6238   6/08   李蔡世子    食品 一批 交由倉管組分配 

  6239   6/09 卓秀珍.嚴元駿.楊家

瑜.嚴啟睿.嚴愛歆 
   米.乾糧 一批 交由倉管組分配 

  6240   6/09 康春女.葉德祥.葉尚

斌.葉尚銘.邱玉嬌 
   水果.菜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分配 

  6241   6/09 趙秀雪.王必勳.王曉

雯.王姿惠 
  物資.飲料. 一批 交由倉管組入庫 

  6242   6/09 牟至強.李妍儀.威豪

國際租賃有限公司 
  物資.肉類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分配 

  6243   6/09 吳淑妃.羅偉泉.徐鳳   食品.餅乾  一批 交由保育組人員分配 



玉.鄭雅文 
  6244   6/09 李丁河.趙素蓉.何秀

蓉 
  物資.食品 一批 交由保育組人員分配 

  6245   6/09     蔡旗得   衣服.文具 一箱 交由保育組分配 

  6246   6/09     張淑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247   6/09     呂瑞玉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248   6/09     王秀綺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249   6/09     劉倖蓉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250   6/09     黃國城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251   6/09     葉玲江     衣服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6252   6/09     楊媛婷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6253   6/09     楊書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6254   6/10 德昌農藥肥料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6255   6/10     王菁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6256   6/10     鍾依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257   6/10     徐正清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258   6/10     陳璽中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259   6/10 吳寶春食品(股)公
司—台中 

  麵包  3 箱 交由早班老師分配院

生早餐食用 

  6260   6/10     陳梧軒   包子 1 箱 部落課輔班學生點心 

  6261   6/10     富廣   二手衣 1 箱 轉贈(崇德部落) 

  6262   6/10 連淵—才計價(7)   二手衣 5 箱 轉贈(崇德部落) 

  6263   6/10    林昱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264   6/11   帝一嚴選   饅頭 1 箱 部落課輔班學生點心 

  6265   6/11     林大鈞   二手衣物 二箱 轉贈(秀林部落) 

  6266   6/11     劉俐伶    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267   6/11     鄭珮吟    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268   6/11   聯翔餅店    麵包  1 箱 部落課輔班點心 

  6269   6/11     林慧君    日用品 1 盒 交由保育人員分配 

  6270   6/11     林宛宣    衣服 二箱 轉贈(秀林部落) 

  6271   6/11 謙禾科技-蔡雅惠    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272   6/11     黃小姐    衣物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273   6/11     張建生    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274   6/11     劉小姐    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275   6/12      洪  S   二手衣  三箱 轉贈(和平部落) 

  6276   6/12     陳宛欣    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277   6/12     感謝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278   6/12     蔡佳諠   衣物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279   6/12 明谷通企業有限公

司(賴威龍)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280   6/12  快樂麥方歐式手作

烘焙坊 
    麵包 1 箱 交由早班老師準備造

餐 

  6281   6/12      張孟淇    書籍文具 1 箱 交由生輔員上架閱覽

室 

  6282   6/12      黃千祝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6283   6/12      董妙媛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6284   6/12     潘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6285   6/12     陳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6286   6/12     李佳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6287   6/12     林惠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6288   6/12     黃暟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6289   6/12     林妤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6290   6/12     林淑芳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可樂部落) 

  6291   6/13     陳阿桂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可樂部落) 

  6292   6/13 水底寮開聖宮-吳素

梅  宮主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6293   6/13     張碧茹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6294   6/13     吳威德    2 手書籍 1 箱 交由生輔員上架 

  6295   6/13     陳雅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296   6/13     林筱柔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297   6/13     潘美日     二手鞋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298   6/13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299   6/13     賴睿敏     二手衣物  二箱 轉贈(秀林部落) 

  6300   6/13     吳小姐     二手衣 二箱 轉贈(秀林部落) 

  6301   6/13 慕渴(股)公司 4 月份 嘉明鮮乳 210ml 160 瓶 分配院生早餐食用 

  6302   6/13 慕渴(股)公司 5 月份 嘉明鮮乳 210ml 200 瓶 分配院生早餐食用 

  6303   6/14     羅苙蓁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04   6/14 黃建智.黃景富 
王淑月.黃依婷 

   保久乳 
    罐頭 

2 箱 
4 箱 

分配院生點心食用 

  6305   6/14 葉痒宏(菊元寶)     防蚊膏 一批 分配院生使用 

  6306   6/14 曾淑芬     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07   6/14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08   6/14      郭秋琴    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09   6/14      徐惠琴     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10   6/14      謝惠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11   6/14      感恩您    二收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12   6/14     林小姐     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13   6/14     曾翠芳    二手玩具 一批 轉贈(文蘭部落) 

  6314   6/14     陳素偵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315   6/14     廖昱妍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316   6/14     賴春足     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317   6/14     陳麗妃     衣物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318   6/14     許紀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319   6/14     劉桂身     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320   6/14     黃淑利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321   6/14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322   6/15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五箱 轉贈(秀林部落) 

  6323   6/15     胡明華   豬腳.排骨  一批 院童午餐.晚餐食用 

  6324   6/15     鄭建國  絞肉.排骨.豬心 一批 院童午餐.晚餐食用 

  6325   6/15    陳春鴻      魚 一批 院童午餐.晚餐食用 

  6326   6/15    陳佩蓁     衣服 二箱 轉贈(秀林部落) 

  6327   6/15    劉雪芬     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328   6/15    林慈御美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329   6/15    郭璟霖    衣物.鞋子 一箱 分配院童穿著 

  6330   6/15    周易晴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6331   6/15 統一時代百貨

-Sum:375 專櫃 
  洗髮精.染髮劑  一箱 分送所有教職員工使

用 

  6332   6/15     賴新云      物資 一批 分配院生使用 

  6333   作廢     

  6334   6/15 台灣中油公司-東區

營業處 
    粽子 一批 分配院童.師生食用 

  6335   6/16      蔡芊葦     西瓜 8 顆 分配院生飯後水果 

  6336   6/17      蘇儀湄     包包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6337   6/17     李小姐    民生用品 一箱 分配院生使用 

  6338   6/17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6339   6/17     鮑世偉    二手衣 3+1 箱 轉贈(銅門部落) 

  6340   6/17 萬洋皮件有限公司     包包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6341   6/17     徐秀芬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6342   6/17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銅門部落) 



  6343   6/17     感謝您     糖果 一箱 轉贈部落課輔班孩子 

  6344   6/17  王奕涵.劉培琳     物資 一批 分配院生使用 

  6345   6/17 全家-洪詩如…等 保久乳.餅乾.白米 一批 分配院生食用 

  6346   作廢     

  6347   6/19     李文玉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348   6/19     洪淑芬    衣服.鞋子 二箱 分配院生穿著 

  6349   6/19     劉華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350   6/19     鍾卉菁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351   6/19     程英傑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352   6/19 高雄市美濃區農會

供銷部 
     香蕉 3 箱 分配院生與課輔班學

生食用 

  6353       6/19 李志圓.李儒霖      白米 30 公斤 交廚媽烹煮稀飯.白飯 

  6354   6/19 尚展(成功分公司)      麵包 一箱 交當班老師準備早餐 

  6355   6/19 奉聖慈善會      粽子  一箱 分配院生與員工食用 

  6356   6/19     陳和全      芒果 兩箱 分配院生與課輔班學

生點心 

  6357   6/19 宏俊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358   6/19     楊孟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359   6/19     劉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360   6/19     梁珈綾     餅乾 一箱 分配院生點心食用 

  6361   6/19 黑橋牌企業(股)公
司 

    培根 60 包 交廚媽烹煮.料理院生

晚餐食用 

  6362   6/19     黃  寄     小內褲 12 件 交保育員分配男院生 

  6363   6/19     感謝您       衣服  1 袋 轉贈(三棧部落) 

  6364   6/19     廖文明     衣物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365   6/19     楊彩霞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366   6/19     朱麗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367   6/19 玉應壇(各委託者)       食品 一箱 交倉管上架隨時取用 

  6368   6/19     饒雅婷      衣服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369   6/19     陳寶惠      衣服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370   6/19     蔡菁珊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371   6/19     李星儀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372   6/19     謝碧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373   6/19     卓福進     衣服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374   6/19     許凱音   生活用品 一箱 交倉管組入庫 

  6375   6/19     溫紅豆      衣服 二箱 轉贈(三棧部落) 



  6376   6/19     張齡芳     衣物 一袋 轉贈(三棧部落) 

  6377   6/19     林妍恩     用品 一箱 交保育人員分配院生 

  6378   6/19     劉人華     衣物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6379   作廢      

  6380   6/19     涂小姐      衣物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81   6/19 (明峰)尚展(成功分

公司) 
    麵包 一箱 分配部落課輔班點心 

  6382   6/19     林律玲  衣物.鞋.袋子 二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83   6/19     林俊佑      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84   6/20     華夏舖     髮飾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85   6/20     馮琳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86   6/20     陳淑美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87   6/20     感謝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88   6/20     吳琇慧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89   6/20     黃美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6390   6/20     陳梅英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6391   6/20     張雅雯 洗衣粉(精)低敏 1
瓶+5 包 

 分配院生洗衣服使用 

  6392   6/20     王廷嘉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榕樹部落) 

  6393   6/20     張建生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6394   6/20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6395   6/20 偉基營造—蘇靖雯     二手衣物 3+1 箱 轉贈(榕樹部落) 

  6396   6/20       陳’S   二手鞋子.衣服 二箱 轉贈(榕樹部落) 

  6397   6/20     謝榮蓉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榕樹部落) 

  6398   6/20     連誠裝訂     新衣服 二箱 分配院童穿著 

  6399   6/20     蕾蒂蜜     新衣服 二箱 分配院童穿著 

  6400   6/20     林小惠      南瓜 1 批 交廚媽烹煮 

  6401   6/20     陳維真      香蕉 1 批 分配院童飯後水果 

  6402   6/21     廖’S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6403   6/21     王淑嬛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404   6/21     方蕙心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405   6/21     黃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406   6/21     張道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407   6/21     周景達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408   6/21     黃月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409   6/21     陳翠芳     飲料 一箱 份配部落課輔班點心 

  6410   6/21     蘭素合  二手鞋.二手衣 各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6411   作廢         

  6412   6/21     陳雅惠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銅門部落) 

  6413   6/21     章素妮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銅門部落) 

  6414   6/21     康燕珠     二手衣褲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6415   6/21     林宛豫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6416   6/21     吳雅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6417   6/21 幸一生醫科技有限

公司 
    退燒貼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6418   6/21     葉思筠     二手鞋 三箱 轉贈(銅門部落) 

  6419   6/21     陳心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6420   6/21     廖劍鴻     二手衣 三箱 轉贈(銅門部落) 

  6421   6/21     凌麗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6422   6/21     大比大協會      蛋糕 十條 分配院生.課輔班點心 

  6423   6/23     正陳阿園    沙拉油 2 公升 3 瓶 郊由廚媽烹煮調料 

  6424   6/23 新北市汐止區江北

里辦公處 
   食品.衣物 一批 交助理保育員分配院

生使用 

  6425   6/24     感恩您     二手衣 二箱 轉贈(佳灣部落) 

  6426   6/24 萱莉專業髮妝品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灣部落) 

  6427   6/24     張雯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灣部落) 

  6428   6/24     蔣曼琪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灣部落) 

  6429   6/24     黃荺琍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佳灣部落) 

  6430   6/24 果漾莊園國際食品

有限公司  王士豪 
    餅乾   一箱 分配院生食用 

  6431   6/24 蜜棗專案  胡吉雄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灣部落) 

  6432   6/24     吳璧合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灣部落) 

  6433   6/24     吳秀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佳灣部落) 

  6434   6/24 千秋國際有限公司 
  林建銘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灣部落) 

  6435   6/24     溫淑敏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灣部落) 

  6436   6/24     林容綉     麵.肉鬆 一箱 交由廚媽烹煮餐點 

  6437   6/24     李漢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438   6/24     黃甸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439   6/24     黃宥霖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440   作廢         

  6441   6/24     林青燕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442   6/24     曾明清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443   6/24     林      包包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444   6/24     陳寶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445   6/25     蔡孟廷     米 一箱 交由廚媽烹煮 

  6446   6/25     薛廉峰     鳳梨 一箱 分配院生食用 

  6447   6/25 Anna 妹妹（柔柔）   蓮霧  一箱 分配院生食用 

 644８  6/25   陳怡晴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44９  6/25   李甄真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4５０  6/25    王雲玉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451   6/25     蔡碧秀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452   6/25     洪秋琴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453   6/25     楊方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454   6/25     張秀娟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455   6/25     陳櫻綢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456   6/25     周孟妤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6457   6/25     蔡碩盈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6458   6/25     古秀玲     二手衣服 五箱 轉贈(和中部落) 

  6459   6/25     沈麗珍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6460   6/25 波特力高雄營業所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6461   6/25     姚國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6462   6/25     呂家君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6463   6/25     吳俐妍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6464   6/25     戴家柔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6465   6/26     蔣忠輝   麵線.茶葉蛋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466   6/26     王冊尹    書.玩具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467   6/26     徐莉喬     二手衣物 三箱 轉贈(和平部落) 

  6468   6/26     陳秀珍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469   6/26     黃美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470   6/26     柯忠仁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471   6/26     林俞婷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472   6/26     鄭佳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473   6/26     賴淑芬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474   6/26     曾正智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6475   6/26     曾淑美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6476   6/26 國立東華大學--- 
葛秀中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6477   6/26     侯雁騰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6478   6/27 利聲數位影音有限

公司 
     物資 一批 交由保育員分配 

  6479   6/28 聯翔餅店     麵包 一箱 交由保育員分配 

  6480   6/28 萱弘企業有限公司 餅乾.沖泡粉 各一箱 交由保育員分配 



  6481   6/28     賴新元     物資 一批 交由保育員分配 

  6482   6/28  SWEET  PURE     手工餅乾 一箱 分配部落課輔班學員 

  6483   6/28 鐵三娘(鐵蛋)(日)     食品 一批 交由保育員分配 

  6484   6/28 Gaz 經銷/現-吳惠君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6485   6/28 大眼貓木遊室-黃川

傑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6486   6/28     許民意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6487   6/28 西 2-晴天秋吉有限

公司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6488   6/28     陳羿蓁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6489   6/28    三越台中 G     物品 一箱 交由助理保育員分配 

  6490   6/28     張嬡節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6491   6/28     古瑞雲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加灣部落) 

  6492   6/28     許嘉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6493   6/28     林文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佳民部落) 

  6494   6/28     林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民部落) 

  6495   6/28 尚展(成功分公司)      麵包 一箱 交當班老師分配早餐 

  6496   6/28 雙味香肉脯行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加民部落) 

  6497   6/28     江紫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民部落) 

  6498   6/28     克拉得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民部落) 

  6499   6/28     陳佩玉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民部落) 

  6500   6/28     黃芷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民部落) 

  6501   作廢         

  6502   6/28     劉宥彣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加民部落) 

  6503   6/28     潘毓君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民部落) 

  6504   6/28     嚴美麗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民部落) 

  6505   6/28 泉泓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民部落) 

  6506   6/28     郭麗玉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加民部落) 

  6507   6/28     李毓華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加民部落) 

  6508   6/28     陳淑美     二手衣服 三箱 轉贈(加民部落) 

  6509   6/28     徐良君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民部落) 

  6510   6/28     蕭卉伶     滷味 一袋 分配院生.課輔班學員 

  6511   6/28 永大義式冰店     冰品 一箱 分配院生.課輔班學員 

  6512   6/28     顏琬婷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513   6/28     俞家寶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514   6/28     王柔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515   6/28     葉青芬     二手衣 一盒 轉贈(和平部落) 



  6516   6/28     洪郁捷     二手衣服 一盒 轉贈(和平部落) 

  6517   6/28 加路力國際有限公

司 
    全新衣服  一批 分配院生穿著 

  6518   6/28     王柔雯     鞋子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519   6/28     鍾珠碧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520   6/28 金豐禾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春上米 3 公斤 交由廚媽烹煮正餐食

用 

  6521   6/28     蘇玉芬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522   6/28     葉樹姍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523   6/28     陳敏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524   6/28     黑澤店酒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525   6/28     來來安全帽行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526   6/28     感謝您    餅乾.零食 一箱 交由保育員分配食用 

  6527   6/28 達裕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12Kg 米  5 包 交由廚媽烹煮正餐食

用 

  6528   6/28  林小姐(Angel Lin)     水餃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 

  6529   6/28 陳虹吟  等五人     水餃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 

  6530   6/28     許書涵     水餃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 

  6531   6/28     陳淑雲     水餃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 

  6532   6/28     向語潔     水餃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 

  6533   6/28 尤美蘭李欣慧吳宸         水餃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 

  6534   6/28     施龍耳     水餃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 

  6535   6/28     楊孟媛     水餃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 

  6536   6/28     李素碧     水餃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 

  6537   6/28     陳暄堤     水餃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 

  6538   作廢     

  6539   6/29 新北市金蘭愛心關

懷協會 
    物資 共 13

件 
交倉管阻置入庫待分

配 

  6540   6/29 林口南勢福德宮     食用米 6 包 30Kg 交由廚媽烹煮 

  6541   6/29 泰好水餃館-傅彩庭     泰好麵皮 一箱 交由廚媽烹煮 

  6542   6/29      陳莛喜     糖果 一箱 交由保育人員分配 

  6543   6/29     翁金村     梨山西瓜李 一箱 飯後院生水果 

  6544   6/29     陳財虎     芒果  二箱 飯後院生水果 

  6545   6/29     黃詩怡    衛生紙.鞋 共三箱 交由助理保育員分配 

  6546   6/29     張秀梅     二手衣 二箱 轉贈(銅門部落) 

  6547   6/29     勞大興     二手物品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6548   6/29     楊晴茵   二手衣.物資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6549   6/29     李智媛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6550    6/29     丁翠西     二手衣物  二箱 轉贈(銅門部落) 

  6551   6/29     高福生     二手衣 3+1 箱 轉贈(銅門部落) 

  6552   6/29     黃子純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6553   6/30     劉蕙     水餃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 

  6554   6/30     蘇月     水餃 一批 轉贈(銅門部落) 

  6555   6/30    Anny Sun     香蕉 3 箱 飯後院生水果 

  6556   6/30 慕渴(股)公司 嘉明鮮乳 210ml 160 瓶 分配院生早餐.點心 

  6557   6/30     廖學歸 3Kg:米 30 包 
沙拉油福壽 2 公升 

3 大袋 
30 桶 

交由倉管組上架.分配

院生使用 

  6558   6/30     湯宜耀     餅乾 一箱 分配院生.課輔食用 

  6559   6/30 (明峰)尚展(成功分

公司) 
    麵包 一箱 分配院生早餐.點心 

  6560   6/30     鍾宥芯     二手衣服 三箱 轉贈(銅門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