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 1 月份捐物人名單 

日期 捐款人 品名 數量 日期 捐款人 品名 數量 

01/01 黃富謙  牛軋糖 一箱 01/17 王曉雲 食品 一批 

01/01 吳寶春食品有限公司  麵包 一箱 01/17 林柏全 莊千慧  手工南瓜饅頭 一批 

01/01 陳文閣 烏魚子 一批 01/17 凡遠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營養餐 四箱 

01/01 顏銘佑 玩具 書 一批 01/17 李瑞芳  沙拉油 一批 

01/01 吳麗 X 物品 文具 一批 01/17 林昕昀  沙拉油 一批 

01/01 中華醫科大築音社  書架玻璃杯物資 一批 01/17 陳美莉 二手衣 一箱 

01/02 長松食品有限公司 餅乾 一箱 01/17 陳雅韻  二手衣 一批 

01/03 譚志宏 二手衣 文具 一批 01/17 郭愷怡  米油 一批 

01/04 陳玫君 文具 書 一箱 01/17 陳俐巧  白米 一批 

01/04 林秀玉 毛線帽 一批 01/17 福隆(澳底製冰廠)  冷凍魚 一箱 

01/05 黃素慧 運動服 二手衣 共三箱 01/17 黃于庭 食品 一批 

01/05 林小姐 二手鞋 一批 01/18 黃正為 白米 一批 

01/06 盧宇龍 全新手套襪子 一批 01/18 曹昌誠 二手衣 一箱 

01/06 方淑瑩 筆記本 一批 01/18 原沐企業社  料理包 十箱 

01/06 吳寶春食品有限公司 麵包 一箱 01/18 王怡閔  米 一批 



01/06 李縈湘 二手衣 一箱 01/18 孫易明  清潔用品 
衛生紙 

一批 

01/06 林洛 X  二手衣棉被 各一箱 01/18 林春如 二手衣 兩箱 

01/06 劉欣瑜  nuskin 生活用品 一批 01/18 凡遠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中藥粥 四箱 

01/07 張佩穎  書 烤箱 棉被 一批 01/18 陳豎軒  清潔用品 一加倫四瓶 

01/07 羅筱涵 二手衣 一箱 01/18 楊育珊  糖果 一箱 

01/07 陳濬峰 二手衣 一箱 01/18 陳鳳仙  二手衣 二箱 

01/13 張口泰 白米 一批 01/18 謝馨儀  雨傘 十支 

01/14 戴秀穎 王瑋隄  柑桔 一箱 01/18 李零華  布偶 一箱 

01/14 彭小姐  馬克杯 文具 一批 01/19 廖小如  二手衣 一箱 

01/14 許小姐 二手衣 一箱 01/19 愛一行動社團  保久乳 四箱 

01/14 何妃廚房 麵包 一箱 01/19 尚展食品有限公司  麵包 一箱 

01/16 陳協和碾米廠 白米 一批 01/19 李尉如  二手衣 一箱 

01/16 希味  起司饅頭 一箱 01/19 劦宏建材有限公司  地瓜 一箱 

01/16 曹昌誠 二手衣 一箱 01/19 周尹柔  白米 沙拉油 一批 

01/16 谷盛企業有限公司 白米 一批 01/19 林錦城 戴曉琦 謝語辰 白米 一批 

01/16 陳美莉 二手衣 一箱 01/19 溫凱塎 魏小玲 謝玉琴 白米 一批 

01/16 葉永翠  冷凍肉 沙泣油 
 

一批 01/19 梁慧婷 白米 12 公斤 3 包 



01/20 廖筱翠 衛生紙 衛生棉 一批 01/21 鄭秀珍  糖果 巧克力 一批 

01/20 全統航貨公司 二手衣 一箱 01/21 李庭豪 二手衣 一箱 

01/20 陳意捷 二手衣 三箱 01/21 芮蘇國際有限公司 白米 3 包 

01/20 陳再添 二手衣 二箱 01/21 王惟潔  外套 包包 一批 

01/20 林玉霞  麵條 食品 一批 01/21 洪進戢 白米 2 包 

01/20 高格食品 沙拉油 一箱 01/21 李文達 李文花 kiki  食品 保久乳  一批 

01/20 林先生 二手衣 一箱 01/21 羅斯德  具果 蜜糖 米 各一批 

01/20  龜山教會 食品 七箱 01/21 真好味 冷凍食品 一批 

01/20 陳秀華  白米 沙拉油 一批 01/21 尤華英 二手衣 二箱 

01/20 許阿梁 冷凍蝦 一箱 01/21 俄羅斯僑民協會 具果 一箱 

01/20 宏毅公司 二手衣 一箱 01/22 楊育珊 咖哩 軟糖 糙米 一批 

01/20 蘇富美 二手衣 一箱 01/22 薛百鈞  新襪子 內褲 一批 

01/20 戴秀穎 橘子 一箱 01/22 詹凱緯 二手衣 一箱 

01/20 蘇妍菁 二手衣 一箱 01/23 蘇偉順 二手衣 一箱 

01/20 吳玟慧 米 一批 01/23 台中可樂旅遊 二手衣 一箱 

01/20 楊潔希 二手衣 一箱 01/23 郭群群 二手衣 一箱 

01/20 伊伯亞 冷凍食品 一箱 01/23 家福彰化愛無限  芝麻梆  一批 

01/21 順興行  白米 50 斤 一包 01/23 陳姿廷  二手衣 一箱 

01/21 賴新元  二手鞋 衣服 一批 01/23 陳婉菁  餅乾 糖果 一批 



01/23 柯家  二手衣 一箱 01/25 林智盈  白米 7 公斤 

01/23 鄭馮玲  二手衣 一箱 01/25 林茂賢 白米 14 公斤 

01/23 八方雲集  水餃 一箱 01/25 徐家惠  白米 7 公斤 

01/23 無名氏 二手衣 一箱 01/25 潘柏璋  白米 7 公斤 

01/23 郭家瑜  書 一批 01/25 潘承均  白米 7 公斤 

01/24 陳依晨  白米 100 斤 01/25 胡文乙 白米 7 公斤 

01/24 劉慧嫺 二手衣  一批 01/25 林宜靜  白米 7 公斤 

01/25 祥雲服飾發公司  衣服 二袋 01/26 新鮮一群人  白米  100 台斤 

01/25 李宜佩  衣服 一箱 01/27 伊柏亞國際有限公司  年菜  一批 

01/25 歐姱君  衣服 一箱 01/27 邱永安  書 一箱 

01/25 陳妍均  白米 7 公斤 01/27 林孟孚  二手衣 一箱 

01/25 杜坤瑜  白米 7 公斤 01/27 禮萊髮療沙龍  襪子 圍巾 一批 

01/25 洪翰元  白米 7 公斤 01/27 徐小姐 文具  一批 

01/25 徐語晴  白米 7 公斤 01/27 陳明莉 米 3 公斤 

01/25 王明信  白米 7 公斤 01/27 woishop  長袖 帽 一批 

01/25 陳靖雅  白米 7 公斤 01/27 梁麗卿  二手衣 一批 

01/25 邱于庭  白米 14 公斤 01/27 張慧如 二手衣 一箱 

01/25 瑔世界實業社 白米 14 公斤 01/28 戴務漢  二手衣 一箱 

01/25 黃佳惠  白米 7 公斤 01/28 高衍真  二手衣 一箱 



01/25 張萬呈  白米 7 公斤 01/28 莞莞媽手作打完房  手工皂 一盒 

01/25 黃星銜  白米 7 公斤 01/28 蔡秦珍  二手衣 一箱 

01/25 薛施均  白米 7 公斤 01/28 熊童子甜點  糖果 一批 

01/25 右森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白米 7 公斤 01/28 蘇妍青 二手衣 一批 

01/25 謝欽宇 白米 7 公斤 01/28 麗嬰國股份有限公司  玩具 一批 

01/25 陳芝聿  白米 21 公斤 01/28 林采儀  二手衣 一批 

01/25 王玉婷  白米 7 公斤 01/28 曾小姐 二手衣 一批 

01/25 王柏凱  白米 7 公斤 01/28 劉金雨 二手衣 一批 

01/25 黃奕學  白米 7 公斤 01/29 蔡佳芬  白米 20 公斤 10 包 

01/25 鄭雅分  白米 7 公斤 01/29 王笘驊  兩用橡皮擦 一批 

01/25 林忠憲  白米 7 公斤 01/29 吳琇琳  鯛魚米糕 二盒 

01/25 黃榮源  白米 7 公斤 01/29 陳燕琴  二手衣 一批 

01/25 葉龍子 白米 7 公斤 01/29 張瑞昌  二手衣 一批 

01/25 許麗春  白米 7 公斤 01/29 吳佩娟 洪名亨 許舒婷  米 沙拉油 各一批 

01/25 林婉珊  白米 7 公斤 01/29 吳耿賢  米 沙拉油 一批 

01/25 方旭裕  白米 7 公斤 01/29 盧金屏  二手衣 一箱 

01/25 蔡美田  白米 7 公斤 01/29 謝亞庭 謝杰修  奶油條 一箱 

01/25 林幸醇  白米 7 公斤 01/29 候瑪雯  米 一批 

01/25 楊育人  白米 7 公斤 01/30 周卉婷  白米 1.5 公斤 20 包 



01/30 康莊  白米 1.5 公斤 
10 包 

01/30 陳婉如  白米 1.5 公斤 
5 包 

01/30 葉志展  白米 1.5 公斤 
10 包 

01/30 王品沄  食品 一批 

01/30 林小姐  二手衣 一箱 

01/30 范志強  年菜 食品 一批 

01/30 王慧倩  二手衣 一箱 

01/30 候瑪雯  米 一批 

01/30 何念臻  二手衣 二箱 

01/30 駘翔旅行社  年菜 一批 

01/30 明鴻企業社  年菜 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