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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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2 珍味香食品行 牛軋糖 一箱 03/06 林曉蓁 二手衣 一箱 

03/02 張世榮 

翁麗珍 

張智苑 

張雅柔 

食品筆記本書 

 

一批 03/06 林無相 二手衣 一箱 

03/02 羅佩文 賀寶芙潔膚皂 

淋浴精洗髮露 

一批 03/06 松川精密 
股份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03/03 顧桂槙 二手衣 一箱 03/06 象神花 米 一批 

03/03 陳詩婷 二手衣 一箱 03/06 翔利塑膠廠 
股份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03/03 曾嘉雯 橡皮擦 一批 03/06 無名氏 二手衣文具 一箱 

03/03 賴新元 二手鞋 一箱 03/06 大同高中-陳侑安 

林冠騰 林軒弘 

台北市古亭國小 

新北市北新國小 

善心老師們 

童書文具 

沐浴用品 

清潔用品 

一批 

03/03 吳玉媽 電器 一批 03/06 黃瓊慧 糖果 一箱 



03/03 泰轉運全體 白米 50 斤 03/08 太魯閣工作室 手工點心 一批 

03/03 一群人 白米 50 斤 03/08 尚展食品有限公司 麵包 一批 

03/03 簡慈恩 二手衣 一箱 03/08 
謝馥徽 水餃 

500 粒 

1750 元 

03/03 陳亞華 

戴曉琦 

靖語民 

溫凱 

魏小玲 

何玉心 

白米 50 斤 03/08 王志遠 文具 一批 
 

03/04 吳汶妗 二手鞋外套 一批 03/09 林展逸 果凍 100 份 

03/04 涂貴涵 二手衣生活用品 一批 03/09 羅筱涵 二手衣 一箱 

03/05 余小姐 二手衣 一箱 03/09 楊柏章 文具 一批 

03/06 陳秀媚 衣服 一箱 03/10 何小姐 新書 一批 

03/06 鄭小姐 二手衣 兩箱 03/10 羅靚玲 文具用品 一組 

03/06 詹雅惠 二手衣 一箱 03/10 尚展食品有限公司 麵包 一箱 

03/06 林聖龍 二手衣 一箱 03/10 羅漢 

張至勝 

洪文德 

柑橘 

 

一箱 

03/06 鄭今坤 二手衣 一箱 03/10 鍾小雅 牛軋糖 一包 



03/10 張世榮 

翁麗珍 

張智苑 

張雅柔 

食品文書用具 

DVD 玩具 

 

一批 03/17 企劃部 
鄧秀雯 吳秋宜 

黑橋版香腸 五箱 

03/10 祐承開發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 

 

一批 03/18 蔡鳳鉽 燕麥 西麻仁籽 

高鉦粉 

一箱 

03/10 魏麗雪 文具 一批 03/18 劉玉媚 麵包 三箱 

03/10 剛果媽媽 冷凍吐司 一箱 03/18 包昇數位文化 
有限公司 

調理包 一箱 

03/11 李志圓 李儒霖 白米 30 斤 
1 包 

03/18 劉欣 生活用品 一箱 

03/12 李育萱 二手衣 一箱 03/18 張惠美 原住民米糕 一批 

03/12 許嘉洲 張慧琴  

許海峰 許潔絨 

  許或瑴 

衛生紙白米 一批 03/19 林佩君 二手衣 一箱 

03/12 黎美蘭 二手衣 一箱 03/19 張世榮 翁麗珍 

張智苑 張雅柔 

食品 玩具 

參考書 

一批 

03/12 羅國樑 二手衣 一批 03/19 皮革魔法師 英文遊戲本 一批 

03/12 簡仙盷 玩具 一箱 03/20 林宛瑩 書 二手衣 各一箱 

03/12 張婉君 二手衣 一箱 03/20 尚展食品-瑞光門市 麵包 一箱 

03/12 范怡姍 食品 一批 03/20 好市多手創烘焙 麵包 一箱 



03/12 林宥驊 林可璇 二手衣 一箱 03/22 張享禎 二手衣 兩箱 

03/13 林逸翔 蛋糕 10 份 03/22 貴慶愛 二手衣 兩箱 

03/14 珍品香有限公司 奶油酥條 兩箱 03/22 國光冷凍企業社 冷凍魚 一箱 

03/15 林茂華 腊肝腸 一批 03/22 許綺紋 二手衣 一箱 

03/15 林素洋 二手衣 一箱 03/22  俞秀芳 二手衣 一箱 

03/15 威技電腦 二手衣 一箱 03/22 潘紋綺 二手衣 兩箱 

03/15 余倍利 朱寶玲 書籍 一箱 03/23 吳寶春食品有限公司 麵包 兩箱 

03/15 郭君萍 二手衣 一箱 03/23 黃佩菁 二手衣 六箱 

03/16 張君毅 二手衣 一箱 03/24 江秀真 二手衣 一箱 

03/17 張賴西香 五瑴粉 一箱 03/24 楊愛興 糖果玩具 

娃娃衣服 

共三箱 

03/17 藍秀梅 二手衣 一箱 03/24 洪長 生菜 一箱 

03/17 林育媚 包包 一箱 03/24 宋佩馨 二手衣 兩箱 

03/17 何玉仙 玩偶二手衣 一箱 03/25 廖美桂 芋香蛋糕 兩盒 

03/17 黃漢智 二手衣 一箱 03/28 蘇淑媚 水餃 一箱 

03/17 吳寶春食品有限公司 麵包 一箱 03/28 卓宥瑄 調理包 一批 

03/17 王妡文 資料夾 一袋 03/28 賴新妮 外套 一批 

03/17 王怡晴 二手衣 一箱 03/28 陳柏雅 玩具 一批 

03/22 許復清 水果 文具 藥品 一箱 03/28 潘幸真 楊燦華 清潔用品 一批 



03/28 林詩華 餅乾 一批 03/31 鍾美珠 張芳銘 書 一批 

03/28 游琮任 洗碗精 12 瓶 03/31 劉宏羿 食品 一批 

03/28 簡立世 禮品 一批 03/31 黃筱格 國農調味乳 一箱 

03/28 古美娟 二手衣 一箱 03/31 千之鳳小吃店 水餃 一批 

03/28 邱鄯益 文具 一批 03/31 陳逸 食品 一批 

03/28 吳紫林 二手衣 兩箱 03/31 風靡全場團購組 文具 兩箱 

03/28 靖語宸 陳亞萍 
戴曉琦 溫凱嫆 
魏小玲 何玉心 

白米 50 公斤 
1 包 

    

03/28 金榮耀企業有限公司 二手衣 兩箱     

03/28 風靡全場團購組 二手衣 兩箱     

03/29 郭雪如 二手衣 文具 兩箱     

03/29 廖郁欣 二手衣 一批     

03/30 一群人 白米 100 斤     

03/31 富錦源開發有限公司 玩具 六組     

03/31 陳嘉芬 文具書籍 一批     

03/31 彭綉育 文具用品 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