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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9 4/1 黃采婕 蔬菜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中.晚餐 

4870  4/1 賴新元 物資 一箱 交倉管組入庫上架 

4871  4/2 (明峰)尚展南京

分公司 
麵包 一箱 交早班人員準備早餐院生食用 

4872  4/2 葉小嬋 日常生活用品 一箱 交倉管組入庫上架 

4873  4/2 王紅玉 漂白水 一箱 6 瓶 交倉管組入庫上架 

4874 4/2 樂果手創烘焙 麵包 一箱 轉贈(部落)弱勢家庭 

4875  4/3 黃采婕 蔬菜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中.晚餐  

4876  4/3 楊洋 生活日用品.食品 

電鍋 

除濕機 

蔬菜供應期 

一批 

一台 

兩台 

12 週 

交保育組分配院生使用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中.晚餐用 

交保育組放置男.女寢室使用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用 
4877  4/3 作廢    

4878  4/3 李佩俽 書籍 一箱 交生輔組整理放置閱覽室 

4879  4/3 (福隆)澳底製冰

廠 
冷凍食品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中.晚餐用 

 
4880  4/3 郭怡吟 衣物 

文具用品 

二手筆記型電腦 

二手快譯通 

三箱 

一箱 

一台 

一台 

交保育組分配院生使用 

 

4881  4/3 米格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吳貴然 
新女衣.女褲.男衣.鞋

子.同衣 

15 箱 交倉管組歸納園遊會使用 

4882  4/3 作廢     

4883  4/3 作廢    

4884  4/3 作廢    

4885  4/3 慕渴(股)公司 嘉明鮮乳 210ml 240 瓶 交膳食管理組分配院生飲用 

4886  4/4 高子翔 枕頭 一箱 交保育組更換院生使用 

4887  4/4 何妃廚房 麵包 一箱 交早班人員分配院生早餐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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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8  4/4 魏翎琦 餅乾 一箱 轉贈(部落)課輔班孩童 

4889  4/5 梁珈綾 食物 一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生食用 

4890  4/6 洪惠婍 米 三包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三餐食用 

4891  4/6 洪紫湄 米.麵 各一包.一箱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三餐食用 

4892  4/6 洪證旻 玉米罐.沙拉油 一 箱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三餐食用 

4893  4/7 樂果手創烘焙 麵包 一箱 轉贈(部落) 

4894  4/7 作廢     

4895  4/7 (明峰)尚展(成功 

分公司) 
麵包 兩箱 轉贈(部落)弱勢家庭 

4886  4/9 中區全國供佛齋 

僧大法會 
物資 一箱 轉贈(部落) 

4897  4/9 張世榮.張翁麗珍 

張志苑.張雅柔 
生活日用品.食品 一箱 交生輔組分配院生使用 

4898  4/10 范先生 二手衣物.日常用品 三箱 轉贈(部落)弱勢家庭 

4899  4/10 林靖敏 二手衣.生活用品 一箱 交倉管組入庫上架 

4900  4/10 陳英文 紅薏仁糙米粉 一袋 交膳食管理組準備院生食用 

4901  4/10 台北青年 衣物.日常用品 一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生穿著.使用  

4902  4/11 林沁潔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部落) 

4903  4/11 作廢    

4904  4/11 黃和明 紅豆 一袋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點心院生食

用 
4905  4/11 智律國際專利商

標事務所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部落) 

4906  4/11 愛心人士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部落) 



4907  4/11 李志圓.李儒霖 白米 30 公斤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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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8  4/12 鄭菊楓 二收衣物.玩具 一箱 轉贈(部落)弱勢家庭 

4909  4/12 彭子晰 肥皂 一袋 交保育組分配放置浴廁使用 

4910  4/12 楊國龍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部落) 

4911  4/12 宏明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部落) 

4912  4/12 心地觀 食品 一批 交倉管組入冰箱 

4913  4/13 勞大興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4914  4/13 蔡雨欣 日用品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4915  4/13 葉家銘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4916  4/13 鄭淑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4917  4/13 林先生 講義 一箱 秀林部落課輔班學生使用 

4918  4/14 愛心人士 洗衣精 一箱 交由助理保育員分配院生使用 

4919  4/14 陳鄉城 白米 15 台斤 交由廚媽烹煮粥. 白飯 

4920  4/14 塔卡拉甜點烘焙

坊 
麵包 一箱 交由廚媽準備早餐.點心 

4921  4/14 愛心人士 衛生紙 一箱 交由倉管組入庫  

4922  4/16 巨匠音樂出版社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4923  4/16 范先生 二手衣物 兩箱 轉贈(三棧部落) 

4924  4/16 泰山-五工 3-好日

生活有限公司 
冷凍食品 兩箱 交由廚媽烹煮午.晚餐 

4925  4/16 孫澄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4926  4/16 李素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4927  4/17 張芳齡 衣服 一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生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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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8  4/17 王筑樺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4929  4/17 潘俊雄 二手衣 兩箱 轉贈(秀林部落) 

4930  4/17 邱玉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4931  4/17 陳怡伶 鉛筆 一箱 秀林部落課輔班院生使用 

4932  4/17 邱瑜庭 二手衣 兩箱 轉贈(三棧部落) 

4933  4/18 庄柏企業有限公

司-曾錦雀 
新 T 恤 兩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生穿著 

4933-1  4/18 邱秋香 水餃.貢丸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院生食用  

4933-2  4/18 林愛心人士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4933-3  4/18 愛心人士 點心.物資.洗衣精 49 包 交倉管組.保育員分配入庫.食用 

4934  4/18 簡女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4935  4/19 徐瑞菊 二手衣 兩箱 轉贈(文蘭部落) 

4936  4/19 佳美渡假山莊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4937  4/19 伍純瑩 二手衣服 15 箱 轉贈(崇德.見晴部落) 

4938  4/19 林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4939  4/19 楊淑瀅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4940  4/19 徐慶光 二手衣服 兩箱 轉贈(三棧部落) 

4941  4/19 陳淑貞 二手衣服 兩箱 轉贈(民有部落) 

4942  4/19 黃順亮 二手衣服 兩箱 轉贈(文蘭部落) 

4943  4/19 何玉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4944  4/19 劉益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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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5  4/19 陳翠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社區) 

4946  4/19 何琝錡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4947  4/19 陳妍伶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4948  4/19 顏麗家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4949  4/19 陳玫伶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4950  4/19 李芬芳 二收衣服 兩箱 轉贈(崇德部落) 

4951  4/19 高文賓 物資 一批 交由倉管組入庫  

4952  4/19 周孟妤 二手衣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4953  4/19 曾筠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4954  4/19 姬雅婷 二手衣 3 箱 轉贈(崇德部落) 

4955  4/19 梁玉鵬 二手衣 2 箱 轉贈(銅門部落) 

4956  4/19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4957  4/19 李佳洵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4958  4/19 陳英文 紅薏仁糙米 兩麻袋 分配山地教會.院生食用  

4959  4/19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4960  4/20 蔡阿允.蔡惠斐 米.衣物 各一箱 交由保育組.廚媽烹煮.穿著 

4961  4/20 張存瑄 食品 一箱 交由倉管組入庫 

4962  4/20 熊祤君 蓮霧 一箱 當班老師分配院生飯後水果 

4963  4/20 聚集德幼兒園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4964  4/20 宋述宜 二手衣服 兩箱 轉贈(崇德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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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5  4/20 曾玉英 衣服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4966  4/20 粘家裕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4967  4/20 柯東良 二手衣 兩箱 轉贈(文蘭部落) 

4968  4/20 歐宛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社區) 

4969  4/20 林素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社區) 

4970  4/20 黃秀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4971  4/20 鄭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4972  4/20 藍乙玫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4973  4/20 莊美枝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4974  4/20 許世芬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4975  4/20 謝沛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4976  4/20 巧味珍 常溫 一箱 交由廚媽烹煮料理 

4977  4/20 和軒雕塑工坊 

蔡沛樺 
二手衣 兩箱 轉贈(銅門部落) 

4978  4/20 曾怡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4979  4/20 彭奉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4980  4/20 李冬梅 二手衣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4981  4/20 鄭喬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4982  4/20 邱益維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4983  4/20 四季牛排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4984  4/20 徐毓倩 二手衣服.褲子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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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5  4/20 吳欣潔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4986  4/20 李先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4987  4/20 中華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蟹殼素牙膏即期品 一箱 72 支 分享秀林部落 

4988  4/20 李枚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4989  4/20 帝一嚴選 饅頭 一箱 交由當班老師.廚媽蒸溫給院生 

4990  4/20 首相牌牙刷 牙膏.漱口水 一箱 交由助理保育員分配院生使用 

4991  4/20 天蔥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4992  4/21 泰豐製茶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4993  4/21 古琴茶苑-徐賢堂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4994  4/21 蔡保玉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4995  4/21 徐媽媽有限公司 名產 一箱 分配院生與各老師食用 

4996  4/22 蕭卉伶 情人果 一批 交由生輔組置入冰箱 

4997  4/22 (明峰)尚展(成功

分公司) 
麵包 一箱 交由廚媽準備早餐食用 

4998  4/22 楊千慧 生活用品 一箱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4999  4/22 吳欣芳 日用品 一箱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000  4/22 釋慧愷 二手衣物.生活用品 一箱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001  4/23 玄濟宮 麵線、果凍 一批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002  4/23 楊子琪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景美部落) 

5003  4/23 張惠珠 二手衣物 二箱 轉贈(景美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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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4  4/23 羅鈺雯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景美部落) 

5005  4/23 王升鴻 衛生紙 一箱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006  423 作廢    

5007  4/23 簡錦蘭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景美部落) 

5008  4/23 趙玉萍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景美部落) 

5009  4/23 石俞婕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景美部落) 

5010  4/23 瑞影-小 V 單曲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景美部落) 

5011  4/23 謝美燕 二手衣物 四箱 轉贈(可樂部落)  

5012  4/23 高曉蘭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5013  4/23 呂一龍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5014  4/23 張孟如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5015  4/23 游雯馨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佳民部落) 

5016  4/23 李珍語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佳民部落) 

5017  4/23 黃春美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佳民部落) 

5018  4/23 洪渝綾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佳民部落)  

5019  4/23 蘇菲亞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佳民部落) 

5020  4/23 綠農的家 洋蔥 一箱 交由廚媽準備餐廳食用 

5021  4/23 洪慧純 饅頭 一箱 交由廚媽準備早餐食用 

4022  4/22 洪碧華 文具 一箱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4023  4/22 林美足 物資 一箱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024  4/23 陳麗琴 二手衣服、書 二箱 轉贈(和中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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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5  4/23 林佑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5026  4/23 高玉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5027  4/23 蔡建翔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5028  4/23 劉珠嬌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和中部落) 

5029  4/23 皇甫培寧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水源部落) 

5030  4/23 林于庭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031  4/23 許常珈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032  4/23 詹美秋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033  4/23 楊至堅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034  4/23 林于庭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034  4/23 王玉如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035  4/23 徐千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036  4/23 鄭佳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037  4/23 謝瑞蘭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038  4/23 陳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5039  4/23 李麗凰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5040  4/23 徐瑞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5041  4/23 曾 寄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5042  4/23 朱美潓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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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3  4/23 邱惠玉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5044  4/23 陳聖汶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045  4/23 周晆○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046  4/23 石曉鈴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047  4/23 宋禹辰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048  4/23 蔡雪姈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049  4/23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050  4/23 徐婷楓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051  4/24 王靜蘭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5052  4/24 蔡于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5053  4/24 郭璟霖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5054  4/24 吳念真全家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和中部落) 

5055  4/24 黃裕絹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和中部落) 

5056  4/24 王淑郁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5057  4/24 天淳企業有限公

司 
二手衣服 三箱 轉贈(和仁部落) 

5058  4/24 陳穎君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和仁部落) 

5059  4/24 陳林滿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5060  4/24 林佳靜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5061  4/24 彭庭珍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和仁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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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2  4/24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民樂部落) 

5063  4/24 墾丁不動產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民樂部落) 

5064  4/24 陳椁臻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民樂部落) 

5065  4/24 懋慶國際有限公

司-張虹婷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民樂部落) 

5066  4/24 陳御鵑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民樂部落) 

5067  4/24 許源明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重光部落) 

5068  4/24 大統和平店象印

專櫃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重光部落)  

5069  4/24 徐佳寧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重光部落) 

5070  4/24 李美慈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重光部落) 

5071  4/24 45E 卡洛琳鞋業

企業社(月)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重光部落) 

5072  4/24 游志銘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重光部落) 

5073  4/24 許美妙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重光部落) 

5074  4/24 潘月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5075  4/24 黃美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5076  4/24 劉曉希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榕樹部落) 

5077  4/24 林素妃 二手衣服、鞋子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5078  4/24 阮清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5079  4/24 鄭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5080  4/24 作廢    
5081  4/24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榕樹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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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2  4/24 迪板/湘帝蔘茸有

限公司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三棧部落) 

5083  4/24 張綉玉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三棧部落) 

5084  4/24 謝秋華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三棧部落) 

5085  4/24 何鴻志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三棧部落) 

5086  4/24 邱嘉霈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三棧部落) 

5087  4/24 黃瑞筠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北三棧部落) 

5088  4/24 林淑綿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南三棧部落)  

5089  4/24 劉慧嫺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南三棧部落) 

5090  4/24 陳力瑋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南三棧部落) 

5091  4/24 普飛迅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南三棧部落) 

5092  4/24 張秋蘭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南三棧部落) 

5093  4/24 振芳商號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南三棧部落) 

5094  4/24 林永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嘉新部落) 

5095  4/24 姜存西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嘉新部落)  
 
 
 
 
 
 
 
 
 
 

5096  4/24 王祥欽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北埔嘉新部落) 

5097  4/24 莊秀蘭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嘉新部落) 

5098  4/24 陳莉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嘉新部落) 

5099  4/24 李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嘉新部落) 

5100  4/24 江柏彥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嘉新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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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  4/25 作廢    

5102  4/25 江筱晴 芭樂 兩袋 交由廚媽餐後食用 

5103  4/25 李育慧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樹德街社區) 

5104  4/25 福翔企業行 新 T 恤 二箱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105  4/25 陳張美英 二手衣服 一批 轉贈(北埔樹德街社區) 

5106  4/25 謝明麗 食  品 一批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107  4/25 林晏琳’ Q 餅、餅乾 一箱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108  4/25 柯振琮 清潔用品 一批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109  4/25 林鴻基 麵條 一箱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110  4/25 泰豐製茶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古井街社區) 

5111  4/25 柯茵夢 書、衣物、鞋 二箱 轉贈(北埔古井街社區) 

5112  4/25 陳楨道 物資 一批 轉贈(北埔古井街社區) 
 

5113  4/25 張祐銨 包子 一箱 交由廚媽準備早餐食用 

 
5114  4/25 吳釗塋 麵、米粉 一批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115  4/25 吳寶春食品(股)

公司-台中 
麵包 二箱 交由廚媽早餐食用 

5116  4/25 蔡順利 糖果 一批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117  4/25 天成聯合運輸有

限公司 
化粧品 一批 轉贈(北埔大德街社區) 

5118  4/25 李育慧 化粧品 一批 轉贈(北埔大德街社區) 

5119  4/25 徐秀娟 麵包 二箱 交由廚媽早餐食用 

5120  4/25 章魚哥食品 海鮮食品 一批 交由廚媽晚餐食用 



5121  4/25 劉夏欣 食物 一批 交由廚媽早晚餐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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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4/25 王莊素真 麵包 一箱 交由廚媽準備早餐食用 
5123  4/25 連誠裝訂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新興社區) 

5124  4/25 天成聯合運輸有

限公司 
化粧品 一批 轉贈(北埔嘉新部落) 

5125  4/25 詹盛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新興社區) 

5126  4/25 山隆通運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新興社區) 

5127  4/25 陳怜利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新興社區) 

5128  4/25 蕭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新興社區) 

5129  4/25 王子翎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新興社區)  

5130  4/25 何淑娟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新興社區) 

5131  4/25 東信利(股)公司

一榮光百諾祥土

西服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華社區) 

5132  4/25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華社區) 

5133  4/25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華社區) 

5134  4/25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華社區) 

5135  4/25 黃冠豪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華社區) 

5136  4/25 周玉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華社區)  
 
 
 
 
 
 
 
 
 
 

5137  4/25 夏美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漢社區) 

5138  4/25 何美淑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漢社區) 

5139  4/25 楊朝盛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漢社區) 

5140  4/25 王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漢社區) 

5141  4/25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漢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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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4/25 林燕雲 二手衣服 四箱 轉贈(北埔大有社區) 

5143  4/25 張先生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有社區) 

5144  4/25 震盛-陳彩婕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有社區) 

5145  4/25 賴錦鳳-金川巨有

限公司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有社區) 

5146  4/25 詠旭-黃至暉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有社區) 

5147  4/25 鐘淑媛(共億機

械)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有社區) 

5148  4/25 新力印花實業有

限公司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賢社區)  

5149  4/25 新力印花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賢社區) 

5150  4/25 陳美秀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北埔大賢社區) 

5151  4/25 陳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明利社區) 

5152  4/25 陳苡芯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明利社區) 

5153  4/25 溫淑珍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明利社區) 

5154  4/25 曾毓華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明利社區) 

5155  4/25 林麗芬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紅葉社區)  
 
 
 
 
 
 
 
 
 
 

5156  4/25 張宇舜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紅葉社區) 

5157  4/25 謝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紅葉社區) 

5158  4/25 曾季庭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紅葉社區) 

5159  4/25 李慧美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紅葉社區) 

5160  4/25 林淑綿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紅葉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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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1  4/25 吳秉叡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紅葉社區) 

5162  4/25 黃千祝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社區) 

5163  4/25 黃淨蕙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社區) 

5164  4/25 陳彥彬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社區) 

5165  4/25 張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社區) 

5166  4/25 高幸美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社區) 

5167  4/25 李太太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社區)  

5168  4/25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社區) 

5169  4/25 張通文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社區) 

5170  4/25 賴妤婷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5171  4/25 周怡君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5172  4/25 陳湘月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5173  4/25 黃美虹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5174  4/25 沈雅雯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5175  4/25 葉美蘭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5176  4/25 陳玉錚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5177  4/25 賴雪美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5178  4/25 林宜蓁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秀林部落) 

5179  4/25 林泓鈓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太魯閣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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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0  4/25 潘章慶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太魯閣部落) 

5181  4/25 作廢    

5182  4/25 林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太魯閣部落) 

5183  4/25 鶯 9-葆祥實業有

限公司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太魯閣部落) 

5184  4/25 吳明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太魯閣部落) 

5185  4/25 陳進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太魯閣部落) 

5186  4/25 陳信豪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太魯閣部落)  

5187  4/25 財團法人道教真

極慈善基金會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太魯閣部落) 

5188  4/25 97 冠洋煙酒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5189  4/25 鄭淑貞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5190  4/25 張心怡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5191  4/25 賴新元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5192  4/25 劉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5193  4/25 蘇淑鈴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可樂部落)  
 
 
 
 
 
 
 
 
 
 

5194  4/25 品家工程行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可樂部落) 

5195  4/25 陳奕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5196  4/25 張慧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5197  4/25 吳美鈴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5198  4/25 盧長春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107 年 4 月物資捐贈資料表 
編 號 日期  捐 贈 單 位    品        名    數 量       使 用 用 途  

5199  4/25 吳韻琴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5200  4/25 劉馨香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5201  4/25 塗淑貞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5202  4/25 賴文正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5203  4/25 江柏彥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5204  4/25 黃惠玲(大山羊肉

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5205  4/25 謝慧靜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206  4/25 雅芳服務中心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207  4/25 王財-小件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208  4/25 邱麗卿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209  4/25 康素華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210  4/25 廖千雯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211  4/25 吳菀軒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212  4/25 陳鉦方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213  4/25 顏坤生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214  4/25 蘇宏羽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下崇德部落) 

5215  4/25 牛欄河劇場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下崇德部落) 

5216  4/25 謝欽鵬 愛心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下崇德部落) 

5217  4/25 李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下崇德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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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8  4/25 健康美機構劉通

明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下崇德部落) 

5219  4/25 林青優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下崇德部落) 

5220  4/25 王瑜璟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下崇德部落) 

5221  4/25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下崇德部落) 

5222  4/25 水仙堂贈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板下部落) 

5223  4/25 李安若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板下部落) 

5224  4/25 何孟修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板下部落)  

5225  4/25 劉昌蕙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板下部落) 

5226  4/25 陳俊吉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山部落) 

5227  4/25 黃阿姑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山部落) 

5228  4/25 許月盈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山部落) 

5229  4/25 黃百熬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山部落) 

5230  4/25 溫靜枝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山部落) 

5231  4/25 劉蘭芝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山部落)  
 
 
 
 
 
 
 
 
 
 

5232  4/25 何慧麗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山部落) 

5233  4/25 高嘉偉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山部落) 

5234  4/25 施澄華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山部落) 

5235  4/25 蔡永雪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山部落) 

5236  4/25 吳麗娟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山里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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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7  4/25 張佩琪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山里部落) 

5238  4/25 高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山里部落) 

5239  4/25 張健晏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山里部落) 

5240  4/25 吳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山里部落) 

5241  4/25 賴來春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天部落) 

5242  4/25 吳佳航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天部落) 

5243  4/25 廖淑粉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天部落)  

5244  4/26 黃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天部落) 

5245  4/26 江亮緹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天部落) 

5246  4/26 陳惠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天部落) 

5247  4/26 李嫆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天部落) 

5248  4/26 宋秋香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天部落) 

5249  4/26 李維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天部落) 

5250  4/26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崙天部落)  
 
 
 
 
 
 
 
 
 
 

5251  4/26 李彥林 二手衣服 一批 轉贈(卓溪崙天部落) 

5252  4/26 比格拜特 棉花糖 一批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253  4/26 胡洛崇 文具、日常用品 一批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254  4/26 韓宜穎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卓溪立山部落) 

5255  4/26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立山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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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6  4/26 白晏如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立山部落) 

5257  4/26 林景頌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立山部落) 

5258  4/26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立山部落) 

5259  4/26 陳靖珈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立山部落) 

5260  4/26 曾美花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卓溪立山部落) 

5261  4/26 吳兆騏 二手衣服 三箱 轉贈(卓溪立山部落) 

5262  4/26 邱淑芬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卓溪立山部落)  

5263  4/26 施淑琴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明有部落) 

5264  4/26 歐德利國際有限

公司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明有部落) 

5265  4/26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明有部落) 

5266  4/26 唐春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明有部落) 

5267  4/26 賴柏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明有部落) 

5268  4/26 林誼樺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明有部落) 

5269  4/26 吳美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明有部落)  
 
 
 
 
 
 
 
 
 
 

5270  4/26 崔立群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明有部落) 

5271  4/26 張心怡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明有部落) 

5272  4/26 徐凡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明有部落) 

5273  4/26 王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明有部落) 

5274  4/26 蕭明純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明有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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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5  4/26 紫吟采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明有部落) 

5276  4/26 陳盈君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明有部落) 

5277  4/26 林佳誼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明有部落) 

5278  4/26 張淑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明有部落) 

5279  4/26 戎小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80  4/26 楊勝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81  4/26 金豐禾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82  4/26 葉玟鑫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83  4/26 張秀富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84  4/26 李彥林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85  4/26 葉怡君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86  4/26 閰慧茹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87  4/26 巫宗翰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88  4/26 梁宝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89  4/26 鄭順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90  4/26 陳立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91  4/26 林慈雯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92  4/26 洪寶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93  4/26 王秀玲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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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4  4/26 楊 偉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95  4/26 李愛主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96  4/26 迪板/湘帝蔘茸有

限公司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97  4/26 邱美雲(羅運田)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98  4/26 鄭  寧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299  4/26 江家霖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300  4/26 曾美蓮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301  4/26 佳美渡假山莊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302  4/26 魏德婷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303  4/26 吳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304  4/26 王羿函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305  4/26 邱清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306  4/26 林筱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克來寶部落) 

5307  4/26 作廢     
 
 
 
 
 
 
 
 
 
 

5308  4/26 王莊素真 麵包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早餐 

5309  4/26 一全電鍍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清潔用品 一批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310  4/26 林湘媚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11  4/26 永露叔恩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12  4/26 馮鈺錦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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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4/26 張霜華 物資 一批 轉贈(克尼布部落) 

5314  4/26 林月滿 衣服 一箱 轉贈(克尼布部落) 

5315  4/27 陳真真 衣物 一箱 轉贈(克尼布部落) 

5316  4/27 吳嫚玲 物資 一批 轉贈(克尼布部落) 

5317  4/27 倪伯盈 物資 一批 轉贈(克尼布部落) 

5318  4/27 林容綉 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19  4/27 楊淑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20  4/27 杜宗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21  4/27 吳清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22  4/27 劉淑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23  4/27 吳美花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24  4/27 蘇慈瑟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25  4/27 陳佩羽、張閎鈞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26  4/27 劉羽青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27  4/27 林怡婷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28  4/27 陳淑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29  4/27 丁建文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30  4/27 陳貴茹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31  4/27 許小姐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姬望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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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2  4/27 愛心人士 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33  4/27 基燁國際有限公

司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34  4/27 張瑞謙 物資 一批 轉贈(姬望教會) 

5335  4/27 劉吳吟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36  4/27 愛心人士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37  4/27 愛心人士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38  4/27 張育文 麵 一批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339  4/27 盧長春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40  4/27 甘銀貞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41  4/27 林意貞 二手衣服、鞋子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42  4/27 林先生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43  4/27 陳佩蓁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44  4/27 張麗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45  4/27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46  4/27 郭嘉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47  4/27 溫惠怡 日常生活用品 一箱  

5348  4/27 范嘉祥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49  4/27 劉淑薰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5350 4/27 王昭君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姬望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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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1  4/27 林岳衍 冷凍雞翅 二箱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中.晚餐 

5352  4/27 張世榮、張翁麗

珍、張智苑、張

雅素 

食品、生活用品 一批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中.晚餐 

5353  4/27 張育文 肉品 二箱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中.晚餐 

5354  4/27 民生海產行 海鮮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中.晚餐 

5355  4/27 作廢    

5356  4/27 梁碧如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57  4/27 謝喬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58  黃林寶蓮 作廢   

5359  4/27 黃雪錦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60  4/27 石門綿-臨海農場

有限公司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61  4/27 柯德明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62  4/27 黃林寶蓮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63  4/27 黃士祥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64  4/27 鄭評元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65  4/27 楊金嬰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66  4/27 魏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67  4/27 楊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68  4/27 正玉佳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69  4/27 董柏均、董柏

岑、董柏毅 
二手衣服 四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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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0  4/27 聯橋健康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71  4/27 邱素菁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72  4/27 倪伯盈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73  4/27 蕭明慧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74  4/27 振芳商號、詹宜

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75  4/27 蘭陽慈惠堂(林淑

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76  4/27 台東聖母醫院復

健科-賴建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77  4/27 余淑瑩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78  4/27 曾祉弘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79  4/27 陳先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80  4/27 泰元中藥房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81  4/27 郭嘉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82  4/27 黃宜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83  4/27 潘羿彣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84  4/27 張麗蓉 二手衣 二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85  4/27 王文琦 日用品 一箱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386  4/27 姚英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87  4/27 吳世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88  4/27 吳 緘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5389  4/27 陳珮蓁 二手衣 二箱 轉贈(陶樸閣教會)  

 

107 年 4 月物資捐贈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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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0  4/27 廖勝興 包子 一箱 交膳食管理組烹早餐 

5391  4/27 碧 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教會) 

5392  4/27 賴秋梅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393  4/27 呂韻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394  4/27 楊雅善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395  4/27 盧長春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396  4/27 歐陽小春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397  4/27 陳子涵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398  4/27 吳寶兒 日用品 一箱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399  4/27 林先生 二手衣 二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00  4/27 郭嘉婕 二手衣 二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01  4/28 吳淑真 二手衣 二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02  4/28 無名氏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03  4/28 段秀英 水餃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  
 
 
 
 
 
 
 
 
 
 

5404  4/28 孫秀儀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05  4/28 張惠珠 二手衣 二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06  4/28 何秋香 二手衣 二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07  4/28 楊一峰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08  4/28 林麗董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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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9  4/28 陳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10  4/28 李婕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11  4/28 黃靖雅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12  4/28 分工合作社 二手衣 三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13  4/28 吳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14  4/28 吳奕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15  4/28 廖承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16  4/28 徐鈾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17  4/28 莊聖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18  4/28 陳俊辰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谷牧紀念教會) 

5419  4/28 吳加惠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20  4/28 王秀卿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21  4/28 潘惠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22  4/28 黃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23  4/28 潘宇傑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24  4/28 佳美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25  4/28 李枝芳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26  4/28 陳泰山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27 4/30 米可小舖 二手衣 一袋 轉贈(太魯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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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8 4/30 金名峰商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29 4/30 賴怡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30 4/30 陳淑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31 4/30 鍾南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32 4/30 陳毅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33 4/30 鄭 S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34 4/30 陳美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35 4/30 蔡美滿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36 4/30 蔡富祥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37 4/30 許春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38 4/30 陳寶蓮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39 4/30 趙素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40 4/30 馬文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41 4/30 林惠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42 4/30 黃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43 4/30 張先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44 4/30 楊雅善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45 4/30 周慧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46 4/30 楊瑞春 日用品 一箱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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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7 4/30 許佩甄 二手衣 一袋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48 4/30 感恩您 南北雜貨食品乾貨料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 

5449 4/30 廖秀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50 4/30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51 4/27 張裕傑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52 4/27 張惠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53 4/27 謝賜(火宗 ) 兒童書包 

新衣 
各一箱 交由倉管組置入物資室 

 
 

5454 4/27 林佑(文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55 4/27 張 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56 4/27 章魚哥 食   品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 

5457 4/27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458 4/27 何侑容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59 4/27 謝忠男逆主流企

業社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60 4/27 郭嘉昇 二手書 

日用品 
各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61 4/27 范嘉紓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62 4/27 胡雅笅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63 4/27 弘昌文通-張玲茹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64 4/27 朱現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65 4/27 曾學妙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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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6 4/30 林笍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67 4/30 陳樺臻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68 4/30 顏有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69 4/30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70 4/30 郭素杏 二手娃娃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71 4/30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72 4/30 陳佩瑤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73 4/30 蘇亭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74 4/30 丁惠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75 4/30 東倉超商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76 4/30 張郁琪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77 4/30 吳寶春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麵包 一箱 交膳食管理組早餐 

5478 4/30 東倉超商 芒果青 一箱 交膳食管理組食後食用 

5479 4/30 文戁文教企業社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80 4/30 國峰興業有限公

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81 4/30 田惠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82 4/30 果物會社小物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83 4/30 黃鈺淋 二手衣 五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84 4/30 楊幸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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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5 4/30 陳媺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86 4/30 感恩您 新鞋 二雙 交生輔教保管理組 

5487 4/30 陳雅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88 4/30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89 4/30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90 4/30 何松錫 二手書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91 4/30 葉怡伶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92 4/30 黃歆媚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93 4/30 曾麗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94 4/30 畢鳳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95 4/30 余婷君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96 4/30 李沛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97 4/30 邱福財 食 品 一箱 交膳食管理組 

5498 4/30 長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499 4/30 葉美蘭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500 4/30 李姿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506 4/30 顏再添 洋蔥 十袋 交膳食管理組 

5507 4/30 王國棟、王麗容 

謝秀珍 
洋蔥 十袋 轉贈(秀林部落) 

5508 4/30 黃總看 洪香 洋蔥 十袋 轉贈(秀林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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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9 4/30 鄭冠傑、黃子鈞 

鄭袁青、黃進生 

洋蔥 十袋 交膳食管理組 

5510 4/30 施縥美容商行 洋蔥 十袋 轉贈(秀林部落) 

5511 4/30 邱鈺雯 洋蔥 十袋 轉贈(秀林部落) 

5512 4/30 劉于彰 洋蔥 十袋 轉贈(板下部落) 

5513 4/30 許小芳 洋蔥 十袋 轉贈(板下部落) 

5513 4/30 蘇珍那 洋蔥 二十袋 轉贈(下崇德部落) 

5529 4/31 金名峰商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530 4/28 牛吳昀儒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31 4/28 牛君瑜 二手衣、文具鞋 二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32 4/28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33 4/28 陳秋菊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34 4/28 陳貴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35 4/28 曾喬慧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36 4/28 米 苑 二手衣 三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37 4/28 楊雅善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38 4/28 鄭淑瓊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39 4/28 林惠美 洗髮精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5540 4/28 陳家琪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41 4/28 方敏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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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2 4/28 黃宏仁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43 4/28 連寧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44 4/28 林專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45 4/28 吳國泰 二手衣 二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46 4/28 蔡宜蓁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47 4/28 巫康睿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48 4/28 林松(木養)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49 4/28 張瑞妙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50 4/28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51 4/30 張郁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52 4/30 林筱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53 4/30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54 4/30 廖惠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景美教會) 

5555 4/30 楊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56 4/30 范淑瑤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57 4/30 林筱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58 4/30 許小姐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59 4/30 李曉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60 4/30 胡自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61 4/30 林幸君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62 4/30 林芯慈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63 4/30 林青燕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64 

 

4/30 
 
李燕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65 4/30 游文賢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67 4/30 謝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68 4/30 呂佳霖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69 4/30 杜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70 4/30 葉雲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71 4/30 陳先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72 4/30 陳烈耀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73 4/30 王語牆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74 4/30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教會) 
5575 4/30 胡淇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76 4/30 金翔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77 4/30 陳萃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78 4/30 張之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79 4/30 姚曼君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80 4/30 王雪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81 4/30 邱麗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82 4/30 楊宴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83 4/30 陳淑圭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84 4/30 陳聖頩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85 4/30 方碧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86 4/30 紀孟宏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87 4/30 郭忠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88 4/30 勁捷泳裝 新衣物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5589 4/30 劉澤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90 4/30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91 4/30 柳安庭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92 4/30 歐惠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93 4/30 葉銘猗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94 4/30 葉麗香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95 4/30 陳惠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96 4/30 李太太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97 4/30 林玉謹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98 4/30 薛  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599 4/30 張珍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600 4/30 徐玉秀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佳民教會) 

5601 4/30 坪林區農會-陳美

惠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02 4/30 陳春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03 

 

4/30 
 
陳靖云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04 4/30 楊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05 4/30 楊子宣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06 4/30 黃泓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07 4/30 余瑋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08 4/30 黃靖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09 4/30 鄭皇蘭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10 4/30 蘇婉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11 4/30 畢鳳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12 4/30 楊淙荏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13 4/30 劉寶民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14 4/30 張瑋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15 4/30 張依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16 4/30 吳曉芬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17 4/30 林婷案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18 4/30 劉莉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5619 4/30 陳郁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國富里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