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 7 月物資捐贈資料表 
編 號 日期 捐 贈 單 位 品        名 數 量 使 用 用 途 
06561   7/02     林筱柔       水餃    10 盒 交由廚媽烹煮 

  06562   7/02     陳國章     二手衣  七件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563   7/02     徐藍君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564   7/02     蔡森元     二手衣  3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565   7/02 億錩五金建材

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566   7/02     賴彥碩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567   7/02     楊絜羽     餅乾  一箱 輔導員分配院童食用 

  06568   7/02     郭麗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569   7/02     楊淑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570   7/02     陳薏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571   7/02     林美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572   7/02     林唯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573   7/02     王榮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574   7/02     盧偉豪     二手衣 3+1

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575   7/02     萬珮琪     包包  一箱 轉贈(吉安銅門部落) 

  06576   7/02     陳淑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577   7/02     郭紘玉     二手衣  2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578   7/02     蕭妙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579   7/02 田椿公司-張
美芳 

    衣服.用品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580   7/02     彭秀麗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581   7/02     蘇琪華     二手衣  3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582   7/02     董蓉青     二手衣服  2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583   7/02     曾惠君     二手衣  2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584   7/02 林告醉茫茫-
林雅玲 

    芒果  2箱 分配院童飯後水果 

  06585   7/02     黃千祝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586   7/02     莊秀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587   7/02     廖昱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588   7/02     徐尉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589   7/02     黃淑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590   7/02     曾卉嫻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591   7/02     羅秀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592   7/02     劉愛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593   7/02     陳麗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594   7/02     李婕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595   7/02     李慈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596   7/02     林春秀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597   7/02     黃先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598   7/02     高慧莉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599   7/02     彭千容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00   7/02     劉惠貞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01   7/02     余橘       餅乾  3 箱 分配院生點心 

  06602   7/02     李欣芸       餅乾  2 箱 分配院生點心 

  06603   7/02  周裕欽.吳立

安 
      魚罐  2 箱 分配院生早餐配稀飯 

  06604   7/02     吳政翰       口罩      一箱 交由生輔員入醫務室 

  06605   7/03     陳玉玲       白米  一箱 交由廚媽烹煮稀飯.白
飯 

  06606   7/03     吳秀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07   7/03 尚展(成功分

公司) 
      麵包      一箱 分配秀林部落課輔班

學員食用 

  06608   7/03     陳雅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09   7/04 悅爾國際行銷

有限公司 

    二手衣  2 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10   作廢          

  06611   7/04     簡莨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12   7/04     洪秋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13   7/04     蕭雅境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14   7/04     張鳳美   二手衣.背包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15   7/04     陳太太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16   7/04     劉宜蓁     二手衣  2 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17   7/04     黃士錦     二手衣  3+1

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18   作廢      

  06619   7/05     胡際正        米  一箱 交由廚媽烹煮稀飯.白
飯 

  06620   7/05     杜啟銘     衛生紙  一箱 分配男.女生廁所使用 
  06621   7/05 台灣惠光慈善

關懷協會 

    新衣服  一批 分配院生穿著 

  06622   7/05     姬兆平    書. 玩具  2 箱 轉贈(三棧部落) 
  06623   7/05     江琝玲     新.舊衣服  一箱 分配院生穿著 

  06624   7/05     劉巧婷   二手衣.新衣  一箱 分配院生穿著 

  06625   7/05     蔡紫玥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26   7/05     彭于珊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27   7/05     李蓉晨      糖果  一箱 分配秀林部落夏令營

點心 

  06628   7/05     高福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629   7/05     張華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630   7/05     黃子瑄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631   7/05     吳淼蘭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632   7/05     黃琇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633   7/05     楊千慧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634   7/05     吳賀英     二手衣  2 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35   7/05     張小華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36   7/05     劉奕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37   7/05     凃巧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38   7/05     陳娟娥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39   7/05     林靜彤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40   7/05     陳冠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641   7/05     吳嫚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42   7/05     陳美后     巧克力  兩袋 暫入冰箱分配夏令營

使用 

  06643   7/05     賴俞辰     新內衣      一箱 分配院生穿著 

  06644   7/06     蔡春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645   7/06     陳秋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646   7/06     傅淑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647   7/06     林欣怡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648   7/06     陳識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649   7/06     翁語柔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650   7/06     林玉玲     二手衣  2 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651   7/06     杜穎嘉     二手衣  2 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652   7/06     陳紫柔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653   7/06     蔡韻甄     香瓜  2 箱 分配院生飯後水果 

  06654   7/06 西 2-晴天秋吉

有限公司 
   衣服.物品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655   7/06     廖秀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56   作廢          

  06657   7/06     潘桂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58   7/06 盈達有限公司

---- 
王怡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59   7/06     楊先生     麵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60   7/07  山本富也論

件 
    沐浴乳  一箱 分配院生沐浴使用 

  06661   7/07 欣翰國際科技

有限公司 

    二手衣  3 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62   作廢         

  06663   7/07     葉憶如     二手衣 3+1
箱 

轉贈(陶布閣部落) 

  06664   7/07 展駿股份有限

公司 

    二手衣  五箱 轉贈(陶布閣部落) 

  06665   7/07   鳳德慈惠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布閣部落) 
  06666   作廢     



  06667   7/07     許靖雅 二手衣服.褲
子 

 2 箱 轉贈(陶布閣部落) 

  06668   7/07     張存瑄     糖果  一箱 分配院生.秀林課輔班

學員 
  06669   7/07     徐小姐    衛生紙     一箱 分配男.女廁所使用 
  06670   7/07     陳 Ｓ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71   7/07     象神花坊  300g*40 包

白米 
 一箱 交由廚媽烹煮粥.白飯 

  06672   7/10     黃伯唐     書籍  四箱 放置兒家圖書室 

  06673   7/10     陳嘉琪  衛生紙 12 包

6 袋 
 2 箱 分配男.女生廁所 

  06674   7/10     劉美姿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75   7/10     簡伶容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76   7/10     許世賢     二手衣      2 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77   7/10     感恩您    書籍.玩具  2 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678   7/10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679   7/10     李彥林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680   7/10     李林志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681   7/10     王來好     二手衣物  3 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682   7/10     呂韻琴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683   7/10     簡素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684   7/10     楊睿愷     二手衣.鞋  2 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685   7/10     李政宜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686   7/10     石心梅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687   7/10     周紫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688   7/10     蔡宛蓉     二手衣  3+1

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689   7/10     趙小姐     糖果.餅乾  一箱 分配院生點心 

  06690   7/10 台南市惠光慈

善關懷協會 

    零食  一批 分配院生點心 

  06691   7/10 統一生機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水餃  6 包 交由廚媽烹煮分配院

生食用 

  06692   7/10 Sweee heare
後援會 

    生活用品  一批 分配院生使用 

  06693   7/11     黃婉盈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94   7/11   勝信工業社     二手衣  2 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95   7/11     顏芷秦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96   7/11     許陳美枝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97   7/11     葉淑芬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98   7/11     陳秀琪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699   7/11     姚國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700   7/11     吳富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701   7/11 新鮮咕咕叫 6 月份捐米 100 交由倉管組分配入庫 



(一群人) 台斤 
  06702   7/11     劉冠坊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703   7/11 韋柏國際貿易

有限公司 

醋 一箱 交由廚媽烹煮分配使

用 

  06704   7/11 台灣順豐速運

股份有限公司 

物品 一批 交由保育人員分配院

生使用 

  06705   7/11     馨荔園 荔枝 一箱 分配院生飯後水果 

  06706   7/11     陳愷廷       玩具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707   7/11     曾家煒     清潔用品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708   7/11     高福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709   7/11     周佳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710   7/11     吳美靜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711   7/11 13A 黃金喜

(茫)(棗)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712   7/11     賴玟羚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713   7/11     葉家君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714   作廢         

  06715   7/11     黃睿宣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716   7/11     鄭幟陽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717   7/11     劉澤馨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718   7/11     謝絹鳳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719   7/11     莊郁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720   7/11     卓靚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721   7/11     李昱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722   7/11     李旻宴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723   7/11     李秀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724   7/11     蔡玉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06725   7/11     汪莉萍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06726   7/12     良銘     二手衣物  一批 轉贈(和平部落) 
  06727   7/12     莊瑞君     二手衣物  3+1

箱 
轉贈(和平部落) 

  06728   作廢          

  06729   7/12     余建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06730   7/12     日勝服裝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06731   7/12 毅冠電子(股)

公司 
    二手衣物  3 件 轉贈(和平部落) 

  06732   7/13     高福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06733   7/13     魏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06734   7/13     徐月梅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06735   作廢    轉贈(可樂部落) 
  06736   7/13     楊淑玲     衣物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737   7/13 美藍雷(股)公

司 
  冷凍肉品  一箱 交由廚媽烹煮 



  06738   7/13     潘東東     鞋子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739   7/13     張美棋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740   7/13     黃歆婷     二手衣  三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741   7/13     賴怡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742   7/13     趙榮權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743   7/13     閻思伃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744   7/13     范玉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745   7/13     張賀沛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746   7/13     李秋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747   7/13     黃崇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748   7/13     吳采蓁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06749   7/13     黃琇琪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750   7/13     鄭澧懿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751   7/13     陳芯    衣服.文具      二箱 交由保育人員分配 

  06752   7/13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753   7/13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754   7/13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755   7/13     鄧美蘭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756   7/13     李曼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757   7/13     蔡’S     玩具.書  二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758   7/13     艾微服飾店     二手衣  3 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759   7/14     鄭皓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6760   7/14 巧之味手工水

餃 

    水餃  一箱 交由廚媽烹煮 

  06761   7/14 億航企業社-
楊淑雲 

    水果  一箱 分配院生飯後水果 

  06762   7/14     蘇吟奇     二手衣  一批 轉贈(文蘭部落) 
  06763   7/14     謝秋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06764   7/14     柯佳幸     二手衣  3+1

箱 
轉贈(銅門部落) 

  06765   7/14     感恩您     二手衣  一袋 轉贈(銅門部落) 
  06766   7/14 順億化工原料

有限公司-黃
冠彰 

    口罩  2 箱 交由生輔員(護士)點
收.入保健室. 

  06767   7/16     李任展     乳飲  一批 分配院生點心 

  06768   作廢          

  06769   7/17     田又甄     新雨傘  一批 交由捐物負責人置入

庫 

  06770   7/17    允盛百貨     牙刷  一批 交由捐物負責人置入

庫 

  06771   7/17     黃靖雅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06772   7/17     莊瓊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06773   7/17     李雅婷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06774   7/17     彭建偉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06775   7/17     黃慧雅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06776   7/17     勞大興     衣服.庶物 一箱 轉贈(銅門部落) 
  06777   7/17     感恩您     二手衣  2 箱 轉贈(銅門部落) 
  06778   7/17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779   7/17     張秋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780   7/17     彭雅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781   7/17     林牧潔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782   7/17     王秀妙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783   7/17     郭妙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784   7/17     吳昆霖     物資      一批 轉贈(文蘭部落) 
  06785   7/17     賴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786   7/17     張一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787   7/17     滕秀華     二手衣服     3 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788   7/17  莊舒涵.蔡杰

翰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789   7/17     李燕雪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790   7/17     李玉蘭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791   7/17     梁珈綾     餅乾  一箱 分配院生.課輔班點心 
  06792   7/17     林幸汶     飲品  3+1

箱 
分配院生.課輔班點心 

  06793   7/17     彭金蓮 鞋子.二手衣.
庶物 

 3+1
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794   7/17     詹秀妃     二手衣服  五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795   7/17     珍大朵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796   7/17     蔡先生     衣服.背包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797   7/18 中央研究院-

106 實驗  劉
弈延 

    火龍果  2 箱 分配院生飯後水果 

  06798   7/18     連誠裝訂     塑膠盒  一箱 交由負責捐物人員置

入庫 

  06799   7/18 潞名堂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800   作廢         

  06801   7/19 台灣順豐精品

有限公司-張
家豪 

    新 T 恤  60 件 由保育人員分配院生.
老師們穿 
著 

  06802   7/19     謝明麗     食品  一批 交由負責捐物人員分

配入庫 

  06803   7/19     葉憶如  二手衣.包包  一批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804   7/19     郭麗秋     二手衣  五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805   7/19     嚴嘉容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806   7/19 欣享娛樂有限 食品  一批 交由保育人員分配院



公司 
-孫立偼 

生食用 

  06807   7/19     陳慧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808   7/19   上園餐廳 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809   7/19     楊孟瑜 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810   7/19     許素婷 二手衣 一批 轉贈(文蘭部落) 
  06811   7/19 港香蘭藥廠股

份有限公司-
員工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812   7/19 來義高中瑪莎

嚕志 
工團-顏漢平 

二手衣 五箱 轉贈(文蘭部落) 

  06813   7/19     張芳瑩 二手衣物 一批 轉贈(文蘭部落) 
  06814   7/19     陳均郁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815   7/19    漂流木民宿     二手衣  一批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816   7/19     黃千祝     二手衣服  3 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817   7/19     田又甄     嬰兒用品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818   7/19     蕭雅靜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819   7/19     俞嫦娥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820   7/19     黃秋香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821   7/19 喜園有機食品

-張藝諼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822   7/19     張珍華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823   7/19     吳子珈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北昌部落) 
  06824   7/19     廖文蕙     棉被.衣服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825   7/19     張雅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26   7/19     徐雅慧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27   7/19     羅致維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28   7/19     李依旋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29   7/19     李雅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30   7/19     黃小琪   二手衣服.鞋

子 
 二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31   7/19     黃婕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32   7/19     張芳瑩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33   7/19     黃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34   7/19     陳淑真     二手衣服  一批 轉贈(陶樸閣部落) 
  06835   7/19     王微君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36   7/19     鄭秀英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37   7/19       白幼     二手衣服  三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38   7/19     楊惠美     提袋.文具  二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39   7/23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40   7/23     葉憶如     二手衣 3+1

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41   7/23 果漾莊園國際

食品有限公司

-王士豪 

    餅乾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42   7/23     呂誼瑄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6843   7/23     張新基      舊衣回收  3+1

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44   作廢    轉贈(富世部落) 
  06845   7/23     周朕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46   7/23     大振豐     二手衣  三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47   7/23     陳思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48   7/23     洪長榮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49   7/23     李錫輝     二手衣物  11 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50   7/23     陳美慧     二手衣物  二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51   7/23     曹筆硯     乳飲  一批 分配院生點心食用 

  06852   7/23     張辰甄     二手衣物  一批 轉贈(富世部落) 
  06853   7/23     謝艷嬌     香腸  一箱 交由廚媽烹煮 

  06854   7/23     愛心人士     雞蛋.文具  一箱 交由廚媽.保育人員 
  06855   7/23 皇傑汽車有限

公司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56   7/23     陳紫綺  二手衣服.鞋
子    

 三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57   7/23     韓明輝      芒果  一箱 分配院生飯後水果 

  06858   7/23 (明峰)尚展(成
功分 

    麵包  一箱 分配院生早餐.點心 

  06859   7/23 興茂房屋仲介

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60   7/23     黃素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61   7/23     魏鈺芬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62   7/23     詹淑敏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63   7/23     姚筠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64   7/23     李靜宜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65   7/23     王嫚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66   7/23     吳冬妃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67   7/23     林宥僑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68   7/23     郭明春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69   7/23     饒翠琦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70   7/23     謝沛溱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富世部落) 
  06871   7/23     陳梵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872   7/23     吳采蓁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873   7/24     周美秀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874   7/24     許宸琪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875   7/24     陳珈合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876   7/24 曾美玲.陳孟瑋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877   7/24     鄭斐英 二手衣物.鞋
子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878   7/24     林宜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永興部落) 
  06879   7/24     游寶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880   7/24 遠東世界花園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881   7/25 樂果手創烘焙     麵包  一箱 分配秀林部落課輔學

員食用 

  06882   7/25 順發水果行     橘子  3 箱 分配院生飯後水果 

  06883   7/25 榮總/吳汶芬     冷凍饅頭  一箱 分配院生早餐食用 

  06684   7/25 莊秀然.曾德

山 
    水蜜桃  一箱 分配院生飯後水果 

  06685   7/25     張語晴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686   7/25     呂幸宜     二手衣.書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687   7/25     吳淑蘭     故事書  2 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688   7/25     陳美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889   7/25     黃素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890   7/25     法爾多絲     二手衣  2 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891   7/25     黃芷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892   7/25     黎佳欣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893   7/25     洪麗月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894   7/25     黃婕婷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895   7/25 承奕精密企業

社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加灣部落) 

  06896   7/25 花蓮聖地慈惠

堂總堂 

    物資  一批 分配院生使用 

  06897   7/26     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06898   7/26 奇創基隆市     棉被  一批 分配院生冬天使用 

  06899   7/26 台灣順豐速運

股份有限公司 

    二手衣  3 箱 轉贈((和平部落) 

  06900   7/26     吳淑蘭 庶物.書籍.卡
帶 

 3+1
箱 

轉贈((和平部落) 

  06901   7/26 吳寶春(股)公司

-台中 
    麵包  二箱 轉贈((和平部落) 

  06902  7/26 歡喜八方健康

心靈協會 
   水壺.庶物  一箱 分配院生開學使用 

  06903  7/26     陳沛潔 二手衣.庶務

物資 
二箱 轉贈((和平部落) 

  06904  7/26     鄭佳筠     物資.庶務  二箱 轉贈((和平部落) 
  06905  7/26     張勝利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和平部落) 
  06906  7/26     盧藝伃     書包  一批 發放院生開學使用 

  06907  7/26     李淑青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908  7/26     李佩陵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909   7/26      吳婷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910   7/26     陳月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911   7/26 波特力企業(股)

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912   7/26     鄭淑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913   7/26     蔡毓璘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914   7/26     林美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915   7/26     范麗苓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916   7/26     潘瑪格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917   7/26     陳寶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918   7/26     黃淑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919   7/26     王蘭蕙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6920   7/27 慕可(股)公司 嘉明鮮乳

210m l 
160

瓶 
分配院生早餐食用 

  06921  作廢        
  06922   7/27 泰好水餃館    泰好麵皮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 
  06923   7/27 (福隆)澳底製冰

廠 
        魚  兩箱 交由廚媽烹煮 

  06924   7/28     蕭明純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25   7/28     十方共修會 文(玩)具.冬

粉 
 一批 交由廚媽.保育人員烹

煮.使用 
  06926   7/28     吳淑蘭     文具  二箱 分配院生.課輔學員 
  06927   7/28     汐止國泰 二手物(文具)  一箱 分配院生.課輔學員 
  06928   7/28 陳玉秋.徐秀華.

黃芯誼 
    鳳梨      一箱 分配院生飯後水果 

  06929   7/28      鄭靜娜     新衣服  一箱 分配院生各年齡層穿 
  06930   7/28     陳秋陽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31   7/28 李曜廷.李佩蓉 水梨.葡萄.水

果 3C 食品.蔬

菜.衣物     

 一批 分配院生食用 

  06932   7/28     洪蔡玉雲     二手玩具  一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33   7/28     劉素娥     二手衣服  一批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34   7/28     陳靜怡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35   7/28     朱金興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36   7/28     林蓉芝 二手衣.文具  一批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37   7/28     張”S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38   7/28     林雨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39   7/29     柯淑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40   7/29     范姜皓新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41   7/29     李玉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42   7/29     吳奕璇      二手衣  一批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43   7/29     謝碧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44   7/31     吳姐 二手衣.物資  3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45   7/31     謝淑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46   7/31     蕭雅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47   7/31     陳美純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48   7/31     傅鳳美     二手衣  2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49   7/31     林巧苹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50   7/31     周緘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幾可普部落) 
  06951   7/27 (補)蔣忠輝 飯糰.茶葉蛋 二箱 分配院生點心食用 

  06952   7/27 (補)凃宜琳 飯糰.茶葉蛋 二箱 分配院生點心食用 

  06953   7/31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6954   7/31     高欣儀 二手衣.鞋 二袋 轉贈(榕樹部落) 

  06955   7/31 H u Sheng H uang     乳飲 一批 分配院生.課輔學員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