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 5 月物資捐贈資料表 
編 號 日期 捐 贈 單 位 品        名 數 量 使 用 用 途 

5501 5/01 林玉珠 涼麵 60 碗 交膳食管理組 
5502 5/02 高文賓 物資 一批 轉贈(波拉旦教會) 

5503 5/04 高雄市腳傢族老人

關懷慈善會 

冷凍肉品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 

5504 5/04 高雄市腳傢族老人

關懷慈善會 

餅乾 13 箱 

關廟麵 5 箱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 

5505 5/04 建成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波拉旦教會) 
5515 5/08 梁珈綾 餅乾 一箱 交膳食管理組 

5516 5/08 明峰尚展成功分公

司 

麵包 一箱 交膳食管理組 

5517 5/17 林幸青 洋蔥 五箱 轉贈(太魯閣教會) 

5518 5/08 李杏玉 肉圓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 

5519 5/08 楊琇晴 豬肉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 

5520 5/09 張晏慈 雙面髎 8 卷 交行政組管理 

5521 5/08 奉聖宮 物資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 

5522 5/09 吳寶春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麵包 二箱 交課輔管理組 

5523 5/09 邱士榮 日用品絨毛娃娃 一箱 轉贈(秀林民有部落) 
5524 5/09 鄭又菲 白米 30KG 4 包 交膳食管理組 

5525 5/09 月桃故事館華實興

業股份有限公司 

清潔用品 六箱 交物資管理組 

5526 5/10 陳 IS 手工餅乾 一盒 交膳食管理組 

5527 5/10 黃玉月 微波爐 一台 交物資管理組 

5528 5/10 陳善玲 新 T 恤 一箱 交物資管理組 

5620 5/01 吳世玉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21 5/01 泰元中藥房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22 5/01 荸雅澕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23 5/03 蕭家琪 二手衣 二件 轉贈(崇德部落) 
5624 5/03 許和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25 5/03 葉小姐 二手衣 四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26 5/03 劉雅蕙 二手衣、玩具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27 5/03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28 5/03 廖翊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29 5/03 宏普光年領袖館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30 5/03 李玉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31 5/03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32 5/03 陳美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33 5/03 陳祥銘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34 5/03 劉雅琪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35 5/03 元章材料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36 5/03 許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37 5/03 陳冠燁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38 5/03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5639 5/03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40 5/03 陳玉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41 5/03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42 5/03 梁詠勝 二手衣 二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43 5/03 梁興梅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44 5/03 余育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45 5/03 黃雅琪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46 5/03 張雅評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47 5/03 劉寶翠 二手衣 二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48 5/03 邱任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49 5/03 陳玉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50 5/03 林正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51 5/03 李景熙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52 5/03 興航國際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53 5/03 邱任馨 二手衣 二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54 5/03 遠揚營造-梁雅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55 5/03 莊婕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56 5/03 大紅蕃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57 5/03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二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58 5/03 益旻工業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59 5/03 周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60 5/03 葉偉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治部落) 

5661 5/03 劉淑薰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662 5/03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663 5/03 明義寺(圖書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664 5/03 陳玉芬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665 5/03 連芳電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666 5/03 施富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667 5/03 林田山猪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668 5/03 何秋香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669 5/03 黃琬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670 5/03 鄧婷方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671 5/03 鄭秀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672 5/03 新地球人文主義工

房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73 5/03 吳淑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74 5/03 吳美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75 5/03 乖媽 二手衣 二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76 5/03 洪佩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77 5/03 楊雅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78 5/03 俞育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79 5/03 李智媛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80 5/03 鄭文淵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81 5/03 廖彩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82 5/03 林宜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83 5/03 林定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84 5/03 紀梅菊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85 5/03 林美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86 5/03 楊逸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87 5/03 馮珮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88 5/03 廖淑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有部落) 

5689 5/03 邱淑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5690 5/04 林宜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5691 5/04 彭志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5692 5/04 許語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5693 5/04 許慧敏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5694 5/04 賴品臻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5695 5/04 簡莉蕙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5696 5/04 謝香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5697 5/04 林佳誼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5698 5/04 黃千祝 二手衣 三箱 轉贈(三棧部落) 

5699 5/04 蔡余彩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5700 5/04 施雅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5701 5/04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02 5/04 林玫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03 5/04 賴秀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04 5/04 湯淑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05 5/04 周亞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06 5/04 許雅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07 5/04 梁朝民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08 5/04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09 5/04 何靜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10 5/04 黃宏仁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11 5/04 鄭萱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12 5/04 洪崧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13 5/04 高金枝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14 5/04 王舒儀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15 5/04 劉麗庭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16 5/04 蘇怡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17 5/04 徐月梅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18 5/04 陳泰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19 5/04 江志正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20 5/04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21 5/04 周秀月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22 5/04 游 雅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23 5/04 鄭玉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24 5/04 周曉梵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25 5/04 張云庭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26 5/04 王 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山部落) 

5727 5/07 順欣鞋業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28 5/07 鍾 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29 5/07 黃曉芬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30 5/07 李佳羚 二手衣 二箱 

生活用品 一箱 
一批 轉贈(水源部落) 

5731 5/07 王淑卿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32 5/07 洪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33 5/07 王志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34 5/07 阿 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35 5/07 愛心天使國 清潔用品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5736 5/07 陳春興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37 5/07 馬瑞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38 5/07 鄭鴻祥 二手衣漫書二箱 

日用品一箱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5739 5/07 張顏麟 濃湯料理包 一箱 交膳食管理組 

5740 5/07 林鈺蓁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41 5/07 林原葆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42 5/07 吳曉芬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43 5/07 張翠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44 5/07 徐長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45 5/07 秀山鞋行 學生製服 三箱 交物資管理組 

5746 5/07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47 5/07 蘇錦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48 5/07 王靜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49 5/07 丁夏助實業有限公

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50 5/07 謝志艮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51 5/08 張瑋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52 5/08 陳慧茹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53 5/08 張純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54 5/08 雲玉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55 5/08 游美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56 5/08 林逸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57 5/08 祐億企業社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58 5/08 盧立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59 5/08 連誠裝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60 5/08 候孝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61 5/08 蔡佳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62 5/08 大潤發平鎮店服務

台-張淑敏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5763 5/08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64 5/08 林佳儒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65 5/08 蔡富祥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66 5/08 中刀刀具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67 5/08 李珺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68 5/08 魏翎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69 5/08 賴陳滿 生活用品 一箱 交物資管理組 

5770 5/08 彩虹 3c 台北八德二

店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71 5/08 林佩君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72 5/08 巫洧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73 5/08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74 5/08 林佩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75 5/08 葉美蘭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76 5/08 林美志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77 5/08 林美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78 5/08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79 5/08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80 5/08 許馨云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81 5/08 李美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82 5/08 馬紫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馬遠部落) 

5783 5/08 林譽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784 5/08 張怡萓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785 5/08 莊琇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786 5/08 趙鳳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787 5/09 洪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788 5/09 翔龍秉崧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789 5/09 陳子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790 5/09 謝庭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791 5/09 林秀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792 5/09 徐淑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793 5/09 恆隆行 新衣 六件 交物資管理組 

5794 5/09 永鼎物流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795 5/09 吳曉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796 5/09 宣弘企業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797 5/09 羅宇施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798 5/09 黃寶嫺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799 5/09 潘秀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800 5/09 JWE  ANG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西林部落) 

5801 5/09 謝于琳(依書) 二手衣 二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02 5/09 周梅芳 二手衣 二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03 5/09 鄭 is 二手衣 二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04 5/09 張珍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05 5/09 曹燕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06 5/09 百明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07 5/09 黃靖雅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08 5/09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09 5/09 蕭瑄諄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10 5/09 魏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11 5/09 游 is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12 5/09 林舒苡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13 5/09 黃淑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14 5/09 候貴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15 5/09 詹淑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16 5/09 劉樺研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17 5/09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18 5/09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19 5/09 詹湐緹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20 5/09 賴祥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萬榮部落) 

5821 5/09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22 5/09 方瑞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23 5/09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24 5/09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25 5/09 吳麗香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26 5/09 張惠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27 5/09 林鈺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28 5/09 張山琪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29 5/10 翁秋蓮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30 5/10 徐子茹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31 5/10 郭妹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32 5/10 拉 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33 5/10 世 (方方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34 5/10 鍾美珠 二手衣 二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35 5/10 姚佩茹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36 5/10 楊碧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37 5/10 唐美黛 二手衣 二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38 5/10 杜睿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39 5/10 鍾壽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40 5/10 葉姿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41 5/10 賴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42 5/10 林枝允 二手衣 二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43 5/10 羅茲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44 5/10 簡莉蕙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45 5/10 呂娟芳 二手衣 二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46 5/10 杜 is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47 5/10 許美純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48 5/10 孫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49 5/10 蕭明純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50 5/10 劉錦翔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51 5/10 盧淑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見晴部落) 

5852 5/11 鄒淑慧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53 5/11 廖昱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54 5/11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55 5/11 許智雄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56 5/11 嚴佳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57 5/11 三商福寶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58 5/11 潘鵬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59 5/11 神木村山莊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60 5/11 曾美蓮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61 5/11 陳怡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62 5/11 楊喬雅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63 5/11 陳冠儀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64 5/11 游銘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65 5/11 永鼎物流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66 5/11 宋藍菁 作廢   

5867 5/15 陳中民 民生用品(價值

1000 元)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5868 5/15 蔡淵明 民生用品(價值

1000 元)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5869 5/15 江政諺 民生用品(價值

2000 元)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5870 5/15 瘋蝦休閒鈞蝦美食

廣場 

民生用品(價值

2000 元)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5871 5/15 楓香燒烤活魚活蝦 民生用品(價值

1000 元)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5872 5/15 廣懋國際車業有限

公司 

民生用品(價值

3000 元)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5873 5/15 群達車業(股)公司 民生用品(價值

2000 元)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5874 5/15 鋐浚機械有限公司 民生用品(價值

2000 元)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5875 5/15 鐵顏實業社 民生用品(價值

10,000 元)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5876 5/15 晟鈦科技(股)公司 民生用品(價值

20,000 元)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5877 5/11 宋藍青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78 5/11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79 5/11 史凱云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80 5/11 呂鈺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南華部落) 

5881 5/11 江蟬楓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82 5/11 黃東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83 5/14 詹淑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84 5/14 陳沛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85 5/14 熠達興業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86 5/14 楊于嫻 二手衣 二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87 5/14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88 5/14 永 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89 5/14 紀梅菊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90 5/14 繳 純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91 5/14 傳壹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92 5/14 邤琦閔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93 5/14 武氏夫婦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94 5/14 顧柔柔 蓮霚 一箱 交食物管理組 

5895 5/14 顏日宏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96 5/14 王國基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97 5/14 常慶怡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98 5/14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899 5/14 章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900 5/14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民享部落) 

5901 5/15 廖文蕙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02 5/15 蔡許月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03 5/15 王彩鳳 進口洗衣粉 一盒 交物資管理組 



5904 5/15 陳素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05 5/15 鄭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06 5/15 葉佳玫 日用品 二箱 交物資管理組 

5907 5/15 曾鴻羽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08 5/15 柯燈煌 二手衣 三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09 5/15 鄭鈺齡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10 5/15 張惠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11 5/15 黃詩涵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12 5/15 林麗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13 5/15 洪美精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14 5/15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15 5/15 莊靜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16 5/15 林淑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17 5/15 許閔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18 5/15 張玉茹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19 5/15 許美妙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20 5/15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落) 

5921 5/15 吳冠宝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22 5/15 林嘉卿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23 5/15 候智蘭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24 5/15 王財興業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25 5/15 愛心人士(高雄)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26 5/15 黃鈺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27 5/15 紐菲斯臉部護理中

心 

食品 一批 交食物管理組 

5928 5/18 廖淑芬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29 5/18 滕秀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30 5/18 宋湘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31 5/18 黃若羽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32 5/18 王品筑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33 5/18 黃雅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34 5/18 林欣霏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35 5/18 梁碧如 餅干 一箱 交食物管理組 

5936 5/18 謝月娥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37 5/18 李小姐 生活用品 一箱 交物資管理組 

5938 5/18 胡洛棠 二手衣 

日用品 
一箱 交物資管理組 

5939 5/18 陳志強 白米 30 公斤 一包 交食物管理組 

5940 5/19 陳惠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41 5/19 陳冠瑛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42 5/19 莊秀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43 5/19 何素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44 5/21 饒啟煌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45 5/21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46 5/21 南碧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47 5/21 林妤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48 5/21 謝綺瞳 二手衣 一包 轉贈(固祿部落) 

5949 5/21 葉鄭麗華 包子 一箱 交食物管理組供早

餐 

5950 5/21 李秀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51 5/21 許榛容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52 5/21 蘇育慶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53 5/21 曾馨瑩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54 5/21 水塘本舖小店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55 5/21 永昌資訊社 背包 一箱 交物資管理組 

5956 5/21 連裕工業(股)公司 白米 12 公斤’ 5 包 交食物管理組 

5957 5/21 恆大實業有限公司 白米 一批 交食物管理組 

5958 5/29 莊忠輝 麵線、茶葉蛋 一箱 交食物管理組 

5959 5/22 莊宏仁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60 5/22 林芬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61 5/22 王信凱 二手衣 四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62 5/22 感恩您 生活用品 一箱 交物資管理組 

5963 5/22 許明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64 5/22 黃瓊秀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65 5/22 曾淑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66 5/22 吳宜臻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67 5/22 張 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68 5/22 上國餐廳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69 5/22 謝美燕 新衣物 一箱 交物資管理組 

5970 5/22 林麗薰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同大禮部落) 

5971 5/22 陳立旻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同大禮部落) 

5972 5/22 張家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同大禮部落) 

5973 5/22 何珠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同大禮部落) 

5974 5/22 林雅荃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同大禮部落) 

5975 5/22 劉靜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同大禮部落) 

5976 5/22 林莉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同大禮部落) 

5977 5/23 林明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同大禮部落) 

5978 5/23 徐秀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同大禮部落) 

5979 5/23 聯翔餅店 糕餅 一批 交食物管理組 

5980 5/23 官君穎 民生用品 一箱 交食物管理組 

5981 5/22 郭麗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同大禮部落) 

5982 5/23 徐舒綺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同大禮部落) 



5983 5/23 陳亞琳 衣服 一箱 轉贈(大同大禮部落) 

5984 5/23 邱 平 衣服 一箱 轉贈(大同大禮部落) 

5985 5/23 李小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大同大禮部落) 

5986 5/23 王金森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87 5/23 周孟妤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88 5/23 文 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89 5/23 鄭淑方 餅乾 一箱 交食物管理組 

5990 5/23 趙琳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91 5/23 林淑君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92 5/23 林佳儀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93 5/23 林慧君 民生用品 一箱 交物資管理組 
5994 5/23 黃淑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5995 5/23 禾運興業有限公司- 

徐鴻翔(東浩) 

白米 300 台

斤 
交食物管理組 

5996 5/23 大口吃米(自耕農) 

劉政育 

黑米 100 台

斤 
轉贈(固祿部落) 

5997 5/25 楊聿淳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98 5/25 黃湧淯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5999 5/25 王淑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6000 5/25 陳思妤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帛士林部落) 

6001 5/25 何美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6002 5/25 徐鳳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6003 5/25 吳俞寬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6004 5/25 李寶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6005 5/25 吳鈺亭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6006 5/25 紫龍宮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和中部落) 

6007 5/25 馮小姐(雲英)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和中部落) 

6008 5/25 吳娟芳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和中部落) 

6009 5/25 陳 IS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6010 5/25 葉武雄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6011 5/25 陳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012 5/25 劉美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013 5/25 連誠裝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014 5/25 許明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015 5/25 王燕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016 5/26 陳靜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017 5/26 李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018 5/26 劉秀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6019 5/26 陳亞琳 娃娃、包包 一箱 交課輔孩童 

6020 5/26 允盛百貨 牙刷 一箱 交物資管理組 

6021 5/26 宋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022 5/26 蔡曉憶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023 5/26 林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024 5/28 唐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025 5/28 楊慧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026 5/28 鄭漫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027 5/26 郭恆志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028 5/28 狄婧瑄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029 5/28 唐祐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6030 5/28 (福隆)澳底製冰廠 魚蛋 一箱 交食物管理組 

6031 5/28 作廢    

6032 5/28 葉佩青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澳花部落) 

6033 5/28 (明峰)尚展 (成功分

公司) 

麵包 一箱 交食物管理組 

6034 5/28 鄭淑淩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澳花部落) 

6035 5/28 林美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澳花部落) 

6036 5/28 郭麗齡 衣物 一箱 轉贈(澳花部落) 

6037 5/28 饒翠琦 衣物 一箱 轉贈(澳花部落) 

6038 5/28 李 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澳花部落) 

6039 5/29 林佳誼 衣服 一箱 轉贈(澳花部落) 

6040 5/29 伍家嘉 衣服 一箱 轉贈(澳花部落) 

6041 5/29 黃瑟敏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澳花部落) 

6042 5/29 廖勝興 包子 一箱 交食物管理組 

6043 5/29 洪真宥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6044 5/29 黃靖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6045 5/29 邱淑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6046 5/29 張世榮、張智苑 

張雅条、張翁麗珍 

麵、洗衣精、牙膏

刷、米粉、垃圾袋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6047 5/29 洪小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6048 5/29 何純一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6049 5/29 李玲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6050 5/29 江正平 二手衣 

二手用品 
一批 轉贈(固祿部落) 

6051 5/30 許志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6052 5/30 楊麗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6053 5/30 黑橋牌企業(股)公

司 

培根 100 包 交食物管理組 

6054 5/30 楊孟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6055 5/30 田育菁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6056 5/30 愛美娜食品企業有

限公司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固祿部落) 

6057 5/30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固祿部落) 



6058 5/30 李佩陵 衣服 一盒 轉贈(固祿部落) 
6059 5/30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華部落) 
6060 5/30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華部落) 
6061 5/30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華部落) 
6062 5/30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華部落) 
6063 5/30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華部落) 
6064 5/30 晟權精密工業有限

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華部落) 

6065 5/30 蕭宜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華部落) 
6066 5/31 陳永豪 水產 一箱 交食物管理組 
6067 5/31 華渥創意數位科技

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華部落) 

6068 5/31 盟茂企業 衣服 一箱 轉贈(吉安南華部落) 
6069 5/31 李愛玉 二手衣 五大袋 轉贈(吉安南華部落) 
6070 5/31 黃怡君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華部落) 
6071 5/31 陳俐岑 衣服 一箱 轉贈(吉安南昌部落) 
6072 5/31 薛玉玲 衣物 一箱 轉贈(吉安南昌部落) 
6073 5/31 吉品通路行銷有限

公司 

亞麻藤涼席床包 

雙人加大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6074 5/31 陳文靜 鳳梨 一批 交食物管理組 
6075 5/31 楊雅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昌部落) 
6076 5/31 衣貳衫服飾 衣服 一箱 交物資管理組 
6077 5/31 康櫻桃 衣服 一箱 轉贈(吉安南昌部落) 
6078 5/31 李卧翰 新衣 二手衣 一箱 交物資管理組 
6079 5/31 陳明莉 衣服、米 一箱 交物資管理組 
6080 5/31 洪麗櫻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昌部落) 
6081 5/31 廖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昌部落) 
6082 5/31 莊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昌部落) 
6083 5/31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昌部落) 
6084 5/31 白碧玉 二手衣 十三箱 轉贈(吉安南昌部落) 
6085 5/31 廖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昌部落) 
6086 5/31 台灣順豐速運股份

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昌部落) 

6087 5/31 銓興資訊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昌部落) 
6088 5/31 QSEXY 服飾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吉安南昌部落) 
6089 5/31 徐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新城康樂部落) 

6090 5/31 邱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新城康樂部落) 

6091 5/31 陳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新城康樂部落) 

6092 5/31 李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新城康樂部落) 

6093 5/31 王國基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新城康樂部落) 

6094 5/31 翁太太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新城康樂部落) 



6095 5/31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新城康樂部落) 

6096 5/31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新城康樂部落) 

6097 5/31 鄭愛梅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新城康樂部落) 

6098 5/31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新城康樂部落) 

6099 5/31 葉先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新城康樂部落) 

6100 5/31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新城康樂部落) 

6101 5/31 李晨妤 民生用品(價值

2000 元) 
一批 交物資管理組 

6102 5/28 三重區愛心媽媽 肉品、海鮮食材 三箱 交食物管理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