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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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2 洪雅琪 二手衣 一箱 05/07 李雪華 二手衣物 一箱 

05/02 陳嘉玉 二手衣 二箱 05/07 陳翠芳 二手衣物 一箱 

05/02 林婉萍 新球鞋 一批 05/07 張俐晶 二手衣物 一箱 

05/02 太魯閣工作室 食品 一批 05/09 陳亞萍 
戴曉琦 
靖語宸 
溫凱嫆 

魏小玲 

何玉心 

白米 

 
50 台斤 1

包 

05/03 張世榮 
翁麗珍 
張智苑 
張雅柔 

食品 

袋子 

飾品 

DVD 

一箱 
05/09 卓玲珠 二手衣 一箱 

05/03 澳底製冰廠 魚 兩批 05/09 
黃定明 二手衣 一箱 

05/03 李榮志 饅頭 一批 05/09 賴新元 日常用品 一箱 

05/03 尚展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麵包 一箱 05/10 蔡淑貞 二手衣 一箱 



05/03 姜新銀 
林利昇 

二手衣 四批 05/10 楊馥祤 二手衣 一箱 

05/03 謝志修 
謝亞庭 

文具  一批 05/10 葉家羽 
鄭宴甄 

高聖惠 

乾糧 一批 

05/03 陳進羽 二手衣 一箱 05/10 龍潭包子專賣店 包子 一批 

05/05 許秩綱 二手衣 一箱 05/10 陳綉梅 二手衣 一箱 

05/05 張曉妨 二手衣 一箱 05/10 合億總店 

同圓富 

地瓜 

米 
一批 

05/05 珍品香 
有限公司 

奶油酥條 63 包 05/10 李志圓 
李儒霖 

白米 
30 公斤 

1 包 

05/05 剛果媽媽 冷凍吐司 一箱 05/10 劉芳昌 二手衣 一箱 

05/05 陳秦春 蘿蔔糕 一箱 05/10 泰雅鄉根民宿 
杜民覺 

垃圾袋 
地瓜酥 

一批 

05/05 林利昇 小兔子點心 一箱 05/10 鄉貌民宿王義雲 麵條 四包 

05/05 
無名氏 

MOMO 購物 

麵醬油 

米鹽 

一箱 
05/11 愛家食華有限公司 冰淇淋 一包 

05/05 直昇 魚罐頭 一批 05/11 徐士霖 二手衣 一箱 



05/12 
無名氏 義美薏仁糙米奶 

光泉巧克力牛奶 
一批 

05/20 善心人士 保久乳、垃圾袋 
洗衣粉 

一批 

05/12 亞秦化工原料有限

公司 
白米 12 公斤 

3 包 
05/20 李宜庭 沐浴乳 一箱 

05/12 陳逸 蛋糕 一批 05/20 楊雅云 清潔用品 一批 

05/12 范怡珊 食品 一批 05/20 塗玉貴 餅乾 一箱 

05/13 寶媽媽 蛋糕 一批 05/20 林聯謀 林吳碧梅 林瓊雅 生活用品 一箱 

05/13 林筱琪 白米 12 公斤 
1 包 

05/20 林李美女 林仁齡 林仁捐 
林仁予 黃正國 

衣褲、毛巾 一箱 

05/13 黃琪媜 白米 12 公斤 
4 包 

05/23 吳寶春食品有限公司 麵包 三箱 

05/13 洪亞豐 白米 12 公斤 
4 包 

05/23 康寧尚展(南京分公司) 麵包 一箱 

05/13 李家豪 白米 12 公斤 
4 包 

05/24 子涵 二手衣物 一箱 

05/13 李興盛 白米 3 公斤 
4 包 

05/24 鐘馨儀 水餃 1004 粒 
3000 元 

05/13 陳寶貝 白米 3 公斤 
8 包 

05/24 李育翔 二手衣 一箱 

05/13 慶昌有限公司 白米 12 公斤 
3 包 

05/24 李宇情 二手衣 一箱 



05/13 游慧玲 白米 3 公斤 
8 包 

05/24 鄭詠如 二手衣 一箱 

05/14 刀信工程行 二手衣 一箱 05/24 象神花坊 米 一箱 

05/15 龍玉傑 二手衣 日用品 二箱 05/24 陳鐘惠 糖果 餅乾 一箱 

05/15 陳于澕 書籍 一箱 05/24 垥味食品 食品 一批 

05/15 劉碧雲 二手衣 一箱 05/24 吳虹樺 二手衣 一箱 

05/17 李靚微 二手衣 文具 一箱 05/24 鄭詠蔚 二手衣 一箱 

05/17 陸寶瑄 背包 
日用品 

一箱 05/25 快樂購物網 餐包 薯條 

雞塊 芋頭包 

一批 

05/17 黃姿麟 白米 5 公斤 
1 包 

05/25 王先生 香蕉 一箱 

05/17 陳小姐 二手衣 一箱 05/25 大潤發流通 白米 醬油  

醬油膏 

一批 

05/18 謝馥微 水餃 500 顆 

共 1750 元 

05/25 劉永康 二手衣 食品 一批 

05/18 傳騏商行 金莎 一箱 05/26 林里安 拖把 濕紙巾 

肥皂 洗髮精 

一批 

05/18 李緯宏 吐司 一批 05/26 浱力有限公司 美髮品 吹風機 一批 

05/18 怡汝 麵包 吐司 一批 05/26 Fanny Chou 肉燥 罐頭 一箱 

05/19 安展商行 覤頭 一批 05/26 力信工程行 二手衣物 一箱 

05/19 賴新元 日常用品 一袋 05/26 黃淑美 二手衣 一箱 



05/26 吳雪華 二手衣 一箱 

05/28 丁冠介 二手衣 一箱 

05/28 康靓璿 日用品 一批 

05/29 21 世紀生活 餅乾 一箱 

05/30 尚展食品有限公司 
瑞光門市 

麵包 一箱 

05/30 林孝穎 二手衣 一箱 

05/30 賴雅玲 餅乾 一盒 

05/31 劉玉媜 麵包 一箱 

05/31 奉聖慈善會 粽子 一批 

05/31 王珽 二手衣 一箱 

05/31 丁冠介 二手衣 兩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