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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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 鄭文婷 二手衣 兩箱 02/04 鄧貴充 二手衣褲 一箱 

02/01 王秀美 二手衣 一箱 02/04 朱嘉珊 餅乾 一箱 

02/01 黃浚育 雜物 一箱 02/04 台灣 i 麥克關懷協會 生活用品 食品 一批 

02/01 李雪華 二手衣 一箱 02/04 陳慧櫻 肉品 一批 

02/01 吳寶春食品有限公司 麵包 一箱 02/04 李建霖 食品 一批 

02/01 林靜宜 雜物 書本 包包 一批 02/04 余孟勤 二手衣 一箱 

02/01 徐千惠 二手衣 一箱 02/04 尚展食品有限公司 麵包 一箱 

02/01 陳耿哲 二手衣 一箱 02/04 黃美玉 二手衣 三箱 

02/01 金榮耀企業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02/04 胡立銘 筆記本 一箱 

02/01 林雅婷 橘子 一箱 02/04 卓茂松 二手衣 兩箱 

02/02 吳寶春食品有限公司 麵包 一箱 02/04 魏麗雪 襪子 圍巾 一箱 

02/02 李杏玉 水餃 一箱 02/04 林宜萱 文具 一批 

02/02 桃鈴 二手衣 一批 02/04 黃千穎 音響 文具包 一批 

02/02 微笑 奶粉 一箱 02/04 許竣祐 髮飾 一批 

02/03 宣弘企業有限公司 五穀粉 三箱 02/04 陳玉婷 二手衣褲 一箱 



02/03 何雅珍 二手衣 一箱 02/05 呂宣瑢 二手衣 一箱 

02/03 沈文井 橘子 兩箱 02/05 張玉頤 日常用品 一箱 

02/03 曾毓婷 二手衣 一箱 02/05 林清德 二手衣 一箱 

02/03 傅詩育 二手衣 一箱 02/05 徐先生 新棉被 兩件 

02/03 陳一歆 二手衣 一箱 02/05 賴國梅 花生 一箱 

02/03 林聖元 二手毛衣 一箱 02/05 黃佳文 茂谷柑 一箱 

02/03 尚展食品有限公司 麵包 一箱 02/06 陳韋伶 二手衣 一箱 

02/04 北埔舊貨回收場 食品 一批 02/08 何美瑤 二手衣 糖果 兩箱 

02/04 巫有盛 食品 一批 02/08 榮祥牙醫 二手衣 一箱 

02/04 鄭健國 排骨 豬心 一批 02/08 陳婉妮 二手衣 一箱 

02/04 陳春鴻 魚 一批 02/08 張睎全 二手衣 一箱 

02/04 王蓮英 絞肉 一批 02/08 張衍真 二手衣 一箱 

02/04 吳麗華 二手衣 兩箱 02/08 吳岱恬 二手衣 一箱 

02/04 財團法人電路板環境

公益基金會 
禮卷 一式 02/08 李欣蘭 衣服 文具 一箱 

02/04 賴靜宜 雜物 一箱 02/08 陳小姐 二手衣 一箱 

02/04 陳再添 二手鞋子 一箱 02/08 陳秀珠 書籍 一箱 

02/04 潘鎮錦 牛軋糖 一箱 02/08 林阿桂 二手衣 一箱 

02/04 陳淑君 二手衣 一箱 02/08 游小姐 二手衣 一箱 



02/10 吳寶春食品有限公司 麵包 一箱 02/18 楊可欣 二手衣 一箱 

02/10 張世榮 翁麗珍  
張智苑 張雅柔 

食品 生活用品 一批     

02/12 陳雅婷 二手衣 一箱 02/18 南巡池玉會 冷凍魚 一批 

02/12 林瑞璇 二手衣 一箱 02/18 東富禪寺 食品 一箱 

02/12 陳小姐 二手衣 一箱 02/20 莊詠涵 二手衣 一箱 

02/12 長豐紡織公司 巧克力 一箱 02/21 剛果媽媽 冷凍吐司 娃娃 各一箱 

02/12 黃淑芬 二手衣 一箱 02/21 福隆澳底製冰廠 魚 一箱 

02/14 謝季珍 二手衣 一箱 02/21 陳潔亭 二手衣 一箱 

02/14 謝豐慶 橘子 一箱 02/21 態芸妘 二手衣 家用品 各一箱 

02/15 黃修文 二手衣 一箱 02/22 張基再 黃招琴 食品 十一件 

02/15 郭蕙榮 二手衣 毯子 一箱 02/22 王正豪 二手衣 一箱 

02/15 柯國正 二手衣 一箱 02/23 上下游 餅乾 四箱 

02/15 橘村屋食品有限公司 蛋糕  一箱 02/23 阿鴻麵線工坊 陳先生 牛軋糖 一箱 

02/15 陳靜怡 二手衣 一箱 02/23 潘嘉琳 二手衣 四箱 

02/16 李志圓 李儒霖 白米 30 公斤 
1 包 

02/24 劉珮和 食品 一批 

02/16 Vbon 寵物購物網 新背心 一批 02/24 許雅琪 二手衣 一箱 

02/16 寶島鐘錶 二手衣 一箱 02/24 陳志強 文具 二手衣 一批 



02/16 姜冠宇 娃娃 一箱 02/24 國農牛乳宅配 
社團成員 

國農牛乳 兩箱 

02/16 徐麗覌 糖果 一包 02/24 陳麗雅 外套 布偶 一批 

02/16 張基再 董招琴 糖果 五件 02/25 張慶雲 張羅梅 食品 文具 一箱 

02/16 枋圓通寺 食品 十一箱 02/26 花蓮同心兄弟會 
暨全體會兄 

牛奶 三箱 

02/16 張瑞昌 白米 250 斤 02/27 梁尚昌大德 白米 一包 

02/16 陳爾任 謝知会 二手衣 兩箱 02/27 李雯蓁 文具 一批 

02/16 陳美利 二手衣 兩箱 02/28 台灣扶弱國際交流公益

會   萬于齊 
米粉 奶粉 各五箱 

02/16 羅倍渝 生活用品 一箱 02/28 黃麗秦 鉛筆 文具 一批 

02/16 水創藝股份有限公司 餅乾 一箱 02/28 劉玉山 二手衣 一箱 

02/17 王靖如 二手衣 一箱+ 02/29 蔡坤成 二手衣 一箱 

02/18 寶立行銷股份 
有限公司 

T-shirt 一批 02/29 典臧藝術 二手衣 一箱 

02/18 趙玉蘭 椰棗 兩箱 02/29 國光冷凍企業社 冷凍魚 一箱 

02/18 林小姐 橡皮擦 一批 02/29 國光冷凍澳底製冰廠 冷凍魚 一箱 

02/18 徐麗覌 冷凍食品 一箱 02/29 張兆林 二手衣 一箱 

02/18 劉星 鉛筆 一批 02/29 狐仙堂 民生用品 一批 

02/18 郭宛如 燈具 生活用品 一批 02/29 智明開發工程有限公司 日常用品 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