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 3 月物資捐贈資料表 

編號 日期 捐贈單位 品名 數量 使用用途 

4712 03/02 皇龍宮 豬肉.蛋.豆乾.二手衣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二手衣交倉管組 轉贈(部落)      

4713 03/04 武當玄岳宮 肉.豆乾.蛋.物資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14 03/01 

新光人壽菜寮 

服務處 文具用品 一批 交倉管組整理分配院童使用 

4715 03/01 聯翔餅店 糕餅 一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童食用 

4716 03/01 蔡淑惠 布娃娃 一箱 轉贈(部落)課輔班孩子 

4717 03/01 陳翠芳 衣物 一箱 轉贈(部落) 

4718 03/01 蔡淑惠 玩具.衣物       一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童使用 

4719 03/01 黃四海 米       一 袋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20 03/01 李小姐 圖書 兩箱 交生輔組整理放置本家圖書館閱讀 

4721 03/02 梁珈綾 食品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22 03/02 陳郁雯 水餃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23 03/02 中國系統整合 餅乾 一批 轉贈(部落)課輔班孩子 

4724 03/02 郭雪如 生活用品 一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童使用 

4725 03/02 王本怡 二手手錶 六條 轉贈(部落) 

4726 03/02 林麗君 文具 一批 轉贈(部落)課輔班孩子 

4727 03/02 塔卡拉甜點烘焙坊 麵包 一箱 交膳食組烘烤院童早餐食用 

4728 03/02 愛心人士 文具 一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童使用 

4729 03/02 孫啟欽 艾多美衛生棉 10 盒 交生輔組分配女生使用 

4730 03/03 馬月蓮 山蘇水餃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31 03/03 傅上茗 泰好麵皮       一箱 交膳食組烘烤院童早餐食用 

4732 03/03 江福星 肉品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33 03/05 蔣忠輝 麵線.茶葉蛋 一批 交膳食組加熱院童晚餐食用 

4734 03/05 馬月蓮 冷凍水餃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35 03/05 邱文珍 二手衣 一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童使用 

4736 03/05 劉芷嫣 二手衣 一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童使用 

4737 03/05 鍾美珠(十方共修會) 二手衣褲 一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童使用 

4738 03/05 鍾美珠(十方共修會) 二手衣.褲.帽子 一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童使用 

4739 03/05 沈軒羽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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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0 03/05 廖世民 食品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41 03/05 鄭淑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部落) 

4742 03/05 

台灣順豐速運 

股份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部落) 

4743 03/05 陳坤霖 米 一袋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44 03/06 
新宙球鞋 

二手鞋 一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童使用 

4745 03/06 陳潔儀 衣/鞋 一箱 轉贈(部落) 

4746 03/06 李美慧 糖果 一盒 轉贈(部落)課輔班孩子 

4747 03/06 作廢    

4748 03/06 作廢    

4749 03/06 王小姐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部落) 

4750 03/06 劉嘉雄 斑鳩 數隻 交膳食組烤煮院童食用 

4751 03/06 蚊哥直播 冷凍食品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52 03/06 

吳寶春食品(股)公司 

-----高雄 麵包 三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童食用 

4753 03/06 吳小姐 文具 一盒 轉贈(部落)課輔班孩子 

4754 03/07 詹輝煌. 詹宗穎 真空米 一箱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55 03/07 聯翔餅店 糕餅 一 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童食用 

4756 03/07 李沛俽 DVD 兩箱 交保育組安排週末娛樂用 

4757 03/07 鍾董 白米 150 台斤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58 03/07 方淑瑩 食品.文具 一批 交膳食管理組.保育組分配院童使用 

4759 03/07 (福隆)澳底製冰廠 冷凍食品 兩箱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60 03/08 夏美玉 米 15 台斤 交膳食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61 03/08 陳瑀涵 二手衣物 兩箱 轉贈(部落) 

4762 03/08 蔡孟真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部落) 

4763 03/08 

張智苑.張雅柔.張世榮 

張翁麗珍 食品一批.期刊 一箱 交保育組.生輔組整理.分配院童使用 

4764 03/08 邱昭萍 食品(餅乾) 一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童食用 

4765 03/08 林華葳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部落) 

4766 03/09 李爸之金元寶水餃 水餃 一箱 交膳食組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67 03/09 作廢    

4768 03/09 林書章 饅頭 一批 交膳食組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69 03/09 吳嫚玲 二手衣物 一批 轉贈(部落) 

4770 03/09   詹淑玉 圖書 一批 交生輔組整理上架供院童閱讀 

4771 03/10 王祥全 海鮮產品 兩箱 交膳食組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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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2 03/10 作廢    

4773 03/10 作廢    

4774 03/10 作廢    

4775 03/11 
彭育珍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部落) 

4776 03/11 楊博堯 新衣物 一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童穿著 

4777 03/11 彭成瑄 衣物 一箱 轉贈(部落) 

4778  03/11 楊受興.  陳雲湄 生活用品       一箱 交倉管組入庫上架 

4779 03/12 陳鳳英. 戴永勛 生活用品 一批 交倉管組入庫上架 

4780 03/12 

張世榮. 張翁麗珍 

張智苑. 張雅柔 生活用品 兩箱 交倉管組入庫上架 

4781 03/12 作廢    

4782 03/12 劉鐀喬 書本 一箱 交生輔組整理上架兒家閱讀室 

4783 03/12 邱文珍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部落) 

4784 03/12 許凱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部落) 

4785 03/13 基香食品有限公司 李爸水餃.料理包 一批 交膳食組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86 03/14 郭宥伶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部落) 

4787 03/14 作廢    

4788 03/14 呂益菁 玩具.暖暖包.襪子 一箱 轉贈(部落) 

4789 03/14 賴新予 物資 一批 轉贈(部落) 

4790 03/14 作廢    

4791 03/14 象神花坊 白米 一件 交膳食組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92 03/15 李爸之金元寶水餃 水餃 兩箱 交膳食組管理組烹煮院童三餐 

4793 03/15 力全食品 食品 兩箱 轉贈(部落)課輔班孩子 

4794 03/15 愛心人士 二手書 一箱 轉贈(部落)課輔班孩子 

4795 03/15 愛心人士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部落) 

4796 03/15 林王謹 二手衣物 一批 轉贈(部落) 

4797 03/16 陳雅婷 鞋子 一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生使用 

4798 03/16 范先生 電子手電筒 兩箱 交倉管組分配有餘入庫 

4799 03/16 

天工生技 

股份有限公司 生活用品 兩箱 交保育組分配院生使用 

4800 03/18 張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