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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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1 林瑾梧 米零食文具 一箱 04/10 王洛涵 文具 一批 

04/01 蔡容青 生活用品 一箱 04/10 黃千蘋 二手衣 一箱 

04/02 福隆澳底製冰廠 冷凍魚 一批 04/10 黨正謙 生活用品 一箱 

04/02 蔡容青 生活用品 一批 04/10 陳玉欣 生活用品 一箱 

04/02 徐麗涀 生活用品 一批 04/10 吳麗華 二手衣 一箱 

04/02 幫你送 文具 

筆記本 
兩箱 04/10 姚台珍 食品 一批 

04/02 林麗涀 熱水壺 

食物 

一箱 04/11 金沅實業 糖 一箱 

04/02 楊見呈 水餃 20 盒 04/11 林瑞璇 日常用品 一箱 

04/02 林佩君 水餃 5 盒 04/11 
何宜謙 賴美里 新外套運動鞋 各一箱 

04/02 芊愛鵡 二手布鞋 一批 04/12 李志圓 李儒霖 白米 50 斤 
1 包 

04/02 仔豐國際行銷股份

有限公司 
銅鑼燒 40 盒 04/12 陳姿瑜 二手衣 兩箱 

04/03 林孟臻 二手衣 一箱 04/12 呂侑宸 生活用品 一批 



04/03 羅煥寬 二手衣褲 一批 04/12 張文英 日常用品 一批 

04/05 張育慈 鞋子 一盒 04/12 林頌連 二手衣 三箱 

04/05 徐祥恩 白米 12 公斤 
1 包 

04/12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

利基金會 

故事餅乾 35 份 

04/05 丁素娟 香帥芋香捲 一盒 04/12 蕭玉華 二手衣 一箱 

04/05 嘉大童裝行 童裝 一批 04/12 黃函研 二手衣 兩箱 

04/06 許枚綱 二手衣 一箱 04/13 Jacica chan  二手衣 一箱 

04/06 歐陽璽 餅乾 四箱 04/13 莹莹欣 娟雜貨舖莹 絨毛娃娃 一箱 

04/06 黃安珣 玩偶背包 一箱 04/14 張靜子 二手衣 一箱 

04/06 尚展食品瑞光門市 麵包 一箱 04/14 施柏榮 文具 一批 

04/06 和成欣業股份 
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04/14 許小姐 冷凍吐司 一箱 

04/06 王彩蘋 文具書 一箱 04/15 台竑企業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04/06 華德禪寺 白米 300 斤 一批 04/16 吳寶春食品有限公司 麵包 一箱 

04/07 張存瑄 食品餅乾 一批 04/16 吳惠慈 二手衣 一箱 

04/07 胡曉萍 草莓蛋糕 一批 04/16 劉麗蘭 二手衣 一箱 

04/07 李素萍 冷凍地瓜 兩箱 04/16 龍潭包子專賣店 包子 一箱 

04/08 鄧恢蘭 二手衣 兩箱 04/18 許珍蘭 水餃 322 粒 

1000 元 



04/18 陳筱幀 二手衣 兩箱 04/22 黃淑娥 二手衣 一箱 

04/18 崔棟 崔顏淑娥 

 

水餃 322 粒 

1000 元 

04/23 一群人 白米 100 台斤 

04/18 魏郁芬 崔仲璋 水餃 322 粒 

1000 元 

04/23 億祥女兒 福儀器 口罩 一箱 

04/19 游基嵩 二手衣  一箱 04/23 洪禎徽 

賴怡任 
生活用品 一批 

04/19 胡靜枝 二手衣 兩箱 04/23 Tacoica 二手衣 兩箱 

04/19 萬豐 二手衣 一箱 04/23 泰好水餃館 麵皮 一箱 

04/20 陳宥安 

林冠騰 

林軒弘 

日用品 一箱 04/26 康寧尚展食品 
汐止分公司 

麵包 一箱 

04/20 風靡全場團購組 二手衣 兩箱 04/26 姚惠文 二手書 三箱 

04/20 郭雪如 二手衣 三箱 04/26 陳淑華 二手衣 一箱 

04/21 施韻岑 二手衣 一箱 04/26 善心人士 白米 2 公斤 四包 

04/21 王弘達 二手衣 一箱 04/26 林無相 米 

二手衣 

兩箱 

04/21 王景儀 二手衣 一箱 04/27 劉玉娟 麵包 兩箱 

04/21 黃才芸 二手衣 一箱 04/27 陳若庭 二手衣 書籍 一箱 

04/22 吳寶春食品公司 麵包 四箱 04/27 杜章偉 二手衣鞋 一箱 



04/27 紀瑩芸 
蔡興仁 

二手衣 一箱 

04/28 柯見力 二手衣 兩箱 

04/28 洪于涵 二手衣 一箱 

04/28 自然百點股份 

有限公司 

健康食品 兩箱 

04/29 尚展食品 
成功分公司 

麵包 一箱 

04/29 余沛恩 二手衣 一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