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 9 月份物資捐贈資料表 

 

編   號  日   期     捐 贈 單 位    品      名 數   量   使  用  用  途 

  07306    9/1       陳品蓉        白米  100 斤 發送部落獨居老人 

  07307    9/1  樹林西山福德宮    醬油 

蔬菜調和油 

白米 

米粉     

5 斤 

3 斤 

160 斤 

3 斤 

廚媽分配烹煮 

 

  07308    9/1     無極皇安宮       白米 80 斤 廚媽分配烹煮 

 

  07309    9/1      黃貴珠    玉米粒罐頭 14 斤 交由管理人員入庫上

架 

  07310    9/1      林國景      麵條 30 斤 廚媽烹煮.管理人員上

架 

  07311    9/1      鄭秋蓮     陶瓷水杯 12 只 交由管理人員先入庫 

  07312    9/1      蔡卉芸     食品一批 值 1,821 分配院生使用.食用 

  07313    9/1      楊淑琪     二手衣服  一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314    9/1      楊緘     二手衣服 一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315    9/1      鄧美蘭     二手衣物 一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316    9/1 聯勤建設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二手衣服 一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317    9/1     張小姐 二手衣服.鞋子 二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318    9/1     賴新予     物資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分配.上

架 

  07319    9/1     陳柳月     二手衣服 二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320    9/1     陳香蘭     二手衣服 3+1 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321    9/1     蔡孟穎     二手鞋子 一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322    9/1     李素芬     二手衣 一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323    9/1  順豐—新營     柚子禮盒 一箱 分配院生飯後水果 

  07324    9/1     蕭明純     二手衣 一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325    9/1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26    9/1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27    9/3 達裕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白米 12 公斤 

5 包 

廚媽烹煮.分享部落弱

勢家庭. 

  07328    9/3     王儷澐      水餃 一批 廚媽烹煮.院生食用 

  07329    9/3     宋齊恩      水餃 一批 廚媽烹煮.院生食用 

  07330    9/3 六節中醫診所-楊醫

師 

     水餃 一批 廚媽烹煮.院生食用 

  07331    9/3 墾丁馬爾地夫-盧主

任 

文具.二手衣服.鞋

子 

一批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32    9/3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33    9/3     蔡建翔    二手衣服 3 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34    9/3     林麗薰       杯子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入庫 

  07335    9/3 張世榮.張智苑 

張翁麗珍.張雅柔 

杯子.食品.生活用

品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分配.入

庫.上架 

  07336   作廢     

  07337    9/3      蔡雅清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38    9/3      曾冠儒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39    9/3      洪淑蓉     二手衣服 6 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40    9/3      林淑綿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41    9/3      邱志賢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42   9/3    早安! 美芝城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43   9/3        蔡宥榆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44   9/3        蔡玉珊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45   9/4 花蓮皇龍宮管理委

員會 

     白米 一批 分享部落獨居老人 

  07346   9/6      方宜彣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47   9/6      陳美美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48   9/6      劉家鈺     衣服.書包 一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49   9/6      李素芬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50   作廢     

  07351   9/6      李素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52   9/6     黃千平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53   9/6     邱玉敏     二手衣 一盒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54   9/6     陳羿蓁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撒固兒部落) 

  07355   9/6    連誠裝訂     書報.雜誌 2 箱 交由生輔員上架閱覽

室 

  07356   9/6    尚典油漆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57   9/6    翠壁岩寺     日常用品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上架 

  07358   9/6     李秋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59   9/6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60   9/6     林卉娣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61   9/6     翁溫珀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62   9/6   蔡何允.蔡惠斐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63   9/6     陳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64   9/6     湯青青     新衣服 一箱 交保育員分配院生穿

著 

  07365   9/6     曾瓊瑤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66   9/6     吳琇慧     二手物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67   9/6     李茹寧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68   9/6     曾惠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69   9/6    永興香鋪     二手衣 3 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70   9/6     王麗麗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71   9/6     劉聖志    物品.物資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分配.上

架 

  07372   9/6     詹益雄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73   9/6     魏慧文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74   9/6   宋秉澤.宋秉霖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75   9/6     許淑芬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76   9/6       感恩您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77   9/6      黃詩涵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78   9/6    Sweets pure     手工餅乾 一箱 課輔老師分配學員點

心 

  07379   9/6     林宛柔     衣.物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80   9/6 (明峰)上展(成功分

公司) 

麵包 一箱 分配部落弱勢家庭與

課輔學員早餐.點心食

用 

  07381   9/6     簡素合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82   9/10 禪屋米胖工坊     麵包 一箱 分配院生早餐食用 

  07383   9/10 慶翔食品—陳麗美     魚鬆 一箱 分配院生食用 

  07384   9/10     巫佳容     舊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85   9/10     曾喬慧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86   9/10     秦先生     二手衣物 3 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87   9/10     簡素合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88   9/10     張紅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89   9/10 三允開發有限公司   食品.物資 10 件 交由管理人員入庫 

  07390   作廢             

  07391   9/10   漁季有限公司     鱈魚鬆 一箱 60

包入 

分配院生食用 

  07392   9/10     游秀珍     文旦 一箱 分配院生飯後水果 

  07393   9/10     廖松信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94   9/10     郭宥伶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95   9/10     陳昭暖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96   9/10     卜文娟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97   9/10     蔡菊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398   9/10     陳翠芳     餅乾 一箱 分配院生.課輔學員食

用 

  07399   9/10     蔡菊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400   9/11     姜嘉欣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401   9/11     侯小姐 衣服及日用品 3 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402   9/11     黃千柏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403   9/11 張世榮.張翁麗珍 

張智苑.張雅柔 

娃娃.食品.生活用

品.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404   9/11     黃靖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405   9/11     莊宏仁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406   9/11     王郁薰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407   9/11     鄭春國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408   9/11     梁育禎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409   9/11     陳堅賢     釋迦 一箱 院生飯後水果 

  07410   9/11     張存瑄     食品 一箱 院生.課輔班點心 

  07411   9/11     楊宜岑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412   9/11     李岳勳   池麗米 12KG 4 包 廚媽烹煮米飯 

  07413   9/11       溫錦叔 背包 一批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414   9/12      趙佑霖 二手衣服 一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415   9/12     蕭妙隨    二手衣服.褲子 一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416   9/12     吳驊玲 二手衣服 一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417   9/12     林或廷 二手衣服 一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418   9/12     李素芬 二手衣服 一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419   9/12        林     二手衣服 一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420   9/12     張家    物品.食用油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分配上

架 

  07421   9/13     徐元貞    二手衣服 2 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422   9/13 欣享娛樂有限公司-

孫立徒 

    食品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分配上

架.以利取用 

  07423   9/13     陳彥池     肉品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食用 

  07424   9/13     艾斯機膜     衣物 3 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425   作廢     

  07426   9/13     吳芸淇     水梨 2 箱 10

盒 

分配院生.課輔班學員

飯後水果 

  07427   9/13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428   9/13     陳     二手衣服 一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429   9/13     感恩您      食品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分配上

架 

  07430   9/13   永福-葉怡吟      食品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分配上

架 

  07431   9/13     張妮娜      二手衣 2 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432   9/13     何世鄉 二手衣服.鞋子 2 箱 各部落族人自取 

 



 

  07433   9/13     楊麗慧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7434   9/13     塗麗瑛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7435   9/13     賴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文蘭部落) 

  07436   9/13     高慧莉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7437   9/13     梁家誠     衛生紙 10 箱 交由管理人員上架 

  07438   9/13        魏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7439   9/13     邱成     乳飲 一批 分配院生.課輔學員飲

用 

  07440   9/13 協和汽車-郭 S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7441   9/16     藍麗霜     包子 一箱 分配院生早餐食用 

  07442   9/16   日勝服裝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7443   9/16   受連宮賢德堂     二手衣 6 箱 轉贈(文蘭部落) 

  07444   9/16   永福-葉怡吟     月餅 一箱 分配院生.工作人員食

用 

  07445   9/16     謝惠華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7446   9/16     連誠裝訂   二手書.包包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7447   作廢     

  07448   9/16     莊素貞 綜合月餅.值 2000 一件 分配院生食用 

  07449   9/16     傅金蓮   二手衣.娃娃 一箱 轉贈(文蘭部落) 

  07450   9/16     黃裕絹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451   9/16     陳翠 餅乾 一箱 分配院生.課輔學員飲

用 

  07452   9/16      江小姐       禮品 一箱 分享部落弱勢家庭 

  07453   9/16      方小姐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454   9/16     塗麗瑛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455   9/16     余沛恩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456   9/16     張美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457   9/16    凡媽手作坊     雪 Q 餅 一箱 分配院生.課輔學員飲

用 

  07458   9/16     感恩您     食品.物品 共 2 箱 分配院生.課輔學員飲

用 

  07459   9/17     周文潔     火龍果 2 箱 分配院生.課輔班學員

飯後水果. 

  07460   9/17     吳小姐     二手衣物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61   9/17     廖卉茿     二手衣物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62   9/17     朱美蓮     二手衣服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63   9/17     張芳瑩  包包.二手衣物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64   9/17     田秀琴     二手衣服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65   9/17     陳文傑     食品 一袋 分配院生.課輔學生點

心 



  07466   9/17     梁珈綾     食品 一袋 分配院生.課輔學生點

心 

  07467   9/17     梁吳長妹     食品 一袋 分配院生.課輔學生點

心 

  07468   9/17     郭美惠     二手衣物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69   9/17     普林得 二手衣物.書.象棋 5 箱 院生使用.部落族人自

取 

  07470   9/17 社團法人台灣美門

關懷服務協會 

    水梨 一箱 院生.部落課輔學員飯

後水果 

  07471   9/17     黃于真     二手衣物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72   9/20     蘇琪華     二手衣物 4 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73   9/20     楊串玉     二手衣 3 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74   9/20     方惠民     二手衣服 2 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75   9/20     周如芬     餅乾 一箱 分配院生.課輔學員點

心 

  07476   9/20     林淑琴     二手衣物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77   9/20     趙怡婷     二手衣物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78   9/20     唐懿慈     二手衣服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79   9/20     戴金美     衣服.棉被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80   9/20 台灣順豐速運股份

有限公司 

    衣物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81   9/20 夢想小舖—蕭明純     二手衣物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82   9/20     鍾宛容     二手衣服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83   作廢     

  07484   9/20     傅鳳美     二手衣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85   9/20     張春華     二手衣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86   9/20     楊千慧     二手衣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487   9/20 (明峰)尚展(成功分

公司) 

麵包 一箱 院生.部落課輔學員食

用. 

  07488   9/20       象神花坊 米 一批 院生.部落課輔學員食

用. 

  07489   9/20 錦茂傳播有限公司

(陳淑娟)     

     二手衣 2 箱 轉贈(崇德部落) 

  07490   9/20 鶴岡柚農—余金妹 文旦 4 箱 分配院生.部落獨居老

人.弱勢家庭食用. 

  07491   9/20     吳思璇 生活用品.柚子 1. 2 箱 分配院生.課輔學員 

  07492   9/20    瑞旋小姐 二手衣服.棉被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7493   9/20 新北市喜憨兒庇護

工場 

  餅乾.禮盒 2 箱 分配院生.課輔學員.部

落家庭. 

  07494   9/20 慶蒲紡織股份有限

公司 

    食材 一箱 院生.部落課輔學員.中

秋節烤肉活動食材 



  07495   9/20 文擎有限公司     食材 一箱 院生.部落課輔學員.中

秋節烤肉活動食材 

  07496   9/20 廣方圓國際有限公

司 

    食材 一箱 院生部落課輔學員.中

秋節烤肉活動食材 

  07497   9/20     李雅珍     食材 一箱 交由廚媽烹煮院生食

用 

  07498   9/20     徐麗觀   二手衣.物資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7499   9/20 維尼斯麵包坊---劉

玉媜 

    麵包 3 箱 院生.水源部落弱勢家

庭食用 

  07500   9/20     杜智霖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7501   9/20   墾丁不動產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崇德部落) 

  07502   9/20     楊夢玲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03   9/20     陳靜倫     冰品 一箱 院生.部落課輔學員食

用 

  07504   9/20     和美普聖宮     食品 一批 分配部落弱勢家庭 

  07505   9/20 上信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餅乾 一箱 院生.部落課輔學員點

心 

  07506   9/20 裕馥西點麵包店     月餅 一箱 院生.部落課輔學員食

用 

  07507   9/20 日勝服裝行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08   9/21     葛岱琴    二手衣 2 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09   9/21     陳文正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10   9/21     王苡凌    餅乾 一箱 部落課輔學員點心 

  07511   9/21     神木村山莊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12   9/21     劉新發    月餅 一箱 分配老師.行政人員禮

品 

  07513   9/21     李純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14   9/21     Grace     食品 一箱 分配院生食品 

  07515   9/21     林小姐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16   9/21     陳”S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17   9/22 尚展(成功分公司)     麵包 一箱 院生.部落課輔學員食

用 

  07518   9/26   張忠義.章諭蕙 阿米思 arang 關山

電光米 

一箱 院生食用.分送部落獨

居老人 

  07519   9/26 (明峰)尚展(成功分

公司) 

    麵包  分送文蘭部落弱勢家

庭 

  07520   9/26     王瑞興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21   9/26     張瑋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22   9/26     高玉貴     二手衣物 7 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23   9/26     陳淑意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24   9/26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

助基金會 

書本 一箱 兒家閱覽室. 

  07525   作廢             

  07526   9/26     吳琇慧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新城部落) 

  07527   9/26       羅予旋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新城部落) 

  07528   9/26 英倫牙醫診所 

宋睿丞 醫師 

    白米.物資 一箱 分配兒家院生食用.使

用 

  07529   9/26     黃雅慧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新城部落) 

  07530   9/26     何宛純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新城部落) 

  07531   9/26     張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新城部落) 

  07532   9/26     林美玉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新城部落) 

  07533   9/28 達裕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白米 12 公斤 5 包 分配部落獨居老人. 

弱勢家庭食用 

  07534   9/28     聯翔餅店     糕餅 一箱 分配院生.食用 

  07535   9/28     林煜     月餅 一箱 分享讚美泉源教會 

  07536   作廢         

  07537   9/28     歐宛瑜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38   9/28     楊柇帆     碗盤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置入庫 

  07539   9/28     王馨鎂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40   9/28     吳心怡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41   9/28     陳昱婷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42   9/28     徐莉喬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43   9/28 安達利圖文股份有

限公司 

       紙 一箱 分配院生.課輔學員美

勞課使用 

  07544   9/28     呂韻琴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45   9/28 慕渴(股)公司 嘉明鮮乳 210ML 160 瓶 分配院生食用 

  07546   9/28     林淑慧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水源部落) 

  07547   9/28 天慧慈善堂-徐余麵     柚子 5 箱 分配院生飯後水果 

  07548   作廢          

  07549   9/28  漁季有限公司     鱈魚鬆 1 箱 分配院生餐點食用 

  07550    9/28     林宣妤   12K 昌農米 4 包 交由廚媽烹煮正餐 

  07551   9/29     蔡宜蓁      水梨   2 箱 院生.課輔班飯後水果. 

  07552   9/29     鄧美蘭      二手衣物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553   9/29 巨兆行銷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新褲子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置入褲 

  07554   9/29     林翠娟         二手衣服   一箱 部落族人自取 

  07555   9/30      張鈺欣    羊奶饅頭 1 盒 分配院生早餐食用 

  07556 9/30     劉雪筠 羊奶饅頭 2 盒 分配院生早餐食用 

  07557 9/30     劉笠閔 羊奶饅頭 3 盒 分配院生早餐食用 

  07558 9/30     張惠婷 羊奶饅頭 1 盒 分配院生早餐食用 

  07559 9/30     呂宜靜 羊奶饅頭 9 盒 分配院生早餐食用 



 

 

  07560 9/30     劉宇峻 羊奶饅頭 3 盒 分配院生早餐食用 

  07561 9/30     姜郁琳 羊奶饅頭   2 盒 分配院生早餐食用 

  07562 9/30     潘湘宜 羊奶饅頭 2 盒 分配院生早餐食用 

  07563 9/30     王怡禎 羊奶饅頭 2 盒 分配院生早餐食用 

  07564 9/30     林佳樺 羊奶饅頭   1 盒 分配院生.課輔點心食

用 

  07565 9/30     陳明照 羊奶饅頭   1 盒 分配院生.課輔點心食

用 

  07566 9/30     夏毓翎 羊奶饅頭   2 盒 分配院生.課輔點心食

用 

  07567 9/30     謝清枝 羊奶饅頭   1 盒 分配院生.課輔點心食

用 

  07568 9/30     陳彥汝 羊奶饅頭   1 盒 分配院生.課輔點心食

用 

  07569 9/30     林依儒 羊奶饅頭   1 盒 分配院生.課輔點心食

用 

  07570    9/30     羅梅枝 羊奶饅頭   1 盒 分配院生.課輔點心食

用 

  07571   9/30     江知蓉 羊奶饅頭   3 盒 分配院生.課輔點心食

用 

  07572   9/30     向柏豪 羊奶饅頭   2 盒 分配院生.課輔點心食

用 

  07573   9/30     李麗慎 羊奶饅頭   1 盒 分配院生.課輔點心食

用 

  07574   9/30     衣麗華 羊奶饅頭   3 盒 分配院生.課輔點心食

用 

現場捐贈                

  07172   9/1      陳有福         食品   乙批 分享部落弱勢家庭 

  07173   9/1      陳榮俊     物資   一批 分享部落獨居老人 

  07174   9/1   Sandy Hsu        糖果   一批 分配部落課輔班點心 

  07175   9/4 中華道教天公祖弘

道協會     

    物資   一批 院生.課輔學員.部落弱

勢家庭 

  07176   9/4      胡公偉     白米  30 公斤 交由廚媽烹煮正餐 

  07177   9/8 美崙紅茶.黃騫.黃承

顥 

    物資   一批 院生.部落獨居老人 

  07178   9/8 吳美銀.李顯宗.海中

央    

    物資   一批 分配各部落弱勢族群 

  07179   9/8 帝盟營造.陳惠鄉     物資   一批 分配各部落獨居老人 

  07180   9/8 徐崇詣.徐崇銓     物資   一批 分享部落單親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