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 8 月物資捐贈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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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956   8/3     東部發電廠     火龍果 3+1 箱 分配院生飯後

水果 

  06957   8/4     施函汝     餅乾  一箱 分配院生點心 

  06958   8/4     林晏汝     二手衣.貢

丸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59   8/4           施豐傑     糖果.玩具 共 2 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60   8/4 凌成科技有限

公司-黃于菁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61   8/4     高美鳳     新鞋  一箱 分配院生穿著 

  06962   8/4     張存瑄     餅乾  一箱 分配院生.課輔

點心 

  06963   8/4     呂霈宸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64   8/4     李慧鈴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65   8/4     林士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66   8/4     林淑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67   8/4     吳淑蘭     二手衣物  2 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68   8/4     賴新元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69   8/4     游芬蘭     二手衣  2 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70   8/4 宸兆有限公司-

王永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71   8/4     楊小姐     二手衣  3 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72   8/4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73   8/4     林秀美     二手衣  2 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74   8/4     黃義彰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75   8/4     廖宇玫     二手衣  2 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76   8/4     高欣儀     二手衣.鞋  2 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77   8/4 維尼斯-劉小姐     麵包  3 箱 轉贈(秀林部落) 

  06978   8/4 (明峰)尚展(成

功分公司) 

    麵包  一箱 轉贈(三棧部落) 

  06979   8/4     高’S     二手衣  2 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80   8/4 台灣順豐速運

股份有限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81   8/4     洪真宥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82   8/4 晁碁科技(股)

公司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83   8/4 欣享娛樂有限

公司-孫立偼 

   二手衣服 

   食品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84   8/4     黃露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85   8/4     白逸閑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86   8/4 黃冠揚-沈佩佩     二手衣 3+1 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87   8/4     郭璟霖     包包  一箱 轉贈(富士部落) 

  06988   8/4     江家誼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989   8/4     林仁英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990   8/4     曾喬慧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991   8/4     許德正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992   8/4     李  勤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993   8/4   早安! 美芝城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994   8/4     邱楨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995   8/4     吳邵琪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996   8/4     感恩您     二手鞋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997   8/4     紀國銘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998   8/4     邵怡璇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6999   8/4     陳亮如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00   8/4     劉小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01   8/4     魏瑩蓁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02   8/4     黃于津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03   作廢     

  07004   8/4 廖文智.廖文惠 二手衣服.棉

被.衛生棉 

3+1 箱 分配院生.女院

生使用 

  07005   8/4      鄭碧秀     二手服飾 一批 轉贈(三棧部落) 

  07006   8/4   徐媽媽有限

公司 

    食品 一箱 分配院生食用 

  07007   8/4   荊植/莊鵑朱   白米 12KG 5 包 交由廚媽烹煮 

  07008   8/4 達裕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昌農壽司米

12KG 

5 包 轉贈(見晴部落) 

  07009   8/5   日勝服裝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10   8/5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11   8/5     楊順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12   8/5  丞相螺絲行     白米 4 包 交由廚媽烹煮 

  07013   8/6   Vivian     二手衣物 2 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14   8/6     蕭明純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15   8/6     黃義彰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16   8/6     感恩您     二手衣服 3 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17   8/6     蔡菊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18   8/6 蔡旻成.陳奕蓁     新衣服 一箱 分配院生各年

齡層穿著 

  07019   8/7     郭家源 電暖器. 

男新球鞋 

2 台. 

一雙 

分配院生寢室.

男院生使用與

穿著 

  07020   8/7     王彥騰 二手衣服.庶

物 

五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21   8/7     朱星毓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22   8/7     陳麗文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23   8/7     秦先生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24   8/7     溫燕如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25   8/7     傅楷傑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26   8/7     梁巧欣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27   8/7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28   8/7     黎淑美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29   8/8     趙德昭     二手衣服 

    鞋子 

二箱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30   8/8     陳文傑     食品 一箱 分配院生點心 

  07031   8/8     梁吳長妹     食品 一箱 分配院生點心 

  07032   8/8     梁珈綾     食品 一箱 分配院生點心 

  07033   8/8 張世傑.張翁麗

珍,張智苑.張

雅柔 

食品 

生活用品 

一批 分配院生實用

與使用 

  07034   8/8   徐(感恩您)     物資 一批 交由保育人員 

  07035   8/8     土庫扶輪社     二手衣服 五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36   8/8     溫芳瑀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37   8/8     傅鳳美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38   8/8     吳淑蘭     庶物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39   8/8     龍美齡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040   8/8     陳幸玉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41   8/8     毛毛屋     衣物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42   8/8     洪秋琴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43   8/8     林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44   8/8     黃欣婕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45   8/8     王美懿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46   8/8     鄭靜娜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47   8/8     楊素華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48   8/8     黃翎惠     庶物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49   8/8     賴家慶     物資 一批 交由保育人員

分配 

  07050   8/8     華夏舖     物資 一批 交由保育人員

分配 

  07051   8/10     張美棋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52   8/10 永福-葉怡吟.

許春雪. 

    包子 一箱 郊遊廚媽烘.蒸.

院生早餐食用 

  07053   8/10 孫立偼(欣享娛

樂有限公司) 

    餅乾.泡麵 一箱 分配院生.秀林

部落課輔班學

員食用 

  07054   8/10 吳寶春食品

(股)公司-高雄 

    麵包 2 箱 轉贈(文蘭部落) 

  07055   8/10 鍾旺龍-北玄慈

惠堂 

    二手衣 3 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56   8/10   四湖嵾天宮     食品 一箱 

 

分配課輔班學

員食用 

  07057   作廢     

  07058   8/10     迪麗熱巴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59   8/10     辛耘企業     物資 一批 交由管理人員

置入庫 

  07060 

 

  8/10  江麗芳.羅穆

桔 

 陳新玉.羅先

生 

    生活用品 一批 交由管理人員

上架 

  07061   8/10 J2-Shop 吳珍

妮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62   8/10     李美玉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63   8/10     林貝純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64   8/10     張慧婷  新書包.袋子 一箱 分配院生開學

使用 

  07065   8/10     魏筱茜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66   8/10 呂俊毅(毅慶生

技開發有限公

司) 

    乾拌麵 6 入

100 箱 

分配當班老師

煮食院生食用

發放部落弱勢

家庭 

  07067   8/10  施秋蘭(施小

姐) 

    二手衣 2 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68   8/10     楊家瑋      食品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

分配上架 

  07069   8/10     邱添福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70   8/10     呂淑芬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71   8/10     鄭英英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72   8/10     陳寶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73   8/10     楊家榆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74   8/10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75   8/10     邱小姐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76   8/11   維尼斯-劉玉

媜 

麵包 3 箱 轉贈(文蘭部落) 

  07077   8/11     羅碧霞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78   8/11     連誠裝訂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79   8/11     呂杜鵑 衣服.包包 2 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80   8/11     鄭立林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81   8/11     杜郁媚 小櫻桃 一箱 分配院生飯後

水果 

  07082   8/11     游寶純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83   8/11     溫錦淑 皮包.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84   8/11     陳先生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85   8/11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86   8/13  楊受興.陳雲

湄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和仁部落) 

  07087   8/13  翔達電器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088   8/13     戴素菊 二手衣物 2 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089   8/13     林美惠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090   8/13     黃初梅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091   8/13     蔡菊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092   8/13     魏慧文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093   8/13     朱美蓮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094   8/13     李秋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095   8/13     林碧霞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096   8/13     莊雪芳 二手衣.二手

鞋 

1.3 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097   8/18     謝玉惠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098   8/18     黃月霞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099   8/18     李哲仁 二手衣服 6 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00   8/18     李雅婷 二手衣服.鞋

子 

• 1 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01   8/18 萱弘企業有限

公司 

食品(中秋禮

盒) 

一箱 分配院生.輔導

老師食用 

  07102   8/18     徐莉喬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03   8/18     盧堂旻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04   8/18     連誠裝訂 資料夾 一箱 分配兒家行政

人員使用 

  07105   8/18     劉淑恩     二手衣 2 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06   8/18     許慧香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07   8/18     黃芷嫻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08   8/18     感恩您 生活用品 一箱 分配院生使用 

  07109   8/18     陳麗妃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10   8/18     吳琇慧 杯子 一箱 分配院生一人

一個 

  07111   8/18  陳春盛/陳芝

熹 

二手衣服 6 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12   8/18  水塘本舖小物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13   8/18     王麗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14   8/18     郭姝妤 生活用品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15   8/18     黃靜慧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16   8/18     翁湘樺 二手衣物(背

包)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17   8/18     魏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18   8/18     李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19   8/18     潘進德 二手衣 2 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20   8/18     沈麗珍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21   8/18     楊淑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22   8/18     邱文珍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23   8/18     楊美玲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24   8/18     洪小姐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25   8/18 吳寶春食品

(股)公司-台中 

麵包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

載送部落弱勢

家庭 

  07126   8/18 SWEET PURE

日結 

手工餅乾 一箱 分配院生食用 

  07127   8/18     李俊男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28   8/18     吳昇容 文具 一箱 分配院生使用 

  07129   8/18     林’S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30   8/18     林彥秀       水餃 一箱 交由廚媽烹煮

院生食用 

  07131   8/18     余秀玉 二手衣 2 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32   8/18     帝一嚴選 饅頭 一箱 交由廚媽 蒸.院

生食用 

  07133   8/18     感恩您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34   8/18     王瓊惠 蛋捲 一箱 分配院生點心

食用 

  07135   8/18     黃秀佳 二手衣 2 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36   8/18 麗晶國際貿易

商行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37   8/18     陳靜華 二手衣服.檯

燈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38   8/18     范志銘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39   8/18     簡素合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中部落) 

  07140   8/18     劉先生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和平部落) 

  07141   8/18 社團法人中華

育幼機構兒童

關懷協會 

   

  07142   8/19     簡進忠     羊奶饅頭 9 盒 分配院生早餐.

點心食用 

  07143   8/19     王惠姝 羊奶饅頭 14 盒 分配院生早餐.

點心食用 

  07144   8/19     黃秀玲 羊奶饅頭 1 盒 分配院生早餐.

點心食用 

  07145   8/19    胡素熙 羊奶饅頭 1 盒 分配院生早餐.

點心食用 

  07146   8/19    李順發 羊奶饅頭 3 盒 分配院生早餐.

點心食用 

  07147   8/19    何鳳珠 羊奶饅頭 1 盒 分配院生早餐.  



  07148   8/19    李仲周 羊奶饅頭 1 盒 分配院生早餐.

點心食用 

  07149   8/19    劉月里 羊奶饅頭 1 盒 分配院生早餐.

點心食用 

  07150   8/19    李瓊安 羊奶饅頭 1 盒 分配院生早餐.

點心食用 

  07201   作廢     

  07202   8/19    林依儒 羊奶饅頭 1 盒 分配院生早餐.

點心食用 

  07203   8/19    吳雨宣     衣服.鞋子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04   8/19    林鳳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05   8/19    丁翠西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06   8/20 彪瑞實業有限

公司 

    瑜珈墊 60PC 交由管理人員

置入庫 

  07207   8/20     何小姐       蓮霧 10 箱 分配兒家院生

飯後水果 

  07208   8/21     杜羽宸     生活用品 一批 分配兒家院生

使用 

  07209   8/21     杜洧樂 生活用品 一批 分配兒家院生

使用 

  07210   8/21     張研榆 生活用品 一批 分配兒家院生

使用 

  07211   8/21     徐明玉 生活用品 一批 分配兒家院生

使用 

  07212   8/21     蕭永芳 生活用品 一批 轉贈(富士部落) 

  07213   8/21     洪譁如 生活用品 一批 轉贈(可樂部落) 

  07214   8/21     邱柏林 生活用品 一批 轉贈(秀林部落) 

  07215   8/21     潘柏仁 生活用品 一批 轉贈(秀林部落) 

  07216   8/21 詹佩蓁.王登

雲.林楷雯 

生活用品 一批 轉贈(秀林部落) 

  07217   8/21     顏亦瑄 生活用品 一批 轉贈(秀林部落) 

  07218   8/21     王柏惟 生活用品 一批 轉贈(秀林部落) 

  07219   8/21     施龍耳 水餃 一批 廚媽烹煮.院生

食用 

  07220   8/21     曾意雯       水餃 一批 廚媽烹煮.院生

食用 

  07221   8/21     蔡煒宏 水餃 一批 廚媽烹煮.院生

食用 

  07222   8/21     王懿音…..

等 

水餃 10 盒 廚媽烹煮.院生

食用 

  07223   8/21     張惠菁….等 水餃 10 盒 廚媽烹煮.院生

食用 

  07224   8/21     黃雅玲….. 水餃 10 盒 廚媽烹煮.院生



等 食用 

  07225   8/21     張可幸 水餃 一批 廚媽烹煮.院生

食用 

  07226   8/21 陳宏吟…..等 4

人 

水餃與料理

包 

一批 廚媽烹煮.院生

食用 

  07227   8/21     力雪珊 水餃 一批 廚媽烹煮.院生

食用 

  07228   8/21     王琁琁       水餃 一批 廚媽烹煮.院生

食用 

  07229   8/23     劉俐伶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30   8/23     賴思涵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31   8/23     柯秀麗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32   8/23     楊亞清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33   8/23     陳寶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34   8/23     洪淑玲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35   8/23     陳易甫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36   8/23     感恩您 米 

衣服.袋子 

2 包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

分配入庫 

  07237   8/23     黃美蘭 零件.文件.水

果.糕餅.生活

用品 

一箱 交由工作人員

分配使用與入

庫 

  07238   8/23      許 衣服.玩具 二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39   8/23 晁基科技(股)

公司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40   8/23   昕辰髮廊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41   8/23     林麗薰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42   8/23 (明峰)尚展(成

功分公司) 

     麵包 一箱 分配院生早餐.

點心食用 

  07243   8/23 (福隆)澳底製

冰廠 

     魚 2 箱 交由廚媽烹煮

院生食用 

  07244   8/23     曹     民生用品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

分配上架 

  07245   8/23 台南泰祈福四

面佛 

      米 1kg24

包 

轉贈(可樂部落) 

  07246   8/23     薛媚霞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47   8/23     梁小姐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48   8/23     陳雅妤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49   8/23     陳淑美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50   8/23     郭宥伶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51   8/23     陳梅月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52   8/23     呂幸宜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53   8/23     鄭’S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54   8/23 社團法人中華

育幼機構兒童

關懷協會 

希望書包 

希望文具 

4 個 

24 個 

分配院生與課

輔學員開學後

使用 

  07255   8/23 張家銘.陳琨棉 衛生紙 

日用品 

2 箱 

2 箱 

分配兒家男女

生廁所.浴室.寢

室.使用 

  07256   8/23 泰好水餃館 泰好麵皮 一箱 交由廚媽烹煮

院生食用 

  07257   8/23      楊琇晴      豬肉 一箱 交由廚媽烹煮

院生食用 

  07258   8/24      李珮瑜      二手衣物 6 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59   8/24      段桂華      運動鞋 一箱 分配院生更換

穿著 

  07260   8/24 薛昌杰.薛永嘉    娃娃.物資 一箱 轉贈(陶樸閣部

落) 

  07261   8/24    連誠裝訂   資料夾.物

資 

3 箱 分配兒家行政

人員使用 

  07262   8/24     米多莉雅     二手衣服 2 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63   8/24     曾月君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可樂部落) 

  07264   8/24     張雅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265   8/24 林或廷.林或德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266   8/24     葉明軒     二手衣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267   8/24    益美食品      物資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268   8/24 吳寶春食品

(股)公司-台中 

     麵包 一箱 分配院生早餐

與點心食用 

  07269   8/24     彭玉雲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270   8/27     紀福菘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271   8/27     張寄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272   8/27     邱楨瑜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273   8/27     陳寶惠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274   8/27     賴陳滿      物資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

分配 

  07275   8/27     蔡菊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276   8/28     感恩您 新鞋子 一箱 分配院生開學

後穿著 

  07277   作廢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278   8/29     感恩您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279   8/29     林佳誼     二手衣物 二箱 轉贈(榕樹部落) 

  07280   8/29     李芸萱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嘉里部落) 

  07281   8/29 姚惠文(吳太

太) 

    新鞋 一雙 已尋到院童合

腳穿著 

  07282   8/29     張靜芬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嘉里部落) 

  07283   8/29     郭書吟     二手衣 一箱 轉贈(嘉里部落) 



  07284   8/29     王寵惠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嘉里部落) 

  07285   8/29     王麗麗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嘉里部落) 

  07286   8/29     劉恩町     水蜜桃 一箱 院生飯後水果 

  07287   8/29     邱美月     二手衣 二箱 轉贈(嘉里部落) 

  07288   8/29     林麗薰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嘉里部落) 

  07289   8/29     朱丹鳳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嘉里部落) 

  07290   8/29     羅婕安     物資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

入庫上架 

  07291   8/29     劉澤馨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嘉里部落) 

  07292   8/29 憶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一廠 

    白米 七件 交遊廚媽烹煮.

並分享部落弱

勢族群家庭 

  07293   8/29     果漾莊園     捲心酥 一箱 3

盒 

院生.部落課輔

學員點心 

  07294   8/29 仁寶電腦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餅乾.糖果.零

食 

12 箱 院生點心.部落

課輔學員 

弱勢家庭食用 

  07295   8/29     張存瑄     食品 二箱 交遊管理人員

上架 

  07296   8/29     劉秀香     二手衣服 二箱 轉贈(嘉里部落) 

  07297   8/29     丁冠介   火龍果 6 公

斤 

10 箱 分配院生飯後

水果 

  07298   8/30     李苡希     二手衣服 一箱 轉贈(嘉里部落) 

  07299   8/30     袁愛妘     二手衣物 一箱 轉贈(嘉里部落) 

  07300   8/30     侯孝璋     二手衣服 3 箱 轉贈(嘉里部落) 

  07301   8/30 吳寶春食品

(股)公司-台中 

    麵包 2 箱 轉贈(和平部落

和平教會) 

  07302   8/30 慕渴(股)公司 嘉明鮮乳

210ml 

200 瓶 分配院生早餐

食用 

  07303  作廢    轉贈(嘉里部落) 

  07304   8/30     感恩您     食品 一箱 交由管理人員

上架 

  07305   8/30     蔡家包子     包子 1 箱 10

包 

交由廚媽蒸.院

生食用 

 07151   8/9     邱成     乳飲 一批 院生與課輔班

學員飲用 

 07152   8/9     周治宏     乳飲 一批 院生與課輔班

學員飲用 

 

 

 

 

 



 07153   8/9 Hu sheng 

Huang 
    乳飲 一批 院生與課輔班學

員飲用 

 07154   8/9     何小姐     蔬菜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 

 07155   8/13 峰宏資訊-陳振

益 

物資.價值

6000 元 

一批 交由管理人員上

架 

 07156   8/13 夢時代娃娃城 

花蓮選物中心 

    物資 一批 交由管理人員上

架 

 07157   8/15 Sweet Heart 後

援會 

    玩具 一批 轉贈(秀林部落) 

 07158   8/23     何小姐     冬瓜 一批 交由廚媽烹煮 

 07159   8/26     黃永彬     餐盒(160

元) 

2 個 交由保育人員分

配 

 07160   8/26     游皓昕     餐盒(800

元) 

10 個 交由保育人員分

配 

 07161   8/26     張俊傑     餐盒(800

元) 

10 個 交由保育人員分

配 

 07162   8/31     胡明華     豬肉.內臟 一批 交由廚媽處理.

烹煮 

 07163   8/31     詹明華     食品 一批 交由管理人員分

配上架 

 07164   8/31     陳春鴻 食品.豬肉.魚 一批 交由廚媽清洗.

烹煮 

 07165   8/31     林建宇     食品 一批 交由管理人員分

配上架 

 07166   8/31     林錦松     食品 一批 交由管理人員分

配上架 

 07167   8/31     彭玉梅     食品 一批 交由管理人員分

配上架 

 07168   8/31     徐美霞     食品 一批 交由管理人員分

配上架 

 07169   8/31     曹振興     食品 一批 交由管理人員分

配上架 

 07170   8/31  北埔舊貨商行     食品 一批 交由管理人員分

配上架 

 07171   8/31     巫有盛     食品 一批 交由管理人員分

配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