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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行
麥片8箱、泡麵7箱、玻璃杯20個、牙刷60支、

牙膏94支 愛兒天使 生活用品 毛毯

蔡佩芳 文具用品乙批 哈摩學服有限公司 衣物(新) 乙批

劉乙村 玩偶1隻 悅爾喜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牙膏(小) 乙批

林姿玟 玩具乙批 洪楗富 先生 水果 5箱

壯圍靈玄宮愛心園 水果、米、樂捐箱 愛兒天使 玩具 1批

冠雲科技 罐頭、麵條乙批 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安店 新毛巾 1批

邱士軒、謝晉瑩、簡明

圳、邱裕宸

白米、阿華田、餅乾、牙刷、醬油、

麵條乙批 愛兒天使 罐頭x3、毛巾和生活用品

金碼實業有限公司 麵條8箱 林家民 先生 玩具、書本

陳亦倫 白米4斤(1包) 林雅婷 小姐 瓦斯爐、抽油煙機

張梅君 麵條、沙拉油、米粉、醬油乙批 紅十字會台灣省台中市支會 新毛巾 3箱

林婉婷、許雅晴 白米50斤 慈元星酉 講堂 食物包專案 塑膠袋

林建宏 白米50斤 愛兒天使 燕麥 10包

謝于文 白米50斤 陳意修 先生 電腦螢幕、鍵盤 1部

林月鳳 白米50斤 蕭光志 先生 白米 10包

簡家森 白米50斤 吳偉群、蔡易真 先生/小姐 白米 2包

孔繁偉 白米50斤
張家誠 先生 白米 2包

林柏文 白米50斤 簡麗君 小姐 白米 2包

簡士傑 白米50斤 王康濠、林沁紜 先生/小姐 白米 4包

謝謂偉 白米50斤 何永全 先生 白米2包

邱子佑 白米50斤 吳宗儒、黃湘恬 先生/小姐 白米 2包

ㄅㄨㄅㄨ澡堂 白米50斤 陳捷脩、鄭佩瑩 先生/小姐 白米2包

游惠萍 白米50斤 周宛萱 小姐 白米 2包

游舒婷 白米100斤 胡詩憶 小姐 白米 2包

吳賜信 白米100斤 淡水新市國小三年四班 娃娃乙批

簡忠政 罐頭乙批 丁弘毅 先生 白米 28kg 一袋

張明志、楊麗秋 白米20包(4.5kg) 林靖千 先生 生活文具用品 乙批 、夾克外套 2件

賴富良 烤麵包機、餅乾等物資乙批 林蔚楷 君 鞋子 1雙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

立柏拉圖復康之家 噴瓶空罐50個 陳俊卿 君 洋娃娃1隻、鉛筆7包、橡皮擦1包

育德兒童之家 白米(84kg)、麵條6包、生活物資乙批 胡靜怡 小姐 肉醬 2箱、魚罐 2箱

潘玉珊 玩具乙批 愛兒天使 麵干 4箱、米粉 4箱

財團法人人文展賦

教育基金會 生活用品乙批 楊馥慈 小姐 玩具、玩偶 乙批

朱文義、陳苡華 白米(60kg) 林秀育 小姐 洋娃娃 熊 1隻

游金鎮 番茄乙批 愛兒天使 桂格鮮穀王、米包

邱志凱
清潔用品乙批

周宛儒
清潔用品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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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方靜、游金

標、周震霖、

林美子、周詠
清潔用品乙批 皆凱科技有限公司 張玉慈小姐 生活物資乙批（明細如附件）

鄭玉玲 小姐 洗衣精等生活用品 乙批

陳榮輝，陳許貴美 先生/

小姐 1kg白米20包

鄭繡瀅 小姐 洗衣精等生活用品 乙批 張豐玲 小姐 白米 6kg、新圍巾 4條

王富雷 先生 洗衣精等生活用品 批 林慧敏 小姐 白米20kg

陳柏源 先生 洗衣精等生活用品 乙批 愛兒天使 麵線 2箱

陳彥志 先生 奶粉、白米 乙批 駱淑娟 小姐 泡麵、米粉 乙批

蔡岱伶 小姐 白米2kg、罐頭2罐、生活用品乙批 愛兒天使
罐頭、白米、麵條、餅乾、巧克力沖泡

包 乙

賴思羽 小姐 文具用品 乙批 愛兒天使 棉被 2件

愛兒天使 鞋子2雙 愛兒天使 白米 12kg、泡麵 9袋

曾筱涵 小姐 毛毯等生活用品 乙批 李妍陵 小姐 白米2kg 10包優妮康實業有

限公司 生活用品 乙批 許美枝 小姐 白米2kg 5包

青美惠 小姐 麵條、調味包等生活用品 階惠芯 小姐 白米2kg 5包

溫淑美 小姐 洋娃娃 榮德芬 小姐 白米2kg 5包

賴思玥 小姐 餅乾、麵條等生活用品 乙批 陳瑩如 小姐 白米2kg 5包

劉佩宜 小姐 文具用品、玩具 乙批

林煜勝、林宥妡 先生/小

姐 白米2kg 5包

吳瑰英 君 罐頭、文具、衣物等生活用品 乙批 林紋守 君 白米2kg 5包

張詠綺 君 衣物等生活用品 乙批 盛崴工程行 白米2kg 5包

林雅荃 君 麵條、燕麥等生活用品 乙批 黃毓苓 小姐 白米2kg 2包

王志文、許琇雰 

先生/小姐 白米12kg 席紫馨 小姐 白米2kg 2包

Vico珊 小姐 麵條17包 Will Chang 白米2kg 1包

林蔚楷 君 玩具、生活用品 乙批 余思樺 小姐 麵條 3包

愛兒天使 文具用品 愛兒天使 沙拉油20瓶、麵條40包

陳玉惠 小姐 泡麵10箱.罐頭40罐.八寶粥60罐 余貞慧 小姐 毛毯、文具用品、圍巾

吳霴菱 君 罐頭、麵條、米粉 創業家兄弟 冷凍包 30包

邱煖穎 君

玩具、文具用品、生活用品 乙

批

永大食品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 金桔檸檬冰角 30袋板橋區農會 林

惠璦 小姐 白米18kg 13包 柯先生 防寒用品

Nico珊 小姐 麵條、沙拉油、罐頭 乙批 展新科技資訊社 餅乾9包、罐頭3罐

愛兒天使 日用品 乙批 蔣玉婷 小姐 麵條、泡麵、冬粉、肉鬆 乙批

劉佩宜 小姐 玩具、文具用品 乙批 愛兒天使 燕麥、麵條、米粉 乙批

林羽凡 君 餅乾 一箱 愛兒天使 阿華田沖泡包 3箱財團法人宜蘭

縣社會福利聯 愛心套餐15組,年菜283道 洪綵安 小姐 洗衣精等生活用品 乙批

顏瑞呈 君 食品、生活用品 乙批 林聖淵 君 洗衣精等生活用品 乙批

周宥岑 君 文具用品 乙批 蔡子綠 君 洗衣精等生活用品 乙批

愛兒天使 文具、美術用品 乙批 蔡紫薰 小姐 洗衣精等生活用品 乙批

孫益祥 先生 洗衣精等生活用品 乙批 洪杜鳳珠 小姐 洗衣精等生活用品 乙批

洪偉彰 先生 洗衣精等生活用品 乙批 杜淑幸 小姐 洗衣精等生活用品 乙批

孫有吉 先生 洗衣精等生活用品 乙批

第 2 頁



                社團法人宜蘭縣愛加倍關懷協會

                    109年1月捐物芳名錄

第 3 頁



                社團法人宜蘭縣愛加倍關懷協會

                    109年1月捐物芳名錄

第 4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