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上有兩件事不能等：一、孝順，二、行善。 「 靜思語」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聖經 哥林多後書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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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名：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迦南身心障礙養護院    
地址：91244 屏東縣內埔鄉中林村中林路36號         電話：(08)770-7097
填寫完畢後，請傳真至(08)770-7212 或 e-mail  c7705568@yahoo.com.tw 至本機構作為捐款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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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 物 徵 信 公 告   Statement of Donation

2014年 04月份物資捐贈徵信公告 

捐贈單位(人) 捐贈物品 數量 捐贈單位(人) 捐贈物品 數量 捐贈單位(人) 捐贈物品 數量

一點露 紙尿褲 1箱 董仲安 提袋.文具.生活用品 1箱 紙尿褲 1箱

曾詠婷 床包組 1組 點線麵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麵條.調理包 1箱 白米20kg 1包

高裕寢具 枕頭套 70個 黃美綺 二手衣物 1箱 紙尿褲 1箱

紙尿褲 1箱 曹岡陽 二手衣物 1箱 影印紙 1箱

背包 2個 濕紙巾 1箱 關國賢 紙尿褲 1箱

劉信宏 拋棄式刮鬍刀 1箱 紙尿褲M 1箱 何佳蓉 白米20kg 1包

王小姐 文具.二手衣物 1箱 吳美芳等四人 外套 1件 嬰兒用品 1批

二手衣物 3箱 吳秋頻.唐毓歆 外套 1件 二手物資 1批

吹風機 1台 武潭國小 發票 73張 生活用品 1批

白米30kg 1包 羅曉蓉 白米1kg 14包 張嘉良 檯燈.民生物資 1箱

洗衣粉10kg 1包 張世雄 二手衣物 1箱 環島行善王 紙尿褲 13包

紙尿褲 2包 李麗月 紙尿褲 1箱 陳怡君 餐點食材 1批

衛生紙 3袋 周貴蘭 紙尿褲 1箱 鞋子 1箱

二手衣物 1袋 白米20kg 1包 玩偶.文具 1箱

二手衣物 1箱 慈濟鳳山區青少年成長班 物資 1批 隘寮國小 發票 152張

玩偶.包包 1箱 郭文珠 梨 1箱 柯佳陵 玩偶.文具 1箱

林振隆 輪椅 1台 蘋果 1箱 莊惠米 二手衣物 1箱

香港精品 發票 132張 黃蘭惠 烤箱 1台 張世雄 二手衣物 1箱

林政雄 發票 81張 林佳穎 烤箱 1台 鞋子 3雙

棉被 2條 吹風機 1台 香皂 2盒

涼被 2條 黎旻婷 二手衣物 3箱 清潔便利包 1箱

張世雄 棉被 1條 陳鈺佩 二手衣物 1箱 林佩賢 鞋子 4雙

周興懿 拐杖 1支 中信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2kg 15包 善心人士 鞋子.二手物品 1箱

洪祥瑜 鞋子 3雙 大中華生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漢堡 884個 曾武川 鞋子 1批

唐小姐 影印紙 2箱 丹麥吐司 319條 二手鞋 2箱

善心人士 鞋子 1袋 丰碩服飾開發企業社 服飾 1批 文具 1批

鄭寓絃 二手衣物 1袋 美和科技大學 發票 351張 沈婷 二手衣物 1箱

林小姐 二手衣物 1箱 點線麵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麵條 1箱 林莉庭 紙尿褲 4箱

熊瑋珍 鞋子 1箱 新萬仁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棉棒 1組 張國隆 紙尿褲 4箱

陳英芳 鞋子 2雙 沐浴乳 8瓶 玉山銀行 文具 20組

楊雯沁 二手衣物 1箱 洗髮乳 4瓶 戎小玲 二手衣物 1箱

張芳瑋 二手衣物 2箱 Q10洗髮乳 1瓶 新恭成行 瓦斯10kg 2桶

二手衣物 1箱 口罩 20盒 林佩君 鞋子 1箱

日常用品 1箱 防蚊液 70瓶 趙雅郁 鞋子 5雙

鍾欣玲 二手衣物 2箱 綠油精 70瓶 吳淑貞 二手衣物 1箱

善心人士

陳美鳳

王黃芳美

沈婷

謝宛容

莫夢詩

正修慈青社

陶湘瑩

曾小姐

呂洧箖

趙子晴

蔡家瑩

李麥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