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捐贈者 物品名稱

109.01.02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1.02 郭秀怡.鄒政 柳丁2箱

109.01.07 許作舟.許瑞喬 物資1箱

109.01.09 善心人士 絞肉6斤、肉絲4斤

109.01.09 周文益 白米30公斤4包

109.01.09 李晏慈 肝、骨頭

109.01.13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1.13 台灣台中農田水利會 馥禮盒20盒

109.01.14 高玉純 白米90公斤

109.01.14 松竹寺 白米2公斤27包、小罐沙拉油9瓶

109.01.17 潘小弟、潘小妹
PVC透明手套100枚入(M)-5盒、PVC透明手套100

枚入(L)-2盒

109.01.20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1.20 慈愛愛心小組 水餃1000顆

109.01.20 李晏慈 肝

109.01.21 李晏慈 肉品1袋

109.02.04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2.05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愛心物資1批

109.02.10 台灣牌蕃薯 蕃薯3袋

109.02.11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2.15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2.17 蔣炳源、郭祝月 烤箱1台

109.02.17 社團法人中華存善慢飛天使關懷協會 白米70包

109.02.17 社團法人中華存善慢飛天使關懷協會 NISSAN LIVINA 1台

109.02.21 潘小弟、潘小妹 PVC透明手套(L)-3盒、PVC透明手套(M)-3盒

109.02.22 慈愛愛心小組 水餃1000顆

109.02.26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3.02 蔣炳源、郭祝月 吹風機2台

109.03.04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3.05 蔣炳源、郭祝月 手錶2只

109.03.05 蔣永明、黃淑貞 手錶2只

109.03.11 陳沛琦 白米4斤5包

109.03.11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3.17 蔣永明、黃淑貞 二手翻譯機

109.03.17 蔣炳源、郭祝月 二手名牌皮夾、色筆

109.03.19 林春悅 看護墊*3、束腹帶(M)3束、手套1對

109.03.23 慈愛愛心小組 水餃1000顆

109.03.23 松竹寺 水果2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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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4 社團法人台中市救世功德會 白米300斤、五珍寶葵花油5罐、醬油6罐

109.03.24 正琥有限公司 白米10公斤1包、油1罐

109.03.24 禾騏牙醫診所 白米10公斤1包、油1罐

109.03.26 台中廣玄宮 饅頭6箱

109.03.27 聖壽宮 白米30斤8包

109.03.30 周文益 白米30公斤4包

109.03.30 潘小弟、潘小妹

南亞保鮮膜60m*4、高露潔牙膏*2、妙潔PE保鮮

膜20m*2、楓康PE保鮮膜20m*2、環保垃圾袋(M)3

入*4、愛潔花香清潔袋(中)*1、愛潔花香清潔袋

(大)*2、台鹽牙膏*3

109.03.31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4.03 中區福智傳心 小餐盒50盒

109.04.06 法鼓山(寶雲寺) 捐物1批

109.04.14 李玲慧、李崑瑋、李紘緯 捐書物品1批

109.04.16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4.20 慈愛愛心小組 水餃1000顆

109.04.22 台中市養豬協會 生鮮豬肉60公斤

109.04.22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4.24 慈愛愛心小組 維他命c糖果1箱

109.04.28 潘小弟、潘小妹 保鮮膜、垃圾袋、牙膏1批

109.04.28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4.30 信義房屋 白米2包

109.05.04 蔣炳源、郭祝月 吹風機1台、旅行背包1個、二手衣物

109.05.06
全家好康優惠GO(潭子大豐、大

茂、摘星店)團友
媽祖祈福箱12箱

109.05.06 全家大樹好康報報群友 媽祖祈福箱13箱

109.05.06 全嘉儷晶店群友們 媽祖祈箱10箱

109.05.06 全家台中陽光店 媽祖祈福箱12箱

109.05.06 全家台中河南店 媽祖祈福箱15箱

109.05.06 邱漢軒 媽祖祈福箱8箱

109.05.06 炳叔烤玉米逢甲總店 媽祖祈福箱7箱

109.05.06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5.06 吳品萱 抗菌皂2300顆

109.05.06 楊嘉玉 抗菌皂100顆

109.05.06 顏巧玲 抗菌皂100顆

109.05.07 洪源林 筊白筍一袋

109.05.08 聖壽宮 白米30公斤6包

109.05.11 廖年統 白米35公斤1包

109.05.14 慈光寺 鳳梨酥1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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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14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5.18 荊戴蓉珍等共14人 白米50台斤4包

109.05.19 蔣永明、黃淑貞 二手兒童桌椅

109.05.20 伸仁紡織有限公司 藍芽音箱6個

109.05.20 慈愛愛心小組 水餃1000顆

109.05.21 善心人士 絞肉6斤、肉絲4斤

109.05.22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5.25 13公益團隊 溫熱開飲機

109.05.25 潘小弟、潘小妹

妙潔pe保鮮膜55m*3、高露潔全效150g*1、台鹽

鹹淨潔效150g*1、Simple Life潔靜袋(小)*5、

高露潔含鈣配方175g*2、台鹽晶亮150g*2

109.05.27 善心人士 白米7公斤

109.05.27 紀雯儀 衛生紙1袋

109.05.27 紀雯儀 罐頭6個

109.05.27 紀雯儀 保久乳12罐

109.05.27 紀雯儀 白米4公斤

109.05.28 善心人士 絞肉6斤、肉絲4斤

109.05.29 善心人士 捐物1袋

109.06.02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6.02 太平吳小姐 二手衣物1批

109.06.04 善心人士 絞肉6斤、肉絲4斤

109.06.05 財團法人遠雄文教公益基金會 T恤47件

109.06.09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6.10 林英傑 里仁粽子69顆

109.06.11 善心人士 絞肉6、肉絲4斤

109.06.11 蔣炳源、郭祝月 全新保暖鞋

109.06.11 蔣永明、黃淑貞 電線1條、名片夾6個

109.06.12 達達國際總公司 衣服2箱

109.06.17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6.19 洪碧姿 里仁飲料1批

109.06.19 何元祁 蛋糕、餅乾

109.06.22 潘小弟、潘小妹
環保清潔袋、pvc透明手套2盒、高露潔牙膏5

條、電子磅秤3kg1台、食物秤1台

109.06.22 慈愛愛心小組 水餃1000顆

109.06.22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台中市支會 粽子7箱(420顆)

109.06.22 黃信富、陳炫達、陳懋興 肉粽2袋

109.06.24 松竹寺 水果2箱

109.06.29 曾國機 蠟筆一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