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台灣省私立嘉義仁愛之家 

108 年 01 至 06 月捐物流向表 

捐贈日期 捐物人 物品項目 

108.01.03 林金喜 輪椅(損壞) 

108.01.04 竑昶環衛科技陳信嘉 白米 30 公斤 2包 

108.01.07 陳全文 白米 5公斤 1包、麵條 2包 

108.01.10 黃吳秋美董事 

衛生紙抽取式 72 包 x 2 件、米 30

公斤 x 1 件、奶粉 1500g x 1 瓶、

奶粉 0.3kg x 1 瓶 

108.01.15 施金城、施林淑玉 白米 158.7 kg 

108.01.17 陳雪惠 不繡鋼瓶 60 個 

108.01.21 莊秉翰 食品 1包 

108.01.21 陳全文 食品 1包 

108.01.24 李周美玉 白米 2斗 

108.01.26 蔡濟民 白米 30 公斤 

108.02.11 黃吳秋美董事 

洗衣精 20 公斤 x1 罐 、5000g x 1

罐、牛奶 1500g x 3 罐、白米 30 公

斤 x1 包 

108.02.14 善心人士 白米 34.5Kg 

108.02.14 

T.P 瞎瞇包: 

饒旎可、賴士良、陳秀香、施懿庭、王美樺、

王妤婷、王秝棋、陳岱琪、葉秀雲、張娟娟、

陳沛潔、林智勇、蔡順昌 

吐司 50 份 

108.02.14 大翰水煎包 水煎包 1包 

108.02.14 善心人士 糖果、餅乾等一袋 

108.02.15 李周美玉 白米 2斗 

108.02.18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肉鬆 8箱 

108.02.19 林信宏、林信德 白米 1袋 

108.02.25 蔡濟民 白米 30kg 1 包 

108.03.08 善心人士 易開罐飲料 4箱 

108.03.11 黃吳秋美董事 
白米 30 公斤 x1、衛生紙 36 包 x2 

奶粉2.4公斤 x2、洗衣精5000ccx4 



捐贈日期 捐物人 物品項目 

108.03.21 蔡濟民 白米 30 公斤 

108.03.22 蔡周貴春 米粉一批 

108.03.22 素食店 素肉圓 5盒、素碗糕 4盒 

108.03.24 

T.P 瞎瞇包: 

蔡順昌、賴士良、王妤婷、張娟娟、陳秀香、

王秝棋、饒妮可、施懿庭、陳岱琪、陳沛潔、

王美燁、葉秀雲、 

林智勇、廖宛亭 

私房點心 50 份 

108.03.27 台東縣老人福利推動聯盟 白米 3公斤 16 包 

108.04.11    黃吳秋美董事 

抽取式衛生紙 12 包 x6 串 x2、洗衣

精 20kgx1、4000ccx1、白米 30kgx1、

奶粉 2.3kg x2 

108.04.18 盧沂郁 油畫 4幅 

108.04.28 

隨心所欲茶房: 

王秝棋、施沛辰、王妤婷、曾鈺婷、賴士良、

陳秀香、葉秀雲、林智勇、施懿庭、張娟娟、

蔡順昌王美燁陳沛潔、饒妮可 

私房點心 

108.04.30 林靖哲 夾心酥 1盒 

108.04.30 嘉雲寶塔 白米 4包 

108.05.01 蔡濟民 白米 30 公斤 1袋 

108.05.09 李周美玉 白米 2斗 

108.05.10 黃吳秋美董事 

抽取衛生紙 14 包 X6 串 x2 件、奶粉

2400gx2 瓶、茶葉 2瓶 x1 包、白米

30kg x1 袋 

108.05.11 陳朱秀枝 水果 x2、餐盒 x 2 

108.05.22 林映秀 肉粽 160 顆 

108.05.24 

隨心所欲茶坊: 

施沛辰、賴士良、陳秀春、施懿庭、王美驊、

王妤婷、王秝棋、葉秀雲、張娟娟、陳沛潔、

林智勇、蔡順昌、饒旎可、廖宛亭、洪侑妤 

私房點心 50 份 

108.05.25 蔡濟民 白米 30 公斤 1袋 

108.05.29 蔡周貴春 麵線 8包米麩 1包 

108.06.04 九天宮 肉粽 20 顆、白米 30 公斤 



捐贈日期 捐物人 物品項目 

108.06.06 李周美玉 白米 2斗 

108.06.11 黃吳秋美董事 

白米 30 公斤、洗衣精 20KG1 桶、

5000cc x2 桶、抽取式衛生紙 10 包

x8 袋 x2 箱 

108.06.26 蔡濟民 白米 30 kg x 1 包 

108.06.26 

隨心所欲茶坊: 

施沛辰、王妤婷、林智勇、賴士良、王秝棋、

蔡順昌、陳秀春、葉秀 

雲、施懿庭、張娟娟、饒旎可、王美驊、陳沛

潔、廖宛亭 

私房點心 50 份 

108.04.26 楊智雯 白米 2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