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收款日期 用途/事由 會員姓名 捐款金額

1 1月2日 捐物 善心人士 膠原布丁78個

2 1月6日 捐物 張曼莉
衛生紙四袋

白米20公斤

3 1月6日 捐物 徐翠蘭 白米50台斤

4 1月6日 捐物 堡誠設計印刷企業社 白米50台斤

5 1月7日 捐物 越穗香蛋糕工作坊 蛋糕一袋

6 1月7日 捐物 李鳳嬌 白米500台斤

7 1月10日 捐物 李來利 衣服二袋

8 1月13日 捐物 李瑤 香腸10斤

9 1月14日 捐物 宜蘭市久天宮 白米150公斤

10 1月15日 捐物 青果山水果行 橘子三箱

11 1月16日 捐物 玉玄宮
水果一袋

白米10公斤

12 1月16日 捐物 陳泰炘.李婉婷 白米100台斤

13 1月17日 捐物 谷倉麵包 麵包一批

14 1月17日 捐物
財團法人

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年菜(6道一套)共145套

15 1月17日 捐物 善心人士 布丁144個

16 1月19日 捐物 金聖旨天宮功德會

白蘿蔔、芹菜

芥菜、地瓜葉

A菜、山茼蒿

各一式

17 1月19日 捐物 財團法人家樂福文教基金會
茶茶小王子日式雞蛋捲

137盒

18 1月19日 捐物 金聖旨天宮功德會

白蘿蔔、芹菜

芥菜、地瓜葉

A菜、山茼蒿

各一式

19 1月20日 捐物 谷倉麵包 麵包二袋

20 1月22日 捐物 善心人士 白米150台斤

21 1月22日 捐物 陳勁有 白米50台斤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蘭陽智能發展學苑

109年01-12月捐物明細(01月份)



No. 收款日期 用途/事由 會員姓名 捐款金額

1 2月3日 捐物 冬山玉玄宮
水果二箱

餅乾一箱

2 2月5日 捐物 善心人士 白米500台斤

3 2月7日 捐物 冬山玉玄宮 豬肉30斤

4 2月11日 捐物 貴族派雞排 雞胸肉55台斤

5 2月11日 捐物 谷倉麵包 麵包二袋

6 2月20日 捐物 雙園肉鬆 肉鬆10斤

7 2月20日 捐物 陳泰炘.李婉婷 白米100台斤

8 2月27日 捐物 谷倉麵包 麵包二袋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蘭陽智能發展學苑

109年01-12月捐物明細(02月份)



No. 收款日期 用途/事由 會員姓名 捐款金額

1 3月2日 捐物 善心人士 膠原布丁72個

2 3月5日 捐物 一品鑫貿易有限公司 蓮子銀耳260g20箱

3 3月9日 捐物 宜蘭市久天宮 白米240公斤

4 3月12日 捐物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洗碗精2箱

5 3月12日 捐物 聯合利華股份有限公司 去屑洗髮乳1箱

6 3月17日 捐物 貴族派雞排 雞胸肉90台斤

7 3月17日 捐物 宜蘭慈惠堂 白米200台斤

8 3月17日 捐物 善心人士 膠原布丁72個

9 3月19日 捐物
陳泰炘

李婉婷
白米100台斤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蘭陽智能發展學苑

109年01-12月捐物明細(03月份)



No. 收款日期 用途/事由 會員姓名 捐款金額

1 4月5日 捐物 吳寶珠
披薩4個

可樂1瓶

2 4月14日 捐物 源欣興農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肩胛牛肉熱狗

二箱(35kg)

3 4月15日 捐物 徐鳳霞

食材

(豬腳.雞肉.炸醬包)

二箱

4 4月15日 捐物 越穗香蛋糕工作坊 蛋糕一箱

5 4月15日 捐物 大得利家畜肉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 絞肉四箱(48kg)

6 4月15日 捐物 正益食品行 排骨一箱(21kg)

7 4月15日 捐物 貴族派雞排 雞胸肉180斤

8 4月16日 捐物 宜蘭市久天宮 白米150公斤

9 4月16日 捐物 林俐綾 白米100台斤

10 4月16日 捐物 蔡玉梅 白米50台斤

11 4月21日 捐物 陳泰炘.李婉婷 白米100台斤

12 4月21日 捐物 林藍心湄 白米50台斤

13 4月24日 捐物 鄭雅綺.賴文志.賴政諺 白米150台斤

14 4月26日 捐物 帥永蘭 二手電風扇2台

15 4月27日 捐物 冬山玉玄宮

餅乾2包

水果一袋

鴨一袋

魚一袋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蘭陽智能發展學苑

109年01-12月捐物明細(04月份)



No. 收款日期 用途/事由 會員姓名 捐款金額

1 5月3日 捐物 越穗香蛋糕工作坊 蛋糕2個

2 5月4日 捐物 雙園肉鬆 肉鬆10斤

3 5月4日 捐物 黃有孚 魚酥20包

4 5月6日 捐物
財團法人

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基金會
8吋蛋糕10個

5 5月8日 捐物 林錦秀 青菜一袋

6 5月10日 捐物 吳寶珠 西瓜二顆

7 5月11日 捐物 宜蘭市久天宮 白米150公斤

8 5月13日 捐物 林晉功 水果二籃

9 5月14日 捐物 莊石藏 便盆椅乙張

10 5月19日 捐物 源欣興農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肩胛牛肉熱狗

二箱(35kg)

11 5月20日 捐物 大得利家畜肉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 絞肉四箱(48kg)

12 5月25日 捐物 陳泰炘.李婉婷 白米100台斤

13 5月26日 捐物 曾美珊 白米100台斤

14 5月28日 捐物 吳姵緹 75%酒精(小)20瓶

15 5月29日 捐物 私立新教育文理短期補習班 白米150公斤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蘭陽智能發展學苑

109年01-12月捐物明細(05月份)



No. 收款日期 用途/事由 會員姓名 捐款金額

1 6月1日 捐物 越穗香蛋糕工作坊 蛋糕9個

2 6月1日 捐物 張殷宜 75%酒精(小)20瓶

3 6月2日 捐物 貴族派雞排 雞胸肉180斤

4 6月2日 捐物 黃素娥

大西瓜一顆

南瓜一顆

鳳梨一顆

5 6月3日 捐物 李添發.周彩雲 青菜一批

6 6月3日 捐物 吳慶郎 南瓜一箱

7 6月7日 捐物 金聖旨天宮功德會 蔬菜一批

8 6月14日 捐物 救國團羅東鎮團務委員會 粽子150顆

9 6月15日 捐物 善心人士 粽子二袋

10 6月16日 捐物 正益食品行 排骨一箱(21kg)

11 6月16日 捐物 宜蘭市久天宮 白米150公斤

12 6月17日 捐物 源欣興農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肩胛牛肉熱狗

二箱(35kg)

13 6月17日 捐物 大得利家畜肉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 絞肉四箱(48kg)

14 6月17日 捐物 陳泰炘.李婉婷 白米100台斤

15 6月18日 捐物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酒精4000ml共24桶

漂白水4L共62瓶

PVC塑膠手套(M)共40盒

16 6月18日 捐物
財團法人

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基金會

肉粽20袋

白米10小包

艾草條10條

香包10個

17 6月19日 捐物 谷倉麵包 麵包二袋

18 6月20日 捐物 國際獅子會300A1區1819會長聯誼會

洗潔精5箱

漂白水 12箱

捲式拉圾袋50斤 40件

酒精4公升 11箱

乳膠手膠 12箱

19 6月22日 捐物 冬山玉玄宮

鴨二袋

魚一袋

豬肉一袋

20 6月22日 捐物 黃櫻梅 白米160台斤

21 6月23日 捐物 陳志超 C2牙刷10盒

22 6月24日 捐物 洪綺霞 白米36公斤(二箱)

23 6月29日 捐物
財團法人

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基金會
米香100份

24 6月29日 捐物 雙園肉鬆 肉鬆10斤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蘭陽智能發展學苑

109年01-12月捐物明細(06月份)



No. 收款日期 用途/事由 會員姓名 捐款金額

1 7月1日 捐物 黃素娥
絲瓜3條

南瓜2顆

2 7月5日 捐物 楊吉雄 絲瓜一袋

3 7月9日 捐物 宜蘭市久天宮 白米150公斤

4 7月12日 捐物 21世紀不動產-王易辰.江珈臻

火龍果一箱

芒果一箱

龍眼一袋

5 7月13日 捐物 吳慶郎 白米100台斤

6 7月13日 捐物 黃素娥

南瓜3顆

絲瓜3條

茄子一袋

7 7月13日 捐物 源欣興農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肩胛牛肉熱狗二箱

8 7月20日 捐物
財團法人

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基金會
壽麵40份

9 7月20日 捐物 嚴楷復 豬肉一批

10 7月20日 捐物 大得利家畜肉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 絞肉四箱(48kg)

11 7月22日 捐物 賴政嘉.賴金萬.黃惠緣 白米150台斤

12 7月22日 捐物 鄭朱阿良 白米50台斤

13 7月22日 捐物 陳泰炘.李婉婷 白米100台斤

14 7月24日 捐物 谷倉麵包 麵包四袋

15 7月25日 捐物 有成 鳳梨罐頭(特大)五罐

16 7月28日 捐物 善心人士
濃縮洗衣精(3200ml)

10罐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蘭陽智能發展學苑

109年01-12月捐物明細(07月份)



No. 收款日期 用途/事由 會員姓名 捐款金額

1 8月1日 捐物 羅東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 普桌物資25袋

2 8月2日 捐物 聰碧果園 火龍果四箱

3 8月5日 捐物 楊格文 三星米2kg共30包

4 8月6日 捐物 平鎮黃小姐

豬血糕

麻薯

菜燕

各100份

5 8月7日 捐物 冬山玉玄宮 白米5kg共6包

6 8月9日 捐物 埔林指安宮 麵線70包

7 8月9日 捐物 金聖旨天宮功德會

1.空心菜.地瓜葉.玉米

筍.青杏菜.秋葵.菜豆.

絲瓜.葸各一式

2.鹽.鮮味精.素蠔油.沙

拉油各一式

3.礦泉水一箱

4.米一包

5.蛋糕一盒

8 8月10日 捐物 宜蘭市久天宮 白米150公斤

9 8月10日 捐物 吳坤榮

蘿蔔糕三箱(共30包)

蔥抓餅三箱(共30包)

炸雞塊三包

炸薯條三包

10 8月10日 捐物 嚴楷復 豬肉一批

11 8月10日 捐物 張明橦 衛生紙五箱

12 8月10日 捐物
李美玉.許李惠.黃玉婷.張千惠.李若

雲.陳惠玲.陳宥心.游博涵
衛生紙五箱

13 8月14日 捐物 梨董觀光果園 黃金梨二籃

14 8月14日 捐物 陳泰炘.李婉婷 白米100台斤

15 8月18日 捐物 正益食品行 排骨一箱(21kg)

16 8月19日 捐物 李俊宏

瀝水籃2組

養樂多50瓶

麵線25包

17 8月20日 捐物 冬山玉玄宮

鴨一袋

魚一袋

豬肉一袋

18 8月20日 捐物 羅東民生路與長春路口中元普渡 米粉三大箱

19 8月21日 捐物 宜蘭城隍廟 白米180公斤

20 8月21日 捐物 源欣興農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泰式打拋豬湯包72包

21 8月21日 捐物 大得利家畜肉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 絞肉四箱(48kg)

22 8月23日 捐物 宜蘭家畜肉類商業公會 白米1000台斤

23 8月24日 捐物 嚴楷復 豬肉一批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蘭陽智能發展學苑

109年01-12月捐物明細(08月份)



24 8月25日 捐物 谷倉麵包 麵包二袋

25 8月29日 捐物 社團法人中華真明開元協會
白米2500台斤

龍口麵條250g250份

26 8月29日 捐物 社團法人中華真明開元協會

白米1kg250份

台糖茄汁鯖魚罐頭250份

龍口炊粉250kg250份

27 8月29日 捐物 社團法人中華真明開元協會

台糖大豆沙拉油

600ml250份

金味王醬油780ml250份

台鹽碘鹽1kg250份

28 8月29日 捐物 聰碧果園 紅龍果一箱

29 8月30日 捐物 宜蘭縣元心功德會 米.飲料.麵食等一批

30 8月30日 捐物 三重隆天宮 白米600台斤



No. 收款日期 用途/事由 會員姓名 捐款金額

1 9月2日 捐物 善心人士 麵包50顆

2 9月3日 捐物 南方澳南天宮
白米300台斤

供品25份

3 9月3日 捐物 宜蘭慈惠堂 白米200台斤

4 9月5日 捐物 青果山水果行 香蕉一箱

5 9月6日 捐物 三寶弟子 供品物資一批

6 9月7日 捐物 蘭陽冬山九龍太子宮 供品7箱

7 9月8日 捐物 大進進安宮 供品68盒

8 9月10日 捐物 冬山玉玄宮
水果二袋

麵線四包

9 9月10日 捐物 土地公廟

餅乾一袋

乾麵一箱

水果一袋

飲料二箱

米一包

米粉一包

玉米粒三封

10 9月10日 捐物 王松德 柚子六袋

11 9月10日 捐物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味王煮婦醬油一箱

完膳營養素850G10箱

白藜蘆醇營養素2箱

芝麻養生穀粉600g一箱

花生脆穀300g一箱

康乃馨夜用衛生棉一箱

得意的一天芥花油5L一

箱

涼感衛生棉一箱

超熟睡網層28cm衛生棉

一箱

黃金玉米粒罐頭一箱

12 9月6日 捐物 冬山天照宮

白米360公斤

泡麵五箱

醬油八箱

脆瓜10罐

花生麵筋60罐

小菜心60罐

13 9月12日 捐物 聰碧果園 火龍果二箱

14 9月14日 捐物 感恩宮 白米500台斤

15 9月14日 捐物 柯林靈佑宮 白米300台斤

16 9月15日 捐物 員山寶善宮
白米633公斤

供品50箱

17 9月15日 捐物 八寶聖賢宮 供品10份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蘭陽智能發展學苑

109年01-12月捐物明細(09月份)



18 9月15日 捐物 李宣慶 白米2包

19 9月15日 捐物 源欣興農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泰式打拋豬湯包二箱

20 9月16日 捐物 大得利家畜肉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 絞肉四箱(48kg)

21 9月17日 捐物 善心人士 雞肉300斤

22 9月17日 捐物 簡峯志 白米30公斤

23 9月17日 捐物 集賢堂 米粉100包

24 9月19日 捐物 聰碧果園 火龍果四箱

25 9月19日 捐物
邱士軒.謝晉瑩.邱裕宸.邱鈺芬.簡明

圳

衛生紙7串

脆瓜3組

鮪魚5罐

沙拉油5罐

廚房紙巾2串

白米5kg5包

牙刷9入2包

醬油1000ml 5瓶

洗碗精3.5kg3瓶

5L漂白水2瓶

麵條2kg4包

玉米粒3入共2組

嚕肉飯罐頭5組

土豆麵筋3入共3組

26 9月20日 捐物 社團法人觀世慈心會

白米300台斤

花生油3箱

米粉1箱

素蠔油1箱

白米5公斤1包

27 9月21日 捐物 嚴楷復 豬肉一批

28 9月22日 捐物 陳泰炘.李婉婷 白米100台斤

29 9月25日 捐物
財團法人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     勸

募基金會

月餅禮盒27盒

柚子禮盒3箱

兔子香皂6個

白米30公斤1包

30 9月29日 捐物 台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香蕉60公斤

31 9月29日 捐物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有機白米2公斤共27包



No. 收款日期 用途/事由 會員姓名 捐款金額

1 10月4日 捐物 越穗香創意工作坊 月餅二籃

2 10月5日 捐物 四結福德廟 白米400斤

3 10月6日 捐物 鳳凰于飛

衛生紙5箱

沙拉油2.4L 4箱

PVC手套1盒

特大垃圾袋2袋

烏酢2箱

白酢2箱

麵筋1箱

玉筍1箱

蔭瓜1箱

鮪魚片1箱

漂白水4L 8罐

香菇、米粉、肉鬆等乾

貨一批

4 10月6日 捐物 青果山水果行 芭樂一袋

5 10月8日 捐物 張曼莉 壽司米2.4公斤 12包

6 10月11日 捐物 鳳蓮觀音正心協會 米粉一批

7 10月12日 捐物 訓民堂 白米500台斤

8 10月12日 捐物 張容甄 白米5公斤4包

9 10月12日 捐物 李瑤 高梁酒香腸一箱

10 10月14日 捐物 宜蘭市久天宮 白米250台斤

11 10月14日 捐物 谷倉麵包 麵包二袋

12 10月20日 捐物 冬山玉玄宮

鴨二袋

魚二袋

豬肉二袋

13 10月22日 捐物 陳怡惠 尿布一包

14 10月24日 捐物 天地行善團

1.好無比洗衣精4000g5箱

（共20瓶）

2.毛寶洗碗精1000g3箱（

共36瓶）

3.五月花衛生紙3箱（共18

串）

15 10月26日 捐物 陳泰炘.李婉婷 白米100台斤

16 10月28日 捐物 蘭陽白天宮 白米250台斤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蘭陽智能發展學苑

109年01-12月捐物明細(10月份)



No. 收款日期 用途/事由 會員姓名 捐款金額

1 11月6日 捐物 冬山玉玄宮

壽桃一袋

鴨二袋

魚二袋

豬肉一袋

2 11月8日 捐物 爐源寺
白米20包

供品物資20份

3 11月10日 捐物 善心人士
雞腿排165公斤

雞胸肉180斤

4 11月11日 捐物 徐鳳霞 豬腳二箱

5 11月13日 捐物 民豐農場-游建富 白米120公斤

6 11月13日 捐物 宜蘭市久天宮 白米150公斤

7 11月16日 捐物 冬山玉玄宮
水果一箱

鴨一隻

8 11月17日 捐物 善心人士 膠原布丁92個

9 11月19日 捐物 陳泰炘.李婉婷 白米100台斤

10 11月20日 捐物 黃淑芳 餅乾一箱

11 11月25日 捐物 游明秋 布包一組

12 11月27日 捐物 劉月英

飲料一袋

水果一袋

西點餐盒一袋

13 11月27日 捐物 雙園肉鬆 肉鬆10斤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蘭陽智能發展學苑

109年01-12月捐物明細(11月份)



No. 收款日期 用途/事由 會員姓名 捐款金額

1 12月3日 捐物 鴻興塑膠有限公司 白米2000台斤

2 12月3日 捐物 社團法人中華真明開元協會

龍口麵條250g150份

白米1kg150份

茄汁鯖魚罐頭150份

3 12月3日 捐物 社團法人中華真明開元協會
大豆沙拉油600ml 150份

醬油780ml 150份

4 12月3日 捐物 社團法人中華真明開元協會
龍口炊粉250g150份

台鹽碘鹽1kg150份

5 12月5日 捐物 宜蘭慈惠堂 白米400台斤

6 12月7日 捐物 游惠徵 鳳梨二籃

7 12月9日 捐物 胡家苓 三明治100份

8 12月14日 捐物 沈錫經 外套2件

9 12月18日 捐物
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衛生紙6箱

擦手紙150包

酒精500ml 100瓶

漂白水4000g 30瓶

乳膠手套100盒

10 12月18日 捐物 陳泰炘.李婉婷 白米100台斤

11 12月20日 捐物 宋承勳
白米5公斤一包

甜甜圈一批

12 12月21日 捐物 黃萬菊 湯圓5斤

13 12月22日 捐物 谷倉麵包 麵包三袋

14 12月23日 捐物 李瑤 葡萄一箱(共4盒)

15 12月24日 捐物 黃素娥 米香60包

16 12月29日 捐物 青果山水果行 梨子4籃

17 12月30日 捐物 越穗香蛋糕工作坊
蛋糕5個

薑餅屋4個

18 12月31日 捐物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葵花油1000ml 3箱

金蘭醬酒2000ml 3箱

洗手乳350ml 1箱

香皂一箱

漂白水2800ml 5箱

洗碗精800ml 2箱

玉米粒3箱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蘭陽智能發展學苑

109年01-12月捐物明細(12月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