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贈人 捐贈日期 捐贈內容 收據編號

慈龍寺 2018/1/8 食品(1箱)。 奇0325

紀乃毓、蔡汝英 2018/1/29 橘子(1袋)、白米(1袋)。 奇0327

宋吳玉錦 2018/2/8 雞胸(10袋)。 奇0328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8/2/26 白米(120公斤)。 奇0329

僑泰中學 2018/3/11 土司(40條)、麵包(45個)。 奇0330

陳冠樺 2018/3/13 全身鏡(1組)、脫水機(1台)。 奇0331

陳冠樺 2018/3/13 水晶肥皂(6組)、沖泡飲品(4罐)。 奇0332

蔡侑庭 2018/3/20 沙琪瑪(1箱)。 奇0333

卓蘭奉天宮渡濟會 2018/3/21 白米(50包)。 奇0334

石岡區公所 2018/3/26 白米(20包)。 奇0335

新社鎮安宮 2018/3/28 鳳梨酥(2包)。 奇0336

陳紋慧 2018/4/4 青菜(2袋)、香腸(1袋)、貢丸(1袋)。 奇0337

石岡豬肉攤 2018/4/9
USB喇叭(2台)、吐司機(3台)、烤箱

(1台)。
奇0338

台中市政府石岡清潔隊 2018/4/16 蔬菜(2籃)。 奇0339

北天聖天宮 2018/4/19 食品供品(11袋)、飲料(6箱)。 奇0340

開陽金龍殿 2018/4/20 蔬菜(5箱)。 奇0341

慈濟城隍廟 2018/4/21 糖果(7包)。 奇0342

陳青雲 2018/4/23 水餃(836粒)。 奇0343

蔡侑庭 2018/4/27 養樂多(3箱)。 奇0344

黃予臻 2018/4/27 脫水機(1台)。 奇0346

大雅國中 2018/5/4
火鍋料(4袋)、蔬菜(3袋)、豆皮(3

袋)。
奇0348

慈龍寺 2018/5/7 熟食(1箱)。 奇0349

巴斯克烘培 2018/5/9 麵包(1箱)。 奇0350

慈龍寺 2018/5/21 飯(1批)、菜(1批)。 奇0351

蔡侑庭 2018/5/23 蘿蔔糕(1籠)。 奇0352

慈龍寺 2018/5/30 食物(1批)。 奇0353

慈龍寺 2018/5/30 漢堡(3箱)、沙拉(1盆)。 奇0354

邱美莉 2018/5/31 衛生紙(2箱)。 奇0355

陳怡君 2018/6/2 食品(1批)。 奇0356

姚金藏、姚張秀英 2018/6/3 葡萄汁(2箱)。 奇0357

姚詠錡、姚詒靜 2018/6/3 蘋果汁(2箱)。 奇0358

洪美雅、張伯愷 2018/6/6 粽子(40顆)。 奇0359

善心人士 2018/6/6 粽子(100顆)。 奇0360

慈龍寺 2018/6/12 食品(2箱)。 奇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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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燕 2018/6/13 地瓜(1箱)。 奇0362

黃玉子 2018/6/13 香皂(1箱)。 奇0363

顏素娟 2018/6/13 香皂(1箱)。 奇0364

陳盈棕 2018/6/15 苦瓜(2箱)、荔枝(1箱)。 奇0365

姚鎵鐿、陸涵鈺 2018/6/18 運動飲料(2箱)。 奇0366

石岡區公所 2018/6/20 白米(16包)。 奇0367

新社鎮安宮 2018/6/21 鳳梨酥(16盒)。 奇0368

善心人士 2018/6/28 豬肉(2籃)。 奇0369

凱勝農產行 林麗娜 2018/6/28 木瓜(6箱)。 奇0370

善心人士 2018/6/28 南瓜(2箱)。 奇0371

善心人士 2018/6/30 白蘿蔔(6箱)、米(2袋)。 奇0372

朱嘉一 2018/7/4
粽子(1包)、冷凍肉(1包)、巧克力(1

盒)。
奇0373

作廢 奇0374

尊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7/4 香蕉(3箱)。 奇0375

石岡清潔隊 2018/7/12 芋頭冬瓜(4顆)。 奇0376

美而美石岡店 2018/7/12 衣服(20箱)。 奇0377

作廢 奇0378

蔡淑真 2018/7/16 清潔用品(14批)。 奇0379

白明欣、白正昊 2018/7/23 筍乾(2包)。 奇0380

魏盛森 2018/7/23 荔枝(1箱)、水梨(1箱)。 奇0381

吳原均 2018/7/24 米(1包)。 奇0382

葉瑞敏.趙昶.黃敬凱.黃敬璇.

吳其明.吳沈素.葉正東.葉沈
2018/7/24 水餃(1,376粒)。 奇0383

作廢 奇0384

林鉛義 2018/7/26 鳳梨(3箱)。 奇0385

姚金藏、姚張秀英 2018/7/26 豆/米漿(20罐)、吐司(10條)。 奇0386

謝青樺 2018/7/26 白米(10包)。 奇0387

陳金鳳 2018/7/26
水餃(2包)、奶黃包(2包)、地瓜(2

顆)、湯圓(1包)。
奇0388

葉永龍 2018/7/30 鯖魚罐頭(30個)、肉燥罐頭(30個)。 奇0389

吳家昌 2018/8/5 葡萄(2箱)。 奇0390

石岡清潔隊 2018/8/8 南瓜(1顆)、冬瓜(1顆)。 奇0391

作廢 奇0392

作廢 奇0393

晶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8/10
泳衣(120cm)(1件)、泳衣(130cm)(2

件)、泳衣(140cm)(3件)。
奇0394

王曾桂香 2018/8/13 食品(1袋)。 奇0395

鄭文湖 2018/8/13 普渡食品(1袋)。 奇0396

鄭明相 2018/8/13 普渡食品(1袋)。 奇0397

作廢 奇0398



林靖杰(勝宏五金賣場) 2018/8/13 米(33包)。 奇0399

豐原佛緣堂 2018/8/13 普渡食品(35袋)、米(10箱)。 奇0400

作廢 奇0401

大雅聖龍宮(全體信徒) 2018/8/13 普渡食品(5袋)。 奇0402

巴斯克烘培 2018/8/14 麵包(65個)。 奇0403

無極慈聖宮 2018/8/19 普渡供品(15箱)。 奇0404

聖祖宮(諸位大德) 2018/8/22 餅干(1箱)、飲料(1箱)、飲料.(4袋)。 奇0405

合氣道元宮 2018/8/22 米(10袋)、普渡供品(6袋)。 奇0406

作廢 奇0407

民豐農藥行(古子民) 2018/8/22 普到供品(1箱)。 奇0408
守誠精機廠(羅志偉、廖曉

靜)
2018/8/22 普渡供品(1箱)。 奇0409

王萬枝 2018/8/22 普渡供品(1箱)。 奇0410

作廢 奇0411

武脈武財宮 2018/8/25 普渡供品(20袋)、米(2箱)。 奇0412

新東勝企業有限公司 2018/8/25 普渡品(2箱)。 奇0413

武脈武財宮 2018/8/25 普渡供品(27袋)。 奇0414

救國團工青三隊 2018/8/26 普渡供品(18箱)、米(16袋)。 奇0415

彰化縣永安聖母協會 2018/8/26 普渡供品(19箱)、米(15袋)。 奇0416

聖德堂 2018/8/27 米(3袋)、普渡供品(15袋)。 奇0417

邱世雄 2018/8/27 豆花(22碗)。 奇0418

陳少榛、陳宥綸 2018/8/27 書本(辭典)(3本)。 奇0419

新社鎮安宮 2018/8/28
米(1袋)、普渡供品(1袋)、鳳梨酥(1

盒)。
奇0420

作廢 奇0421

財團法人臺中市神農葯先山

葯王廟
2018/8/29 普渡祭品(70袋)、醬油(30箱)。 奇0422

亞秀羅專業燈光音響行 2018/8/29 玉米濃湯(1鍋)、蛋糕(7袋)。 奇0423

萬安宮 2018/8/30 普渡物品(5箱)。 奇0424

社團法人台中市必勝道場慈

善會
2018/9/1

普渡供品(30箱)、祈福米2公斤(100

包)。
奇0425

武脈武財宮 2018/9/1 白米(2箱)、普渡供品(1箱)。 奇0426

許家豪 2018/9/3 普渡物品(4包)。 奇0427

鄧帛田 2018/9/3 普渡捐物(2箱)。 奇0428

護安宮 2018/9/3 普渡物品(1批)。 奇0429

張玉梅 2018/9/8 泡麵(1箱)、米(2包)。 奇0430

李佳倫/李鎂晨 2018/9/8 柚子(13袋)。 奇0431

作廢 奇0432

林文傑 2018/9/11 麵包(2箱)。 奇0433

楊孟臻 2018/9/11 麵包(1箱)。 奇0434

徐睿瑤 2018/9/11 麵包(1箱)。 奇0435



育陞商行 2018/9/11 麵包(2箱)。 奇0436

作廢 奇0437

石忠宮功德會 2018/9/13
禾川米(43包)、泡麵(10箱)、普渡祭

品(13袋)。
奇0438

台灣小豬慈善會 2018/9/15
泡麵(10箱)、果汁(21罐)、普渡供品

(10箱)。
奇0439

富美電信工程有限公司、許

雅珍、楊鈞堡、劉芷涵、蔡

佩蓉、黃楚頻、邱毓雯、陳

2018/9/16 飲料(8箱)。 奇0440

廖明珍、廖王富美、廖碧月 2018/9/16 禮盒(3盒)、泡麵(2箱)。 奇0441

李妙真 2018/9/16 禮盒(3盒)。 奇0442

陸佩君 2018/9/16 禮盒(3盒)。 奇0443

開陽金龍殿 2018/9/17 米(10箱)、百香果(1袋)、米粉(1袋)。 奇0444

武聖宮 2018/9/17
排骨雞湯麵(17箱)、關廟麵(10包)、

燕麥片(29盒)。
奇0445

武聖宮 2018/9/17
誠泰蔭油(20罐)、鯖魚罐頭(23罐)、

浪味先(15袋)。
奇0446

武聖宮 2018/9/17
埔里米粉(11包)、砂糖/台鹽(16包)、

御茶園綠茶(16瓶)。
奇0447

武聖宮 2018/9/17
草農米(11袋)、泰山調和油(7瓶)、古

坑咖啡粉(24袋)。
奇0448

作廢 奇0449

李昶亨、李鎂辰、李佳蓉 2018/9/24 文旦(10袋)。 奇0450

張明智 2018/9/19 柚子(10箱)。 奇0451

歐文庫 2018/9/19 柚子(10箱)。 奇0452

爪力全開娃娃屋 2018/9/19 手錶(18個)。 奇0453

慈聖佛堂代轉 2018/9/25 普渡物品(10袋)。 奇0454

蕭素娟 2018/9/25 英文教材(1套)。 奇0455

育陞商行 2018/9/27 飯糰(70個)。 奇0456

姜庭恩 2018/9/27 飯糰(20個)。 奇0457

姜承恩 2018/9/27 飯糰(20個)。 奇0458

鄭美玲 2018/9/27 飯糰(20個)。 奇0459

萬安社區發展協會 2018/9/27 白米(10袋)。 奇0460

作廢 奇0461

武脈武財宮 2018/9/30 米(48包)、柚子(5袋)、罐頭(50罐)。 奇0462

台灣小豬慈善會 2018/10/6 米(17包)、米酒(45瓶)、醬油(8瓶)。 奇0463

台灣小豬慈善會 2018/10/6 綠豆(51包)。 奇0464

台灣小豬慈善會 2018/10/6 綠豆(51包)。 奇0465

普露功德會 2018/10/8 麵(2箱)、麥片(1箱)、食穀(1箱)。 奇0466

瑞豐米行 2018/10/8 在來米(1袋)。 奇0467

曾柔云 2018/10/11 香菇(1袋)。 奇0468

聖天宮 2018/10/17
餅乾(3箱)、飲料(2箱)、八寶粥(3

箱)。
奇0469



陳文斌.賴盈棕 2018/10/18 蔬菜(2箱)、米(1箱)、酥粉(1箱)。 奇0470

財團法人桃園市海王文化基

金會
2018/10/20 兒童圖書(1匹)。 奇0471

林惠瑜 2018/10/21 洗碗精(4瓶)。 奇0472

林惠瑜 2018/10/21 洗碗精(4瓶)。 奇0473

林瑞萍 2018/10/21 洗碗精(1箱)、立鏡(1座)。 奇0474

武脈武財宮 2018/10/22 米(49包)、罐頭(1箱)、洗碗精(4瓶)。 奇0475

武脈武財宮 2018/10/22
肥皂(2箱)、洗衣粉(2盒)、牙膏(2

條)。
奇0476

王雅裕 2018/10/28
白蘭洗衣粉(6袋)、大燕麥片(2罐)、

克寧奶粉(2罐)。
奇0477

王雅裕 2018/10/28 阿華田(1罐)。 奇0478

姚詠錡、姚詒靜 2018/10/29 甜甜圈(40個)。 奇0479

舞皂工坊 2018/10/30 手工肥皂(2袋)。 奇0480

李秀瑩 2018/10/30 雞腿(12支)。 奇0481

汪怡君 2018/10/30 雞腿(60支)、麵包(74個)。 奇0483

姚金藏、姚張秀英 2018/10/30 牛奶(10罐)、豆漿(5罐)、米漿(5罐)。 奇0482

陳廷卉、廖芮蘋、廖伯浩、

廖綿照
2018/10/30 汽水(3箱)。 奇0484

觀自再 2018/10/30
衛生紙(27包)、餅乾(2包)、汽水(1

箱)。
奇0485

觀自再 2018/10/30 飲料(16罐)、馬卡龍(1包)。 奇0486

蔡彤軒 2018/10/30 排骨(23包)。 奇0487

黃敬凱、黃敬璇 2018/11/15 水餃(834粒)。 奇0488

陳清波 2018/11/15 水餃(334粒)。 奇0489

林先生 2018/11/22 米(4包)。 奇0490

石岡清潔隊 2018/11/23 橘子(1袋)。 奇0491

郭小姐 2018/11/26 高麗菜(2顆)。 奇0492

郭小姐 2018/11/30 高麗菜(2顆)。 奇0493

張志銘 2018/12/3 橘子(1箱)。 奇0494

拱衡堂 2018/12/3 物資(2箱)。 奇0495

台灣樂高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2018/12/5 樂高積木(20組)。 奇0496

賴文斌、賴淑惠 2018/12/6
結頭菜(5箱)、水果(4包)、餅干(2

包)。
奇0497

善心人士 2018/12/17 橘子(2箱)。 奇0498

中佑企業服務部 2018/12/17
口罩(8盒)、乳膠手套(3盒)、便當盒

(18個)。
奇0499

中佑企業服務部 2018/12/17
菜瓜布(10個)、奶粉(2罐)、大垃圾袋

(10捲)。
奇0500

謝佳容 2018/12/17
飲料(0箱)、蔥油餅(0包)、披薩(0

片)。
奇0501

廖錦照、陳庭卉、廖伯浩、

廖芮蘋
2018/12/17 滷五花肉(3盒)、冰烤番薯(10盒)。 奇0502

觀自再 2018/12/17 蠔油粉絲(40包)。 奇0503

雅惠 2018/12/17 高麗菜(0顆)。 奇0504



張韻君 2018/12/17 高麗菜(3顆)。 奇0505

中佑企業服務部 2018/12/17 黑襪(4打)、四輪手推車(1台)。 奇0506

賴文斌 2018/12/18 高麗菜(3箱)、結頭菜(5袋)。 奇0507

邱淑霞 2018/12/18 襪子(34束)、糖果(3盒)。 奇0508

謝佳容 2018/12/18
飲料(3箱)、蔥油餅(3包)、披薩(8

片)。
奇0509

雅惠 2018/12/18 高麗菜(6顆)。 奇0510

林炳枝、林張玉、林碧洳、

袁豊勝
2018/12/20 圖書(3套)。 奇0511

劉興金 2018/12/21 飲料(0袋)。 奇0512

劉興金 2018/12/21 飲料(6袋)。 奇0513

山城餅店 2018/12/22 青菜(1袋)、湯圓(1包)、蛋糕(3條)。 奇0514

善心人士 2018/12/24 制服便衣(1袋)。 奇0515

賴淑美 2018/12/25 白米(1式)。 奇0516

水景福隆宮 2018/12/25 普渡供品(12袋)。 奇0517

陸瑞壎 2018/12/25 洗衣精(6罐)。 奇0518

采妃豔企業有限公司 2018/12/31 豆花(20碗)。 奇0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