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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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局劃撥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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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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迦南身心障礙養護院
Canaan Disability Home    http://www.7705568.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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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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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同福 玩偶 1箱 陳穎慧 二手衣物 1箱 嚴品韻 二手衣物 1箱

膠水 24瓶 曾麗蓉 二手衣物 2箱 邱怡芸 二手衣物 1箱
彩色筆12色 13盒 二手衣物 4包 陳亞婷 二手衣物.文具 1箱
粉腊筆16色 13盒 餅乾 1袋 連家汶 二手衣物 1箱
8K圖畫紙 500張 書 1袋 善心人士 小包包 1箱

水門加油站 發票 475張 藍方君 二手衣物 1箱 善心人士 二手衣物 1箱
歸來加油站 發票 656張 屏東一享發票箱 發票 38張 輪椅 1台
民族路加油站 發票 1066張 中山診所發票箱 發票 143張 病人床 1床
三多加油站 發票 2015張 潮州光南發票箱 發票 479張 棉被 2條
善心人士 發票 1034張 屏東光南發票箱 發票 391張 陪病椅 1張
覃馨儀 發票 79張 枕頭套 3個 冰箱 1台
許睿嬿 玩偶.文具 1箱 床罩 2個 電視機 1台
王秀好 奶粉 12罐 吳美芳等四人 外套 1件 洗衣機 1台

八開厚紙板 26張 吳秋頻.唐毓歆 外套 1件 印表機 1台
色紙 26包 吳佩玲 二手衣物 1箱 張曉玲 棉被 6條
雙腳釘.亮片 1袋 吳采蓉 玩偶 1箱 點線麵餐飲 麵條 1箱
免洗餐盤 15個 善心人士 濕紙巾 1箱 二手輪椅 2台
水彩 4盒 善心人士 紙尿褲M 1箱 紙尿褲 18片
廣告顏料 4盒 雞蛋.鵝蛋 1袋 沈婷 二手衣物 1箱
粉彩紙 3本 餅乾 1袋 陳逸文 棉被.枕頭.床罩 1箱

陳宏嘉 T袖 1袋 吳孟中 影印紙 2箱 書籍:同湖異舟 30本
李先居 棉被 1條 布萊恩紅茶專賣店 發票 85張 書籍:凡事都能 30本
黃雅絹 玩具.書 1箱 張小姐 白米30kg 1包 枕頭 2個
林小姐 二手衣物 1箱 白米2kg 1包 抱枕 1個
屏科大發票箱 發票 259張 奶茶包 3盒 黃纓涵 二手衣物 1箱
洪毓謙 白米30kg 1包 芳香劑 2瓶 溫中辰 紙尿褲 1箱
洪里芸 玩偶 1箱 水晶玻璃藝品 1批 范書萍 二手衣物 1箱
張嘉容 二手衣物 1箱 二手衣物 1箱 陳善心人士 二手文具 1箱
洪祥瑜 二手衣物 1箱 美和科技大學 課桌椅 12組 陳佳玟 娃娃.公仔 2箱
善心人士 二手衣物 1箱 棉被 4條 文具.玩具 1箱
善心人士 物資 1批 涼被 3條 二手衣物 1箱

二手衣物.生活用品 1箱 床罩.枕頭套 1袋 葉紫瓊 二手衣物 1箱
包包 1個

戴月珍

陳郁仁

蔡心敏

項西

陳怡均

張真瑜

陶湘瑩

黃小姐

沈永崑

慈濟人

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

蘇柏勳

小純

劉詩萍

王意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