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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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 物 徵 信 公 告   Statement of Donation

2014年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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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守鵬 二手衣物.鞋子 1箱 傳達愛與幸福FB社團 物資 1批 善心人士 發票 1105張

林佩君 襪子 1箱 鎮興宮 物資 1批 榮華國小 發票 23張
翁瑞彣 鞋子 1袋 雅勝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冷凍豬肉 2箱 善心人士 鞋子 1箱
張為琇 鞋子 2袋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冷凍食品 1箱 鞋子 2雙
沈美雲 二手衣物 2袋 沙拉棒 96包 襪子 12雙
陳英芳 鞋子 1箱 蘇打餅乾 6袋 內埔碾米廠 糯米30kg 1包
曾武川 襪子 1批 鞋子 1箱 吳美芳等四人 襪子 12雙
劉文惠 鞋子.水彩用品 1箱 襪子 1袋 吳秋頻.唐毓歆 襪子 6雙
吳小姐 鞋子 1箱 麵條 8包 薛博誠.薛淇蔚 襪子 6雙
趙先生 二手衣物 1箱 奶粉 2罐 陳怡瑄 粽子 10顆
王小姐 鞋子 4雙 白米30kg 1包 水餃 60顆
張雅鈞 鞋子 1箱 善心人士 二手衣物 2箱 生元青草店 鞋子 1袋
屏東光南發票箱 發票 413張 柯善心人士 鞋子 1箱 鄭明惠 鞋子 1箱
玉山銀樓 發票 218張 平板衛生紙 5包 葉泓旻 鞋子 9雙
善心人士 鞋子 4雙 紙尿褲 5包 蔡旻翰 鞋子 4雙
黃威仁 二手衣物 1箱 捲筒衛生紙 6包 Yvonne 鞋子 2雙
芬蘭 二手衣物 1箱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理系 發票 1500張 楊小姐 白米30kg 2包
善心人士 發票 51張 郭芯妤.洪大鈞.洪子棋.洪世奇.中大福氣服飾 鞋子.襪子 1批 孔佩榛.周迺馨 尿片 1箱
吳懿芳 發票 119張 高雄市警世因果文創發展協會 文具 1批 奶粉 4罐
潮州光南發票箱 發票 621張 興毅純陽聖道院社福慈善基金會 紙尿褲M 25箱 屏科大發票箱 發票 381張
迦南發票箱 發票 144張 邱國彥.謝雅臻.邱子鈞 發票 276張 善心人士 玩具.二手衣物.鞋子 1箱
善心人士 二手衣物 1袋 金金鞋坊 鞋子 4箱 張文姝 二手衣物 1箱

鞋子 1批 吉恒有限公司 白米3.6kg 2包 羅善心人士 鞋子 6雙
吳美芳等四人 襪子 12雙 陳之嵐 鞋子 1箱 曾于倢 白米1kg 12包
吳秋頻.唐毓歆 襪子 6雙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物資 1批 義和水果行 桃子 5箱
薛淇蔚.薛博誠 襪子 6雙 王貞美 發票 65張 林花敏 鞋子 1箱
屏東光南 襪子 1袋 水門加油站 發票 629張 美和科大企管系 發票 91張
民族路加油站 發票 967張 三多路加油站 發票 2505張 洪儷芳 鞋子 1箱
歸來加油站 發票 1625張 鄭玉梅 鞋子 1箱 廖佳淑 鞋子 2雙
孫志強 襪子 1箱 青山行善團 物資 1批 佳璋鞋店.潘虹諺 鞋子.襪子 1批
饒秋霞 鞋子 2箱 布萊恩紅茶 發票 70張 林銀偕 輪椅 1台
善心人士 清潔用品 1批 吳雨庭.蘇雅玲.洪品婕.婉蓁 鞋子.襪子 1批 善心人士 二手衣物.飾品 1箱
鐘芸君 文具 1批 黃韻如 玩偶 2箱 羅宇希 二手衣物 1箱

衛生紙 1箱 梁添送 二手衣物 1箱 曹小姐 棉被.枕頭 2箱
洗髮乳 2瓶 黃守仁.吳青倩 鞋子 20雙 洗衣粉4.25kg 8包
沐浴乳 1瓶 屏東縣政府稅務局 發票 917張 白米30kg 5包
白米2kg 2包 周美芳 二手衣物 1箱 鞋子 1雙

廖柔盈 發票 120張 徐瑩秀 二手衣物 1箱 襪子 1箱
崇文國小 474張 474張 善心人士 苦瓜 8袋 屏東縣政府 糯米3kg 5包

尿布 2包 王瑞評 中古籃子 10個 陳韻竹 鞋子 1箱
二手衣物 1袋 鞋子 14雙 范姜琳 玩偶 1箱
民生物資 1批 襪子 28雙 黃蔓瑮.黃涵瑀 鞋子 4雙

善心人士 二手衣物 1箱 書包 14個 鍵盤.滑鼠 1組
垃圾袋 4包 胡宇靜 鞋子 5雙 二手衣物 1箱
洗手乳 1盒 雅勝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冷凍食品16kg 2箱 周興懿 二手衣物 1箱

台灣真弓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好小姐

善心人士

高善心人士

陳美琴

陳春惠

周亭妤

人魚等六人
陳紀男

洪祥瑜

林姿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