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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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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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旻婷 二手衣物 2箱 何歡劇團與善心人士 喝的飯 10箱
中華仁道關懷協會 米 300斤 黑米600公克 500包

麥片500g 30包 隘寮國小 發票 208張
林雅宸 玩偶 1箱 吳張秀絨 內褲 60件
黃品臻 玩偶 1箱 背心 45件
高秀佩 玩偶 2箱 背心 80件
笑笑笑國際(股)公司 發票 1160張 內衣 34件
中山診所 發票 105張 內褲 12件
黃德宜 玩偶 2箱 襪子 30双
洪伊珊 玩偶 1箱 襪子 24双
陳盈璇 玩偶 1箱 朱小姐 娃娃 3箱
高郁雯 玩偶 1袋 善心人士 書 1箱
彭于蓉 玩偶 1箱 福安廟.福德正神 白米30kg 3袋
余金連 体脂肪計 3台 孫百宏 二手衣物 1箱
賴宋玉英.賴耀敏.賴慈瑾. 沐浴乳 10瓶 清淨機 1台
陳郁文.李雪莉.賴慈惠.李雪英. 洗髮精 10瓶 善心人士 二手衣物 1箱
周黃振明.周黃之妤. 襪子 5打 善心人士 凡士林保濕乳液600ml 6瓶
周黃慧璉.周黃馨誼 毛巾 5打 善心人士 二手衣物 1箱

濕巾 22包 楊仟曼 玩偶 1箱
衛生紙 3箱 善心人士 二手衣物 1箱
紙尿片 7包 吳芳慈 凡士林保濕乳液600ml 36瓶

瑞賢實業(股)公司 二手衣物 1箱 青山行善團 尿布 1箱
楊雯心 二手衣 1箱 自由路薑母鴨寒冬送暖 物資 1批
寶暉有限公司 娃娃 1箱 楊欣穎 二手衣物 1箱
黃瓊儀 玩偶 1箱 中華民國慈心慈善會 紙尿褲 50箱
善心人士 二手衣物 3箱 長興國小 發票 347張
香港精品 發票 154張 楊美玲 A4紙 1包
魏佩貞 二手衣物 4箱 娃娃 1箱
卓佩嬅 嬌生潤膚乳液500ml 6瓶 王秋津 娃娃 1箱
黎明國小 發票 47張 黃郁珺 二手衣物 1箱
黃惠青 玩偶 1箱 成和酒廠 米酒20公升 1桶
譚丹琪 玩偶 1箱 財團法人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 米粉 72包
朱雅翌 玩偶 1箱 麵 82包
瑞賢實業(股)公司 二手衣 1箱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資訊部 液晶瑩幕(二手) 5台
黃瓊儀 玩偶 2箱 千手網小林眼鏡 沐浴乳200ml 8瓶
楊忠達 衛生紙 1箱 簡易輕便割鬍刀 61支
蔡惠生 娃娃 1箱 超工呂小姐 二手衣物.保鮮盒.保溫瓶 1箱
柳家琪 娃娃 1箱 一群善心人士 抽取式衛生紙 9串
劉沛彤 娃娃 1箱 燈管 2箱
陳婉純 玩偶 1箱 安安紙尿褲m 8包
中油修護善意會 物資 1批 優美濕紙巾 2箱
朱先生 玩偶 1箱 看護墊 1包
楊書暐 玩偶 1箱 濕紙巾 9包
善心人士 潤膚乳 20支 白米 3包
美商福達電子(股)台灣分公司 娃娃 1箱 王通 人字拖 1箱
麟三定設計有限公司 台灣好風光郵摺 200份 許鎮蓮 凡士林保濕乳液400ml 8瓶
蘇小姐 二手衣物 2箱 世統國際有限公司 沐浴乳200ml 1瓶

運動鞋 1雙 燕麥片 23瓶
葉小姐 凡士林保濕乳液600ml 20瓶 衛生紙 25包
劉珮如 玩偶 1箱 白米2kg 3包
陳佩君 玩偶 1箱 朱冠綾 玩偶 3箱
善心人士 玩偶 1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