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7年度捐贈明細表 

捐贈日期 捐贈姓名 品項/數量 

2008/1/11 邱明華 捐書籍37本 

2008/1/11 黃文檸 捐書籍10本.光碟10片 

2008/1/15 徐祥峰 捐書籍38本.光碟26片 

2008/1/15 徐英睿 捐書籍38本.光碟26片 

2008/1/16 徐秀娥 捐書籍22本.光碟3片.錄音帶87片 

2008/1/17 江玉蘭 捐贈書籍9本 

2008/1/18 周惠智 捐贈書籍1本 

2008/1/18 洪秀美 捐贈書籍39本 

2008/1/18 彭俊傑 捐贈書籍45本..錄音帶10捲 

2008/1/22 陳惠珠 捐贈書籍40本 

2008/1/23 齊威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捐有聲書5套(光碟20片) 

2008/1/28 陳小玲 捐書籍51本..錄音帶4捲 

2008/1/28 李映慧 捐書籍47本 

2008/1/28 魏紫因、魏紫如 捐書籍25本 

2008/1/30 歐陽富 捐書籍89本 

2008/1/30 黃慧玲 捐書籍13本 

2008/1/31 張詔臻 捐書籍155本.光碟100片.錄音帶76.教具4 

2008/1/31 余宗懿 捐書籍4本 

2008/2/2 李琇敏 捐書籍11本 

2008/2/12 鍾素菁 捐書籍54本.光碟3片.錄音帶4 

2008/2/12 黃邦定 捐書籍20本.光碟40片 

2008/2/12 羅玉儀 捐書籍4本 

2008/2/12 陳隆勝 (鴻全衡器科技有限公司) 捐書籍164本.光碟20片.錄音帶5 

2008/2/26 張家芳 贈書籍5本 

2008/2/29 吳美誼 .郁中環保清潔科技有限公司  電熱器一台 

2008/3/3 張春蘭 贈書籍28本 

2008/3/10 洪淑芬 贈書籍30本.光碟2片.文具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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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11 許玲華 捐書籍17本 

2008/4/30 王力麒 捐書籍33本 

2008/5/2 財團法人國際財商發展教育基金會 理財實體有聲書(含 CD)1000本及音源開放數量2000筆 

2008/5/13 張雅惠 捐書籍5本 

2008/9/8 豐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捐書籍25本 CD50片   

2008/12/10 威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捐贈隨身碟4G:4支.2G:4支.1G:4支.512MB:10支 

2008/12/12 奕瑞科技有限公司 捐贈 KAV 防毒軟體50套10/13收到 

2008/12/12 欣亞數位3C 捐贈隨身碟1G:10支.2G:10支.滑鼠墊:3個12/12收到 

2008/12/20 威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捐贈隨身碟512MB:13支 

2008/12/12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捐書籍25本每種4套.共100本 

 

 

 

 

 

 

 

 

 

 

 

 

 

 

 

 

 

 

 

 

 

 

 

 

 

 



98年度捐贈明細表 

收據日期 姓名行號 備註 

2009/1/9 迅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捐贈20組奇多全能小天才超值組 

2009/1/9 丁金樹 捐贈1組奇多全能小天才超值組 

2009/3/13 林心琪 捐贈「Canon Mx318彩色噴墨多功能事務機」一台 

2009/3/19 光益農化工廠有限公司 捐贈竹醋皂＋醋炭皂各100個 

2009/4/2 楊貴逢 中古光陽機車125一台 

2009/5/12 鈦生利企業有限公司 手工皂 *304.皂球 *38 

2009/6/10 正六香有限公司 奧莉塔特級橄欖油10ml 試用包*500 

2009/6/10 生基生技有限公司 能量元素試用包*500 

2009/6/18 蔡炳奇 電腦主機八部、光碟機10台、及相關線路   

2009/6/22 吳蕙瓊 串珠手工藝品*30組 

2009/6/30 吳蕙瓊 串珠手工藝品*30組 

2009/8/26 吳蕙瓊 串珠手工藝品*30組 

2009/9/28 科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攜帶式擴視機（Olympia）* 5台 

2009/10/23 王識謀 
桌上型擴視機（VS-3000）一台、 

電腦螢幕（AG Neovo 17吋）一台 

2009/11/3 吳蕙瓊 捐贈串珠手工藝品*26組 

2009/11/11 陳榮祥 手腕型血壓計*2 

2009/11/13 愛盲之友 全家禮券1600元 

2009/11/23 奕瑞科技有限公司 贈 KAV2009 防毒軟體*100套 

2009/11/23 中華電信基金會 贈隨身碟4G*30支 

2009/11/23 威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贈隨身碟1G*10支 

2009/11/23 網際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贈文字 mp3 v3*2套 

2009/11/24 李漢堂 贈百鹿圖古畫郵票 

2009/12/7 無名氏-捐物 華碩電腦主機1台.華碩19吋電腦螢幕1台 . 鍵盤.滑鼠.喇叭 

2009/12/10 心樂股份有限公司 贈強樂專家營養粉24盒 

2009/12/14 吳蕙瓊 串珠手工藝品*32組 

2009/12/29 蔡美雲 捐家樂福提貨券$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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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日期 姓名行號 備註 

2009/11/13 愛盲之友 全家禮券1600元 

2009/12/14 吳蕙瓊 贈串珠愛心手工藝品*32組 

2010/1/5 黃靜枝 贈家樂福提貨券$2000元 

2010/1/22 陳紫雲 捐贈郵票3.5元*32張 

2010/1/29 吳蕙瓊 贈串珠愛心手工藝品*22組.中國結*20組 

2010/2/4 陳詩螢 贈二手電腦主機一台 

2010/2/10 三和傑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贈多功能手套義賣品共12組 

2010/2/10 施黃惠如 贈攜帶型擴視機(SV Sense View)*1 

2010/2/23 無名氏-捐物 贈大潤發提貨券$5,000元 

2010/3/2 愛盲之友 贈全家便利商店$600元禮券 

2010/3/9 財團法人全聯蔡慶祥基金會 贈全聯禮券金額$2,800 

2010/4/23 無名氏-捐物 捐贈郵票100元*20張 

2010/5/12 心樂股份有限公司 贈市價$2188強樂營養粉共50包 

2010/7/31 愛盲之友-捐郵票 捐贈郵票25元*4張,12元*8張,5元*64張 

2010/7/31 洽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捐贈毛巾*200條   

2010/8/31 黃品諭 
捐1.粉紅豹冷水壺.2.萬泰銀行茶杯組.3.瓷盤組6入1組.4.LA 多功

能咖啡機. 

2010/8/31 黃品諭 捐1.達欣果汁機.2.台新銀行對杯.3.果菜調理機.4.丹尼沙拉碗5入  

2010/8/31 黃品諭 捐1.國泰銀行茶杯組.2.人間文教基金會湯碗.3.果粒榨汁機  

2010/10/31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

會 
贈全聯禮券100元*15張 

2010/11/30 台灣紐巴倫股份有限公司 贈衣服: 250件(市價:金額 $220,000) 

2010/11/30 
愛爾蘭商金士頓數位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Kingston DataTraveler 101 G2 2GB 隨身碟*30pcs 

2010/11/30 
愛爾蘭商金士頓數位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Kingston DataTraveler 100 G2 4GB 隨身碟*20pcs 

2010/11/30 
中華電信基金會 

隨身碟4G 

2010/11/30 
威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隨身碟2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