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109 年度 10-12 月受贈物資清冊
序號

日期

捐助單位

捐助明細
好勁道家常麵條-55 箱

1

財團法人台灣省
私立統一企業社
109.10.07
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肉燥泡麵(特)-70 箱
統一沙拉油-15 箱
統一四季非基因醬油-8 箱
麥香奶茶-22 箱
科學麵-24 箱

2

109.11.09 楊明坤

桂格奇亞籽麥片-2 包
料理包-5 包
白米(1.5 公斤)-4 包
愛之味鮪魚罐頭(3 入一組)-2 組

3

109.12.04 柳玫妏

維力炸醬麵-100 箱
卡迪那全天然洋芋片鹽味*5 包、薯片先生(洋蔥味)*11 罐、薯
片先生(原味) 12 罐、原味巡禮菜脯炳 17 包、盛香珍濃厚芋
頭牛奶巧克酥 22 包、盛香珍濃厚檸檬巧克酥 12 包、、盛香珍
濃厚雙味巧克酥(花生+巧克力)22 包、茱莉絲蘇打餅-奶油 12
包、馬玉山紅豆紫米堅果飲 20 包、馬玉山薏仁燕麥堅果飲 12
袋、馬玉山黑芝麻紫米堅果飲 12 袋、馬玉山高纖山藥多穀粥
12 箱、馬玉山山藥黑芝麻糊 12 袋、家樂福奶油派 12 盒、家
樂福杏仁派 7 盒、家樂福葡萄派 13 盒、家樂福牛奶脆捲 14
盒、家樂福巧克力捲 14 盒、家樂福芝麻香鬆奶酥 21 盒、虎印
炊粉 22 包、家樂福油麵 42 包、五木營養麵條 32 包、馬玉山

4

109.12.04 林來于

山藥五穀粥 32 包、馬玉山薏仁燕麥堅果飲 10 袋、馬玉山紅豆
紫米堅果飲 20 包、家樂福椰子香鬆奶酥 13 盒、家樂福巧克力
香鬆奶酥 12 盒、家樂福綜合香鬆奶酥 15 盒、維力媽媽拉麵
18 袋、神氣包-野菜園 22 袋、神氣包-玉黍叔 32 袋、萬歲牌
燕麥堅果-杏仁蓮子 5 袋、萬歲牌元氣什穀堅果飲-松子 12 袋、
萬歲牌燕麥堅果-核桃紅豆 12 袋、萬歲牌燕麥堅果-堅果纖蔬
12 袋、萬歲牌元氣什穀堅果飲-杏仁 12 袋、馬玉山亞麻籽堅
果紅豆飲 10 袋、馬玉山黑芝麻糊 12 袋、桂格三合一麥片-麥
香原味 15 盒、萬歲牌燕麥堅果飲海苔昆布燕麥 12 袋、桂格北
海道鮮奶燕麥片-鮮奶茶 12 袋、桂格北海道鮮奶燕麥片-臻果
可可 9 袋、五木麵大師和風麵條 31 包、五木麵大師蘭州拉麵
31 包、晶晶果凍條 20 包、盛香珍濃厚檸檬巧克酥 10 包、Yu-ki
檸檬夾心餅 10 盒、家樂福蔬菜酥打 10 包、家樂福紫菜蘇打
10 包、日正長壽麵線 22 包、桂格北海道鮮奶麥片-特濃鮮奶
16 袋、桂格五麥穀珍-松子核桃 1 袋、農新洋蔥圈(辣味) 7
包、好勁道-月見雞蛋麵 18 包、品客洋蔥口味洋芋片 10 瓶、
樂事洋芋片分享包-海苔壽司 17 盒、樂事雞汁分享包芋片 21
盒、Yu-ki 起司夾心餅 10 盒、Yu-ki 巧克力夾心餅 10 盒、農
心洋蔥圈(原味)10 包、乖乖迷尼組合包 14 包、自然之顏安地

斯山藜麥蘇打餅 12 包、自然之顏多穀物加鈣蘇打餅 8 包、好
勁道-千羽拉麵 7 包、馬玉山亞麻籽堅果杏仁飲 18 袋、義美天
然取向蘇打餅乾(蔬菜)11 包、義美天然取向蘇打餅乾(鮮
蔥)17 包、五木麵大師雲絲細 25 包、原味巡禮芝麻巧果 7 包、
桂格三合一麥片(健康低糖)10 盒、晶晶維纖果凍 5 包、家樂
福營養麵條 5 包、

5

109.12.18 楊明坤

桂格堅果穀多多-2 包
白米(1.5 公斤)-4 包
味王咖哩雞肉料理包-2 盒
味王紅咖哩雞肉料理包-2 盒
味王筍絲控肉料理包-2 盒
109 年第四季(10-12 月)物資一批
來復易防漏安心紙尿褲 M*42 包、來復易防漏安心紙尿褲 L*33
包、康乃馨成人紙尿褲經濟型 L-XL*22 包、康乃馨成人替換式
尿片*39 包、來復易輕薄安心活力褲 L*12 包、妙而舒頂級舒
爽紙尿褲 S*4 包、妙而舒頂級舒爽紙尿褲 M*10 包、妙而舒頂

6

級舒爽紙尿褲 L*54 包、妙而舒頂級舒爽紙尿褲 XL*9 包、妙而
舒妙兒褲 XXL*5 包、安怡長青高鈣奶粉*5 罐、安怡關鍵高鈣
奶粉*6 罐、三多奶蛋白 P-93*44 罐、桂格完膳營養素含纖原
味*14 組、桂格完膳營養素原味無糖*20 組、葡勝納三重強護
糖尿病適用粉狀配方*10 罐、桂格完膳營養素 50 鉻*6 組、亞
培心美力嬰兒奶粉 1 號(0-1 歲)*10 罐、亞培心美力成長奶粉
3 號(1-3 歲)*10 罐、克寧 100%天然即溶奶粉*7 罐、桂格三合
臺灣期貨交易所
一麥片麥香原味*13 袋、中祥自然之顏紫菜量販包*77 包、
股份有限公司等
109.12.21
CROWN 原味營養餅*75 包、可口奶滋原味量販包*80 包、掬水
6 家金融單位聯
軒營養口糧*8 包、三好台灣壽司米*23 包、五木營養麵條經濟
合捐贈
包*35 包、味丹隨緣鮮蔬百匯包麵*50 包、味味Ａ肉骨茶袋麵
*80 包、味王調理包紅燒牛腩*143 盒、味王調理包筍絲焢肉
*145 盒、味王調理包咖哩雞肉*141 盒、桂格免浸泡五穀飯*20
包、康寶濃湯自然原味金黃玉米*80 組、馬玉山山藥五穀粥*2
袋、大茂大土豆麵筋*81 組、大茂大黑瓜*51 組、光泉低脂高
鈣牛乳*33 組、光泉薏仁糙米漿*16 組、義美古早傳統豆奶*32
組、同榮鯖魚紅標*123 組、同榮水煮鮪魚(煙仔虎)*139 組、
泰山八寶粥*34 組、新東陽精緻豬肉鬆*77 罐、新東陽原味肉
醬*106 組、綠巨人天然特甜玉米粒*70 組、廣達香素食香鬆海苔芝麻*38 罐、五月花新柔韌抽取式*65 袋、五月花平版衛
生紙*10 袋、康乃馨 HIWATER 水濕巾*59 組、刷樂纖柔潔白牙
刷*15 組、黑人全亮白多效護理牙膏*10 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