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稱 數量

1
財團法人臺中市

私立慈光圖書館
白米(1斗/包) 1,150 1月7日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04649號

■是

□否

統一-好勁道家常麵條(300g) 372

統一-肉燥麵-特大號(85g) 1,380

統一-大豆沙拉油(760ml) 120

統一-科學麵-原味(40g) 600

統一-四季釀造醬油(870ml) 72

統一-麥香奶茶(大)(300ml) 360

卡辣姆久歡樂分享包(100g*10包/箱) 99

卡極辣厚洋芋片(138g*6入/箱) 20

波的多洋芋片玫瑰風味(12g*40包/箱) 40

湖池屋卡辣海苔薯片(78g*10入/箱) 60

百慕達日式香辣(85g*10入/箱) 100

白米(2kg/包) 2,000

肉鬆(180g) 1,000

5
臺中市商業會

理事長 賴正庭
香腸禮盒 1 1月22日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13654號

■是

□否

6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汪大久 校長
鳳梨酥禮盒 3 1月23日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13655號

■是

□否

7 台中慈壽宮 白米(1.8kg/包) 330 1月28日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388304649號

■是

□否

8
小磨坊國際貿易

股份有限公司
泰式甜辣醬(1.2kg) 3,195 1月29日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11428號

■是

□否

9 香繼光股份有限公司 福樹金桔濃縮汁(2.5kg) 233 1月29日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13921號

■是

□否

10 久久津乳酪菓子手造坊 麥香牛嗄糖(250g) 200 1月30日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16106號

■是

□否

雪印奶粉A1(0-12月)(900g) 96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07258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07320號

感謝狀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28227號

收據編號捐贈用途編號 捐贈者名稱或姓名 捐贈日期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11 2月15日
金格金飾珠寶集團

吳中庸 董事長
食物銀行用

■是

□否

捐贈物資

                                108年1-6月份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接受捐贈物資明細表                                 108.07

4 1月18日
臺中市會計師公會

臺灣省會計師公會

3 1月14日
遠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 1月9日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

統一企業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指定用途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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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數量
收據編號捐贈用途編號 捐贈者名稱或姓名 捐贈日期

捐贈物資

                                108年1-6月份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接受捐贈物資明細表                                 108.07

指定用途

雪印奶粉T3(1歲以上)(900g) 24

星川壽司米(1.5kg) 15

原萃綠茶(580ml) 43

萬家香-香菇素蠔油(1200g) 5

台鹽-健康氟碘鹽(300g) 8

虎牌-炊粉(350g) 4

東和好媽媽茄汁鯖魚(230g) 10

原萃烏龍茶(580ml) 41

得意的一天-葵花油(1000ml) 5

麵筋(200g) 10

龍口冬粉(105g) 14

五本-細關東麵(375g) 11

ACE起司夾心餅(125g) 13

大茂-幼筍(350g) 120

大茂-黑瓜(170g) 120

大茂-菜心(375g) 120

萬味香-肉醬(140g) 120

紅鷹牌-紅燒鰻(100g) 120

紅鷹牌-茄汁鯖魚(220g) 120

DHC精製魚油(DHA)膠囊食品(90粒) 7

萊翠美超級魚油1000mg軟膠囊(60粒) 3

台酒生技深海魚油軟膠囊(60顆) 3

悠康-極意濃縮魚油DHA軟膠囊(90粒) 6

康心DHA德國頂級魚油軟膠囊(60粒) 6

BLACKMORES澳佳寶 百麗康美深海魚油(200顆) 2

SUNVITE孕婦專用加強型維生素+藻油DHA軟膠囊(60粒) 3

VITALPLUS微藻DHA植物膠囊(60粒) 4

惠氏S-26媽咪DHA藻油(60粒) 4

GNC健安喜 藻油DHA膠囊食品(60顆) 5

遠東生技 植物DHA膠囊食品(60顆) 8

義峰-雞蛋麵 2,000

維力-媽媽麵蛤蜊海鮮風味(80g*5入) 66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28227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23992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24015號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28227號

■是

□否
16 3月4日

金格金飾珠寶集團

吳中庸 董事長

15 2月22日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保護官室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28227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24201號

■是

□否

■是

□否

12 2月19日社團法人臺中市覺聖協會

11 2月15日
金格金飾珠寶集團

吳中庸 董事長

14 2月20日
金格金飾珠寶集團

吳中庸 董事長

13 2月19日社團法人臺中市覺聖宮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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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數量
收據編號捐贈用途編號 捐贈者名稱或姓名 捐贈日期

捐贈物資

                                108年1-6月份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接受捐贈物資明細表                                 108.07

指定用途

維力-大炒一番鐵板牛肉風味(58g*4入) 60

維力 大炒一番咖哩雞肉風味(85g*4入) 60

品冠-味丹享味食光-烤蝦風味湯麵(70g*5入) 60

味王-咖哩牛肉調理包(200g) 168

味王-咖哩雞肉調理包(200g) 168

味王-筍絲焢肉調理包(200g) 216

聯夏-拿坡里蕃茄肉醬調理包(120g) 264

聯夏-摩納哥海鮮調理包(120g) 264

白米 200

麵條 5

黑胡椒蝦洋芋片(100g) 10

卡辣姆久洋芋片(100g) 620

清爽梅子洋芋片(36g) 3000

百慕達玫瑰鹽(85g) 100

太平洋玉黍叔辣味(55g) 650

太平洋玉黍叔原味(55g) 240

台中農會-晶品米(2kg) 228

福壽-純芥花油(1.5公升) 114

味王-當歸藥膳湯麵(24包入) 114

天然屋-燕麥蘇打餅(276g) 114

日安-燕麥片(500g) 114

三風-營養麵條(3.6kg) 114

韓味不二海苔酥-蔬菜(45g) 3,000

軒閣鮮盒子-香菇雞湯(230g) 4,500

新東陽魚鬆(200g) 1,560

桂格優護成長配方(220ml*8入) 800

桂格養生全穀粉(黑芝麻)(600g) 1,200

統一-好勁道家常麵條(300g) 372

統一-肉燥麵-特大號(85g) 1,380

統一-大豆沙拉油(760ml) 120

統一-科學麵-原味(40g) 600

統一-四季釀造醬油(870ml) 72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免收據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30023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33427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40253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38114號
21 3月21日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

統一企業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是

□否

■是

□否

18 3月6日
遠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7 3月5日台中市救世功德會

20 3月20日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

19 3月12日台中重生堂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28227號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6 3月4日
金格金飾珠寶集團

吳中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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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數量
收據編號捐贈用途編號 捐贈者名稱或姓名 捐贈日期

捐贈物資

                                108年1-6月份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接受捐贈物資明細表                                 108.07

指定用途

統一-麥香奶茶(大)(300ml) 360

妙而舒頂級舒爽紙尿褲 M(86片) 30

妙而舒頂級舒爽紙尿褲 L(72片) 120

妙而舒頂級舒爽紙尿褲 XL(60片) 90

安怡長青高鈣奶粉(1500g) 90

心美力幼兒營養成長配方3號(900g) 252

中祥自然之顏紫菜蘇打乾量販包 (310g) 120

ACE原味蘇打餅乾(149g) 720

可口奶滋原味量販包(275g) 240

五木特級營養麵條經濟包(2000g) 200

隨緣鮮蔬百匯麵(80g*5包) 300

味味A肉骨茶麵(85g*5包) 200

味王調理包-筍絲叩肉(200g*3入) 200

大茂大土豆麵筋(170g*3) 540

大茂黑瓜(170g*3) 201

光泉低脂高鈣牛乳 (200ml*6入) 200

泰山八寶粥(375g*6入) 320

新東陽豬肉鬆(270g) 191

新東陽原味肉醬(160g*3) 40

廣達香素食香鬆(海苔芝麻)(150g) 200

全家便利商店 沙鹿正德店、正英店 麵包 35

全家便利商店 沙鹿金斗店 麵包 35

全家便利商店 台中國安一店 麵包 17

 全家便利商店 沙鹿大展店 麵包 24

全家便利商店 台中福鄰店 麵包 25

全家便利商店 台中豐盛店 麵包 50

全家便利商店 沙鹿英才店 麵包 117

鎮豪工程有限公司 麵包 1

林○喜 麵包 2

吳○芳 麵包 2

林○堉 麵包 1

何○凱 麵包 1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38114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40222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44291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44352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44355號

23 3月29日

■是

□否

■是

□否

22 3月29日

1.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2.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3.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4.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 華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8.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9.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21 3月21日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

統一企業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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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數量
收據編號捐贈用途編號 捐贈者名稱或姓名 捐贈日期

捐贈物資

                                108年1-6月份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接受捐贈物資明細表                                 108.07

指定用途

陳○州 麵包 30

郭○文 麵包 15

楊○媚 麵包 15

張○蓁 麵包 15

陳○愎 麵包 15

羅○倩 麵包 15

林○德 麵包 15

芷○ 麵包 15

張○尹 麵包 15

林○怡 麵包 2

謝○真 麵包 1

賴○君 麵包 1

林○瑜 麵包 1

莊○雅 麵包 1

龍○珍 麵包 4

張○欣 麵包 2

王○清 麵包 3

鄭○如 麵包 1

陳○慧 麵包 2

何○祺 麵包 1

巫○玉 麵包 2

陳○羽 麵包 1

戚○琴 麵包 1

白米(30公斤) 36

桂格3合1麥片-麥香原味(33g*10包) 40

聖誕老人-維他命麥精片(220g) 24

桂格-穀珍穀麥全餐(25g*12入) 12

桂格-穀珍杏仁蓮子燕麥(29g*12入) 12

桂格-核桃腰果燕麥(28g*12入) 12

桂格-穀珍松子杏仁核桃燕麥(30g*12入) 12

維他露P-汽水(250ml) 96

維他露-舒跑(250ml) 96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44291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44352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44355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51132號

24 4月8日菩蕯寺

23 3月29日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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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數量
收據編號捐贈用途編號 捐贈者名稱或姓名 捐贈日期

捐贈物資

                                108年1-6月份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接受捐贈物資明細表                                 108.07

指定用途

五木-香菇味拉麵(321g) 24

龍口-圍爐冬粉(300g) 36

正裕埔里水粉(380g) 80

五木-經濟包麵條(2kg) 8

永偉-鮮嫩玉米粒(340g) 96

青葉-土豆麵筋(170g) 48

日升-綠豆(200g) 48

青葉-特Q麵筋(170g) 48

福松-菜心(200g) 48

青葉-滷雪蓮子(170g) 72

青葉-金菇(150g) 72

丸莊-陳釀醬油(1000ml) 48

高慶泉-香菇素蠔油(1000ml) 48

桂格-得意的一天-五珍寶調和油(1.58L) 24

桂格-得意的一天-葵花油(1.58L) 24

Kaiwei-高山岩鹽(1kg) 47

桂格-大燕麥片(280g) 60

天然屋-特選胡椒亞麻仁蘇打餅(330g) 12

桂格-健康低糖3合1麥片(32.5g*10入) 40

台糖-二號砂糖(500g) 23

天然屋-特選燕麥芝麻蘇打餅(276g) 24

天然屋-黃金奇福胚芽量販包(32g*10入) 12

桂格-黑穀珍寶穀精(32g*12入) 12

桂格-大燕麥片(800g) 48

台糖-二號砂糖(1kg) 15

科克蘭礦泉水(500ml) 160

沖泡式漢方玫瑰茶 10

散裝黃豆 8

散裝紅豆 4

台灣風味春棗-海苔風味(385g) 12

大地穀萊寶-礦鹽野菜春棗(200g) 12

禾農有機-100%有機黑芝麻粉(450g) 6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51132號

24 4月8日菩蕯寺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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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數量
收據編號捐贈用途編號 捐贈者名稱或姓名 捐贈日期

捐贈物資

                                108年1-6月份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接受捐贈物資明細表                                 108.07

指定用途

有機廚房-天然紅薏仁粉(500g) 6

黑龍-黑豆蔭油膏(400ml) 24

清爽梅子洋芋片(6包/箱) 24

鹹蛋黃洋芋片(12包/箱) 4

甘藷片(10包/箱) 141

7倍真魷味(6包/箱) 8

玉米濃湯洋芋片(6包/箱) 16

FF極辛洋芋條(12包/箱) 1

隨手包清爽梅子(4盒/箱) 11

鹹酥餅(12包/箱) 32

真好辣(6包/箱) 4

26
財團法人臺中市

私立慈光圖書館
白米(1斗/包) 1,150 4月15日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48868號

■是

□否

27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芭樂(12公斤/箱，約30顆) 160 4月16日 食物銀行用 免收
■是

□否

曼格羅巧克力名店禮盒 12

巧克力華爾滋禮盒 25

原味堅果禮盒(470g) 27

巧克力樂章禮盒 32

巧克力圓舞曲禮盒 36

製餅家綜合西點禮盒(A) 43

午茶芭蕾禮盒 58

蛋捲烘焙坊禮盒 89

新英式烘焙坊禮盒 91

綜合堅果禮盒(493g) 94

花旗烘焙家禮盒 97

艾菲爾巧克力名店禮盒 103

健康原味堅果禮盒(458g) 111

蛋捲綜合禮盒 118

金強2號奶粉(900g) 120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49674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51132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49005號
29 4月18日台灣雪印股份有限公司

■是

□否

■是

□否

24 4月8日菩蕯寺

28 4月18日
台灣聯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收據：瑞盟行銷(股)公司

25 4月11日
遠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48904號

(作廢)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54942號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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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數量
收據編號捐贈用途編號 捐贈者名稱或姓名 捐贈日期

捐贈物資

                                108年1-6月份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接受捐贈物資明細表                                 108.07

指定用途

金強3號奶粉(900g) 12

白米 200

麵條 10

31 今口香調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義大利麵條(5kg) 258 4月23日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50834號

■是

□否

32 慈明寺 供品 100 4月25日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52025號

■是

□否

古邁茶葉組禮盒 9

古邁茶包組禮盒 7

蜂蜜禮盒 14

34 保證責任臺中市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 中都豆奶(200ml) 2400 5月14日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57809號

■是

□否
克寧奶粉(1.35kg) 1

豐力富-全家高鈣奶粉(1.6kg) 29

田穗-蓬萊白米(2kg) 150

青葉-魯肉飯料(110g) 120

好媽媽-鮮撈鮪魚(150g) 60

遠洋牌-豆豉紅燒鰻(100g) 120

大茂-幼筍-小(170g) 60

大茂-黑瓜(170g) 60

台糖-茄汁鯖魚(黃罐)(220g) 60

青葉-麵筋(200g) 60

飯友-珍菇(150g) 60

滿意寶寶-瞬潔乾爽嬰兒紙尿褲S(76片) 20

活潑寶寶-巧薄紙尿褲M(54片) 20

活潑寶寶-巧薄紙尿褲L(46片) 40

活潑寶寶-巧薄紙尿褲XL(40片) 40

尿布-S(1片/包) 111

尿布-M(1片/包) 81

尿布-L(1片/包) 120

濕紙巾 48

防蚊液 72

■是

□否

■是

□否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免收據

免收據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65197號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65192號
36 5月23日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保健科

35 5月21日
金格金飾珠寶集團

吳中庸 董事長

33 5月9日臺中市政府秘書處總務科

■是

□否

■是

□否

30 4月22日社團法人台中市救世功德會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49005號
29 4月18日台灣雪印股份有限公司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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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數量
收據編號捐贈用途編號 捐贈者名稱或姓名 捐贈日期

捐贈物資

                                108年1-6月份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接受捐贈物資明細表                                 108.07

指定用途

虎牌-炊粉(350g) 20

龍口-冬粉(90g) 17

牛頭牌-甜玉米粒(340g) 6

萬家香-香菇素蠔油(1,200g) 6

台鹽-健康氟碘鹽(300g) 2

青葉-麵筋(200g) 21

好媽媽-蕃茄汁鯖魚(230g) 30

三好米-星川壽司米(1.5kg) 31

白米 400

麵條 20

白米 200

麵條 10

野菜園芋頭片(230g) 54

OPEN海苔鹽薯片(78g) 140

波的多-鹽之花+蚵仔煎(100g) 228

湖池屋-卡辣姆久薯條-極辛(64g) 420

湖池屋-海苔鹽薯條(64g) 24

玉米濃湯薯片(150g) 216

蚵仔煎香辣片(162g) 18

波的多-洋芋片-酸奶洋蔥口味(153g) 168

42 財團法人一貫道崇正基金會 愛心粽 1000 6月5日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70230號

■是

□否

43
小磨坊國際貿易

股份有限公司
泰式甜辣醬(1.2kg) 888 6月11日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71507號

■是

□否
白米 600

關廟麵 30

來復易-輕薄安心活力褲M號(18片) 12

來復易-輕薄安心活力褲L號(16片) 30

妙而舒頂級舒爽紙尿褲 S(78片) 20

妙而舒頂級舒爽紙尿褲 M(86片) 60

妙而舒頂級舒爽紙尿褲 L(72片) 60

妙而舒頂級舒爽紙尿褲 XL(60片) 60

安怡長青高鈣奶粉(1500g) 60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70151號

免收據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68098號

免收據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73574號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70153號

41 6月3日
遠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0
6月3日救世功德會

45 6月17日

1.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2.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3.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4.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 華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8.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9.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44 6月17日救世功德會

37 5月27日社團法人臺中市覺聖協會

免收據39 5月28日救世功德會

38 5月27日社團法人臺中市覺聖宮

第 9 頁



名稱 數量
收據編號捐贈用途編號 捐贈者名稱或姓名 捐贈日期

捐贈物資

                                108年1-6月份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接受捐贈物資明細表                                 108.07

指定用途

美祿巧克力麥芽飲品鐵罐裝(1.5kg) 200

心美力幼兒營養成長配方3號(900g) 150

桂格成長奶粉三益菌配方(1.5kg) 40

桂格三合一麥片--麥香原味(33g*10入) 200

中祥自然之顏紫菜蘇打乾量販包 (310g) 120

隨緣鮮蔬百匯麵(80g*5包/袋) 200

味味A肉骨茶麵(85g*5包/袋) 300

味王調理包-紅燒牛腩(200g*3入) 500

味王調理包-筍絲叩肉(200g*3入) 500

馬玉山山藥五穀粥(35g*12入) 560

大茂大土豆麵筋(170g*3入) 300

同榮漁港蕃茄汁鯖魚紅罐(230g*3入) 240

泰山八寶粥(375g*6入) 120

綠巨人天然特甜玉米粒(340g*3入) 100

廣達香素食香鬆(海苔芝麻)(150g) 100

46 何○綉 白米(5kg/包) 10 6月19日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74742號

■是

□否

■是

□否
食物銀行用

中市社助字

第1080073574號
45 6月17日

1.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2.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3.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4.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 華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8.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9.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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