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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善牧。愛心捐物（2020 年 8月 4日更新） 

 

善牧基金會現有 43個服務據點，包含兒少中途之家、嬰兒之家、單親與收出養服務、新移民與原住

民家庭服務中心、婦幼保護、中輟學園等，這些單位急需要社會大眾伸出援手。我們非常歡迎您的熱

心捐贈，別小看一個用不到的物資，只要是您的愛心，都能發揮相當大的作用！ 

★溫馨提醒★ 

捐物可開立捐物收據。 

本會無收二手衣物鞋以及布偶。 

※庇護型家園需求物資，請配送至善牧總會，我們會將物品分配至各家園 

善牧總會物資組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02)2381-5402 分機 201 張小姐 

聯絡地址：10041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 2號 6 樓 606室 

E-mail：ccherry@goodshepherd.org.tw 

 

※其他各單位需求物資，請直接配送至各單位 

各單位聯絡方式：https://bit.ly/2xpPQTg 

●以下是我們庇護型家園與各單位近期的物資需求清單： 

 

（1） 原住民家庭服務： 

服務中心：善牧基金會-瑞穗中心 

聯絡人：陳玉蘭 

聯絡電話：038870006分機 14 

聯絡地址：97843花蓮縣瑞穗鄉溫泉路一段 64號 

序號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餅乾 
建議保存期限達 6個月以上 

不限廠牌 
各 10包 

2 洗髮乳/香皂 不限廠牌(包裝需標示有效期) 
各 20瓶 

/個 

3 
吉他.鈴鼓.各種打擊樂器

等 
二手的可接受，但要可使用為主 各 10件 

4 泡麵、海苔、麵條 建議保存期限達 6個月以上 各 1箱 

5 沙拉油 不限廠牌 4箱 

6 檢驗手套 尺寸:M.L.XL 各 5盒 

mailto:ccherry@goodshepherd.org.tw
http://www.goodshepherd.org.tw/chtw/%E8%AA%8D%E8%AD%98%E5%96%84%E7%89%A7/%E5%90%84%E5%96%AE%E4%BD%8D%E8%81%AF%E7%B5%A1%E6%96%B9%E5%BC%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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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濕紙巾(小) 不限廠牌 2箱 

8 尿片 
限黏貼型紙尿片 

尺寸:M 
各 5箱 

 ★親愛的善心人士，謝謝您的善心，如您需要捐贈證明，請務必留下寄件者住址/電話/姓名，或者

公司統一編號，利服務中心郵寄捐贈證明~謝謝配合!! 

                                       祝福您~平安喜樂 

 

 

（2） 兒童少年服務： 

各區兒少服務的庇護安置單位－總會代為寄收 

聯絡人：張小姐 

聯絡電話：（02）2381-5402#201 

聯絡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 2號 6樓 606室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3C用品-筆電(新的) 筆記型電腦 一台 

2 生活用品-除塵紙 除塵紙 乙批 

3 生活用品-濕拖巾 濕拖巾 長期需求 

4 生活用品-椰子床墊(單人) 椰子床墊(單人) 10床 

5 生活用品-雨衣.雨傘 雨衣.雨傘(摺疊傘) 二十件.二十支 

6 生活用品-洗髮精 去屑洗髮精.一般洗髮精 10罐 

7 生活用品-成人拖鞋 大少女的拖鞋 二十雙 

服務中心：玉里中心 

聯絡人：王憶琦 

聯絡電話：03-885-1705分機 12 

聯絡地址：981花蓮縣玉里鎮松浦里 18鄰萬麗 62號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沙拉油 不限廠牌(案家用) 不限 

2 洗碗精 不限廠牌(案家用) 不限 

3 台鹽鹽巴 

(案家用) 

不限 

5 4.2Kg洗衣粉 不限廠牌(案家用) 4箱 

6 桌遊 不限類型(活動用)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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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活用品-兒童口罩 兒童口罩 10盒(50入) 

9 生活用品成人口罩 成人口罩 5盒(50入) 

10 生活用品-單人床包組 單人床包組 10組 

11 
生活用品-不繡鋼單排 8 夾

曬襪架 
不繡鋼單排 8 夾曬襪架 10組 

12 保健食品-益生菌 益生菌 5罐 

13 保健食品-維他命 C 維他命 C 5罐 

14 保健食品-B群 B群 5罐 

15 清潔用品-垃圾袋 特大白垃圾袋、大、中、小 乙批 

16 清潔用品-洗碗精 洗碗精 一批 

17 清潔用品-餐巾紙 廚房用餐巾紙-捲桶 兩箱 

18 油品-食用油 炒菜用油 乙批 

19 蔥油餅/蛋餅 

提供每天烹煮時使用，供兒童早餐或

是假日時間食用。因在家園自己煮

餐，故使用需求量大 

乙批(因為消耗品，故

需求數量估乙批) 

20 沙拉油 
提供每天烹煮時使用，因在家園自己

煮餐，故使用需求量大 

乙批(因為消耗品，故

需求數量估乙批) 

21 食材 
米及麵條。 

供少女及兒童午餐、晚餐食用。 

乙批(因為消耗品，故

需求數量估乙批) 

22 飲料原料 

檸檬原汁、冬瓜塊(原汁)、紅茶包

等。 

供少女煮午餐、晚餐飲用，保存期限

三個月以上。 

乙批(因為消耗品，故

需求數量估乙批) 

23 醬料調味品 

香油、烏醋、番茄醬、二砂糖、黑胡

椒粉、白胡椒粉、米酒。 

供少女煮餐調味食用，保存期限三個

月以上。 

乙批(因為消耗品，故

需求數量估乙批) 

24 罐頭食品 

鮪魚罐頭、玉米粒罐頭、玉米醬罐

頭、肉鬆、麵筋。 

供少女煮餐及點心使用。 

乙批(因為消耗品，故

需求數量估乙批) 

25 冷凍食品 

香腸、蘿蔔糕、蔥油餅、蛋餅、水餃、

冷凍肉片、火鍋料…等冷凍食品皆

可。 

供少女煮餐及點心使用。 

乙批(因為消耗品，故

需求數量估乙批) 

26 日常生活用品 
毛巾、牙膏、膠棉拖把。 

供少女生活中使用。 

乙批(因為消耗品，故

需求數量估乙批) 

27 廚房用品 

洗碗精、廚房紙巾、抹布、海綿菜瓜

布、透明大垃圾袋(76*92cm)、小垃

圾袋(50*43cm)。 

乙批(因為消耗品，故

需求數量估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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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少女生活中使用。 

28 醫療用品 
生理食鹽水(500ml)、OK繃。 

供少女預防疾病用。 

乙批(因為消耗品，故

需求數量估乙批) 

29 文具用品 

PLUS 智慧型滾輪修正帶-綠色 

 

供少女課業使用。 

10個 

30  

PLUS 智慧型滾輪修正內帶-綠色 

 
供少女課業使用。 

2盒 

31  

3M 可再貼利貼便條紙(75mm x 75mm) 

654系列 

 
供少女課業使用。 

10本 

32  
剪刀。 

供少女課程、美勞使用。 
10把 

33 雨傘 
直立傘、摺疊傘…皆可。 

供少女雨天使用。 
10把 

34 單人寢具組 
枕套+被套+床包組。 

供少女寢具更換。 
12組 

35 粉彩筆 
全新或二手還可堪用，不分顏色，年

限需一年以上。 
不拘 

36 垃圾袋 不分大小、顏色。 10捆 

37 洗面乳 不分廠牌、肌膚，全新即可。 1箱 

38 水彩筆顏料 
全新或二手還可堪用，不分顏色，年

限需一年以上。 
10盒 

39 沖泡飲 
三合一咖啡、奶茶、拿鐵、可可。保

存期限約 6個月以上。 
3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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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浴巾或毛巾 不限尺寸。 5打 

41 襪子 不限尺寸。 3打 

42 牙膏 不限廠牌、容量。保存期限一年以上 1箱 

43 
洗面乳 

不限廠牌、容量。保存期限 6個月以

上 
30條 

44 
潤髮乳 

不限廠牌、容量。補充包可接受。保

存期限 6個月以上 
10瓶 

45 電池 不限廠牌、規格、種類。 100顆 

46 
垃圾袋 不限尺寸。 40條 

47 
日曆筆記本 

限 2020年版本，不限尺寸、顏色、

圖案。 
50本 

48 罐頭食品 不限口味，年限需 1年以上。 20罐 

49 南北雜貨 不限 20包 

50 漬類食品 不限 20罐 

51 
成人口罩 

醫用口罩、活性碳口罩，不限顏色、

廠牌。 
300張 

 

 

服務中心：德心之家 

聯絡人：張小姐 

聯絡電話：（02）2381-5402#201 

聯絡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 2 號 6 樓 606 室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飲料原料 
檸檬原汁、冬瓜塊(原汁)、紅茶包等。 

供少女煮午餐、晚餐飲用，保存期限三個月以上。 

乙批(因為消耗品，

故需求數量估乙批) 

2 醬料調味品 

沙拉油、香菇素蠔油、香油、番茄醬、二砂糖、黑胡

椒粉、白胡椒粉、咖哩塊、巧克力醬、果醬。 

供少女煮餐調味食用，保存期限三個月以上。 

乙批(因為消耗品，

故需求數量估乙批) 

3 罐頭食品 
鮪魚罐頭、玉米罐頭、玉米醬罐頭、肉鬆、蔭瓜罐頭。 

供少女煮餐及點心使用。 

乙批(因為消耗品，

故需求數量估乙批) 

4 冷凍食品 

香腸、蘿蔔糕、蔥油餅、水餃、冷凍肉片、火鍋料…

等冷凍食品皆可。 

供少女煮餐及點心使用。 

乙批(因為消耗品，

故需求數量估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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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飲料 
鋁箔包或易開罐、保久乳、茶類、果汁等等。 

供少女早餐及點心飲用，保存期限三個月以上。 

乙批(因為消耗品，

故需求數量估乙批) 

6 日常生活用品 

抽取式衛生紙、洗衣精、洗髮精、膠棉拖把、洗衣刷、

手機充電頭。 

供少女生活中使用。 

乙批(因為消耗品，

故需求數量估乙批) 

7 廚房用品 

廚房紙巾、抹布、海綿菜瓜布、透明大垃圾袋(尺寸

至少 76*92cm)、小垃圾袋(尺寸至少 50*43cm)。 

供少女生活中使用。 

乙批(因為消耗品，

故需求數量估乙批) 

8 醫療用品 
生理食鹽水(500ml/罐)、OK 繃、曼秀雷敦。 

供少女預防疾病用。 

乙批(因為消耗品，

故需求數量估乙批) 

9 文具用品 

3M 可再貼利貼便條紙(75mm x 75mm) 654系列 

 
供少女課業使用。 

10本 

PLUS 智慧型滾輪修正內帶-綠色 

 
供少女課業使用。 

2盒 

口紅膠、保麗龍膠。 

供少女課程、美勞使用。 
各 8個 

10 單人寢具組 
枕套+被套+床包。 

供少女寢具更換。 
4組 

11 電子辭典 

供少女英文課業使用。 

 

參考網址：https://reurl.cc/ar4v6X 

1台 

12 護貝機 供少女保存文件使用。 1台 

https://reurl.cc/ar4v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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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址：https://reurl.cc/D9ov9e 

 

德心之家以下物資，由新竹小羊之家代收 

服務中心：新竹小羊之家 

聯絡人：江社工 

聯絡電話：0911-848-683 

聯絡地址：新竹市中山路 319 巷一號 3樓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大摺疊桌 

因家園少女人數較多，需要較大面積的桌面，供少女

讀書、寫作業及課程教學使用。 

 

參考網址：https://ppt.cc/fNQMvx 

1張 

2 鞋櫃 
供少女收納鞋子。 

因家園限制，期待大型物資可協助運送。 

12門*1座 

6門*1座 

https://reurl.cc/D9ov9e
https://ppt.cc/fNQM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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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址： 

1. https://ppt.cc/fbLx2x  (12門) 

2. https://ppt.cc/fq0Ipx  (6門) 

3 有鎖鐵櫃 

供少女放置私人貴重物品。 

因家園限制，期待大型物資可協助運送。 

 

參考網址：https://ppt.cc/feUqVx  

粉紅色撥碼鎖鐵櫃 

4門*3座 

4 護貝機 供少女保存文件使用。 1台 

https://ppt.cc/fbLx2x
https://ppt.cc/fq0Ipx
https://ppt.cc/feUq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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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址：https://reurl.cc/D9ov9e 

5 電子辭典 

供少女英文課業使用。 

 

參考網址：https://reurl.cc/ar4v6X 

1台 

6 脫水機 

供少女將潮濕衣物脫水。 

因家園限制，期待大型物資可協助運送。 

 

參考網址：https://reurl.cc/qd0mD3 

1台 

7 14吋立扇 供少女夏天使用。 2台 

https://reurl.cc/D9ov9e
https://reurl.cc/ar4v6X
https://reurl.cc/qd0m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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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rxE56E 

 

 

服務中心：新竹小羊之家 

聯絡人：阿椪 

聯絡電話：03-522-0818 

聯絡地址：新竹市中山路 319 巷 1號 3樓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電鍍四層架 

全新、二手皆可。 

提供物資收納使用，創造整潔環境。 

https://reurl.cc/NjR9Re 

 

2組 

https://reurl.cc/rxE56E
https://reurl.cc/NjR9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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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鍍三層架 

全新、二手皆可。 

提供物資收納使 用，創造整

潔環境。 

 

因環境限制，規格條 件如下： 

深度 45~50cm 

寬度 45cm 

高度 90~110cm 

圖片規格：45X45X90cm 

https://reurl.cc/9Epand 

1組 

3 成人室內拖鞋（塑料） 

全新，廠牌不拘。提供 個案使用，

讓個案穿乾淨、好清潔 之拖鞋。 
15雙 

4 收納夾層 

全新、二手皆可。高度為 8 層，長度在

50公分內即可。 

提供物資收納使用，創造整 潔環境。 

 

參考網頁：

https://shopee.tw/product/5627277/7711486636?smt

t=0.0.9 

1組 

5 
美強生 A+優生媽媽奶

粉 

全新，提供個案使 用。 

1罐 

6 手機攝影腳架 

全新或二手皆可，廠 牌不拘。舉辦

課程、活動紀錄使 用。 

1組 

https://reurl.cc/9Epand
https://shopee.tw/product/5627277/7711486636?smtt=0.0.9
https://shopee.tw/product/5627277/7711486636?smtt=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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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和室椅 

全新或二手皆可，廠牌不拘。舉辦課程、活動時，提供

個案使用。 

 

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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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德蓓之家（庇護安置） 

聯絡人：張小姐 

聯絡電話：（02）2381-5402#201 

聯絡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 2號 6 樓 606室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洗髮精 兒童為清潔使用 乙批(因為消耗品，故需

服務中心：德幼之家（庇護安置） 

聯絡人：張小姐 

聯絡電話：（02）2381-5402#201 

聯絡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 2號 6樓 606室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3C用品-筆電(新的) 筆記型電腦 一台 

2 3C用品-外接式喇叭 外接式喇叭 3組 

3 生活用品-衛生紙 抽取式衛生紙 兩箱 

4 生活用品-除塵紙 除塵紙 乙批 

5 生活用品-濕拖巾 濕拖巾 長期需求 

6 
生活用品-椰子床墊(單

人) 
椰子床墊(單人) 10床 

7 生活用品-兩件式雨衣. 兩件式雨衣 S*10.M*10.L*15 

8 生活用品-運動排汗褲 運動排汗褲 S*20.M*20.L*20.XL*10 

9 生活用品-成人拖鞋 大少女的拖鞋 二十雙 

10 生活用品-兒童口罩 兒童口罩 10盒(50入) 

11 生活用品-成人口罩 成人口罩 5盒(50入) 

12 生活用品-毛帽 毛帽 20頂 

13 生活用品-保溫杯 保溫杯 20個 

14 生活用品-後背包 30L 後背包 30L 20個 

 
生活用品-防風透氣登山

外套 
防風透氣登山外套 S*10 

15 清潔用品-垃圾袋 特大白垃圾袋、大、中、小 一批 

16 清潔用品-洗碗精 洗碗精 一批 

17 清潔用品-餐巾紙 廚房用餐巾紙-捲桶 兩箱 

18 清潔用品-酒精巾 小包裝攜帶式酒精巾 一批 

19 文具用品-口紅膠 口紅膠 一批 

20 文具用品-立可帶 修正用立可帶、替換芯 一批 

21 文具用品-豆豆貼 豆豆貼 一批 

22 食品-保久乳 保久乳 一批 

23 食品-麥片沖泡包 麥片沖泡包 一批 

24 油品-食用油 炒菜用油 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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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數量估乙批) 

2 洗面乳 兒童為清潔使用 
乙批(因為消耗品，故需

求數量估乙批) 

 

服務中心：台東德蕾之家  

聯絡人：王麗玲  

聯絡電話：089-231-747/手機 0911-848-696   

聯絡地址：台東市四維路三段 68號  

捐贈物品前請先來電確認需求現況，感謝您。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牛乳 不限口味，供家園少女營養補充，保存期限請在三個

月以上。 

長期需求 

2 奶粉 不限口味，供給家園食用，保存期限請在三個月以上。 5罐 

3 肉鬆、麵筋、調理包等

即食品 

廠牌不拘，供給家園食用，保存期限請在三個月以上。 長期需求 

4 麵條、米粉、冬粉 

、麥片、蒸煮麵等 

廠牌不拘，供給家園食用，保存期限請在三個月以上。 10包 

5 垃圾袋 超大 90x125cm(白色) 10包 

6 浴巾 廠牌不拘，供給家園少女使用 12條 

7 洗衣精 廠牌不拘，供給家園使用 10瓶 

8 電器-14 吋立扇 14 吋立扇全新 2台 

9 電器-吸塵器 家用吸塵器 1台 

10 筆記型電腦(全套) 

 

全新或使用不超過 2 年 廠牌不拘 。園生相關課程使

用。 

1台 

 

服務中心：善牧基金會-台東中心 

聯絡人：張曉芬 

聯絡電話：089-231-747 

聯絡地址：950台東市四維路三段 68號  

序號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桌遊 傳情畫意、籤籤入扣、快手疊杯競賽遊戲、拉密(全新) 各 2 組 

2 白米 
3公斤裝 

有效期限半年以上 
乙批 

3 即時調理包 

康寶濃湯-金黃玉米、玉米火腿，味王調理包-紅燒牛

腩、咖哩雞肉、咖哩豬肉、咖哩牛肉、黑椒牛柳、傳

統油飯、筍絲焢肉、川辣雞、東坡肉、宮保雞丁  有

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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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限半年以上 

4 
微波冷凍食

品 

義義大利麵-奶油培根、義大利麵-青醬蛤蜊、義大利

麵-蕃茄肉醬、蝦仁炒飯、鮭魚炒飯、麻油雞炒飯 

有效期限半年以上 

乙批 

5 各式罐頭 

鮪魚易開罐、玉米粒易開罐、烘燒鰻易開罐、番茄汁

鯖魚易開罐、紅燒小卷易開罐 

有效期限半年以上 

乙批 

6 泡麵 

統一麵鮮蝦(5 入)、統一麵牛肉風味(5 入)、統一麵

肉燥風味(5 入)、維力 炸醬麵(5 入)  有效期限半年

以上 

乙批 

7 零食類 

義美-美味營養餅、義美-芝麻蛋捲、義美-小泡芙牛

奶、義美 健康取向起司蘇打餅、Lay’s 樂事意合組

合包(4 入/袋)有效期限半年以上 

乙批 

備註 欲捐贈物品請先來電確認唷，勿直接寄送，感謝您。 

 

服務中心：善牧兒童之家  

聯絡人：陳社工 

聯絡電話：(03)823-3684 

聯絡地址：花蓮縣新城鄉嘉南路 28巷 6號 

編

號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

量 

1 滴露 

以 4000ml包裝為主，主要作為孩子清潔衣物、生活消毒使

用。 

 

20瓶 

2 小蘇打粉 不限廠牌，主要為清潔汙垢使用。 3包 

3 
PLUS 豆豆貼雙面膠帶替

換帶 
寬度 4.0mm、6.0mm、8.4mm，主要提供給孩童使用。 

各 1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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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滑衣架(兒童用) 

不限廠牌，主要提供給孩童曬衣服使用。 

 

100個 

5 塑膠掃把 

不限廠牌，主要提供給孩童清潔環境使用。 

 

5把 

6 鐵畚箕 

不限廠牌，主要提供給孩童清潔環境使用。 

 

3個 

7 
方型不鏽鋼秒收曬衣夾

(32夾) 
不限廠牌，夾子需有滾輪，提供給孩童曬衣使用。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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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培家中心 

聯絡人：林奕妏 社工 

聯絡電話：0972053509 

聯絡地址：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 245號 6樓(暫)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奶粉 
1 歲以下嬰兒奶粉，品牌不限，保存期限 6

個月以上 
不限 

 

8 集水袋除濕盒替換包 

不限廠牌，以長型盒子為主，主要提供孩子櫃子除濕用。 

 

8個 

9 襪子(17cm-23cm) 不限廠牌，主要提拱給孩童穿戴。 40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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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副食品  

可常溫保存。如寶寶粥、米餅等，保存期限

6個月以上。 
不限 

3    

4    

5    

6    

 

（3） 婦幼保護服務： 

各區婦幼保護服務的單位－總會代為寄收 

聯絡人：張小姐 

聯絡電話：（02）2381-5402#201 

聯絡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 2號 6樓 606室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01 泡麵 提供婦女烹煮使用。 1箱 

02 調理包 提供婦女烹煮使用。 1箱 

03 捲筒衞生紙 提供機構內婦幼日常生活使用。 長期需求 

04 廚房紙巾 提供機構內婦女日常生活使用。 長期需求 

05 漂白水 提供機構內婦女日常生活使用。 6瓶 

06 毛巾 提供機構內婦女日常生活使用。 100條 

07 浴巾 提供機構內婦女日常生活使用。 10條 

08 
冬季女長褲 L、F 

size-全新 
提供婦女使用。 20件 

09 
冬季女長袖 L、XL、F 

size上衣-全新 
提供婦女使用。 20件 

10 冬女外套-全新 提供婦女使用。 10件 

11 夏季女睡衣-全新 提供婦女使用。 10件 

12 兒童牙膏 全新未開封，不限廠牌、口味。 乙批 

13 

罐頭、南北乾貨:香

菇、金針、蝦米、魷

魚乾、調味品 

供婦女烹煮三餐多元變化使用。(保存期限請在六個

月以上) 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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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垃圾袋(大) 33公升以上皆可 乙批 

15 酒精 500ml以上皆可。 乙批 

16 浴廁清潔劑 全新未開封(保存期限請在六個月以上) 乙批 

17 乾麵條 冬粉、米粉、麵線等(保存期限請在六個月以上) 乙批 

18 牛乳 
不限口味，供給家園婦女或孩童早餐，保存期限請在

六個月以上。 
乙批 

19 餅乾 保存期限請在六個月以上。 乙批 

20 麵 泡麵、麵條等等…保存期限請在六個月以上。 乙批 

21 冷凍櫃 200L~300L，二手或全新還可堪用。 一組 

22 泡麵 不分廠牌及口味，保存期限請在六個月以上。 乙批 

23 行動電源 不限容量、全新。 10組 

24 USB手機電源線 蘋果、安卓手機電源線或多合一即可；全新。 各 5條 

25 水缸 

二手或全新即可，造景用。約深 15公分以上，寬 45

公分以上。  

一個 

26 奶粉 7-12歲奶粉。保存期限請在六個月以上。 乙批 

27 電器-烤箱 

35L以上烤箱 

 

一台 

28 電器-14吋立扇 全新 14吋立扇 十台 

29 電器-吹風機 全新吹風機 十台 

30 生活用品-除塵紙 除塵紙 乙批 

31 生活用品-濕拖巾 濕拖巾 長期需求 

32 生活用品-成人枕頭 全新成人枕頭 二十顆 

33 生活用品-乳液 身體用乳液 一箱 

34 清潔用品-垃圾袋 特大白垃圾袋、大、中、小 乙批 

35 清潔用品-餐巾紙 廚房用餐巾紙-捲桶 兩箱 

36 清潔用品-乾洗手液 手部清潔液 乙批 

37 清潔用品-洗手乳 手部清潔乳 乙批 



20 
 

38 文具-影印紙 A4 影印用紙 A4 乙批 

39 文具-影印紙 A3 影印用紙 A3 乙批 

40 
早餐飲品-桂格鮮奶

麥片 
桂格鮮奶麥片 乙批 

41 漂白水 不限廠牌，容量。年限需一年以上。 12罐 

42 衛生紙 不分廠牌、大小，年限需一年以上。 2箱 

43 顏料 不分顏色、容量，年限需一年以上。 不拘 

44 垃圾袋 不分大小、顏色。 10捆 

45 洗面乳 不分廠牌、肌膚，全新即可。 1箱 

46 快煮鍋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方便煮食。(全新)  
長期徵物 
不限 

47 單人床墊 全新乳膠墊 
長期徵物 
不限 

48 
單人床包組 (含床

單、被單、枕頭套) 
提供在園的婦幼使用。(全新) 

長期徵物 
不限 

49 枕頭 提供在園的婦幼使用。(全新) 
長期徵物 
不限 

50 涼被 提供在園的婦幼使用。(全新) 
長期徵物 
不限 

51 
電鍋(3人份 or6人份

皆可)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全新) 

長期徵物 
不限 

52 熱水瓶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全新) 不限 

53 小電風扇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全新) 
長期徵物 
不限 

54 洗衣機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1 

55 炒菜鍋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1 

56 冰箱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1 

57 除濕機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2 

58 空氣清淨機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1 

59 飲水機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1 

60 電磁爐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2 

61 微波爐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1 

62 烤箱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1 

63 吹風機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1 

64 吸塵器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1 

65 電視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1 

66 烘碗機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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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恆安中心 

聯絡人：李小姐 

連絡電話：02-2831-6905*164 

聯絡地址：11148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 2段 53巷 7號 8樓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沖泡、調理包 
濃湯湯包、麥片沖泡包、調理包，廠牌、口味不拘 

(辣味除外)，有效期限半年以上，提供案家食用。 

乙批(長期需求) 

短缺中 

2 泡麵 
廠牌、口味不拘(辣味除外)，有效期限半年以上，提供

案家食用。 

乙批(長期需求) 

短缺中 

3 各式罐頭 

肉醬、脆瓜、鮪魚、蒲燒鰻、麵筋、海苔醬等，廠牌、

口味不拘(辣味除外)，有效期限半年以上，提供案家食

用。 

乙批(長期需求) 

短缺中 

4 餅乾乾糧 
廠牌、口味不拘(巧克力口味除外)，有效期限半年以

上，提供案家食用。 

乙批(長期需求) 

短缺中 

5 沙拉油 廠牌不拘，有效期限半年以上，提供案家食用。 乙批(長期需求) 

6 肉鬆 廠牌、口味不拘，有效期限半年以上，提供案家食用。 乙批(長期需求) 

7 其他 大同電鍋*1(六成新或全新)，提供案家使用。 急需 1個 

 

服務中心： 靜心家園 

聯絡人：張小姐 

聯絡電話：(02)2381-5402#201 

聯絡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 2號 6樓 606室 

編號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食品類 

1 泡麵 提供婦女烹煮使用。 1箱 

2 即食調理包 提供婦女烹煮使用。 1箱 

3 即食麥片 提供婦女烹煮使用。 1箱 

生活用品 

4 捲筒衞生紙 提供機構內婦女日常生活使用。 長期需求 

67 刀具組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不限 

68 烘被機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1 

69 餐盤組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不限 

70 鞋櫃 提供離園獨力生活的婦幼使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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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廚房紙巾 提供機構內婦女日常生活使用。 長期需求 

6 洗衣粉 提供機構內婦女日常生活使用。 長期需求 

7 毛巾 提供機構內婦女日常生活使用。 100條 

8 浴巾 提供機構內婦女日常生活使用。 10條 

 

服務中心：牧心家園（庇護安置） 

聯絡人：張小姐 

聯絡電話：（02）23814-5402#201 

聯絡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 2號 6 樓 606室 

項次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動力沙 不限廠牌、顏色。 5組 

2. 輕黏土 不限廠牌、顏色。 5組 

3. 刮痧棒 全新品。 10支 

4. 多功能電烤盤 
二手可堪用或全新即可，不限廠牌、顏

色。 
5台 

5. 電動旋轉釣魚盤 
不限人數、廠牌。二手可堪用或全新即

可。 
3台 

6. 快速料理包 不限廠牌、口味；保存期限一年以上。 1箱 

7. 湯品 

八寶粥、牛奶花生湯、紅豆湯、妞妞珍珠

圓、薏仁寶、紅豆裸粉等；保存期限一年

以上。 

1箱 

8. 雙人床包組 
雙人床包、雙人保潔墊、雙人涼被；全新

品，不分布料、顏色。 
10套 

 

服務中心：親心家園(庇護安置) 

聯絡人：張小姐 

聯絡電話：02-23815402分機 201 

聯絡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 2號 6 樓 606室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筆電 作業處理器：i5 

記憶體：8G 

一定為固態硬碟 

若為單碟：至少 256G以上 

若為雙碟：系統處理 128G，資料存取 1T 

1台 

2 紫外線殺菌燈 38瓦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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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 台中中心  

聯絡人：莊秀雯 社工 

聯絡電話：04-22360790 分機 19 

聯絡地址：404 台中市北區進化北路 238 號 6 樓之 5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3C用品-筆電(全新) 

筆記型電腦 

i5八代 CPU的 NB，win10系統有 8G記憶體、

內含顯示晶片與固態硬碟。 

＊2公斤以下最佳、2-2.2公斤亦可 

目睹個案服務活動辦理使用 

1台 

2 3C用品-相機(全新或二手) 
 

數位相機廠牌不拘 

二手畫質清晰，基本配備齊全、功能佳 

個案服務活動辦理使用 

1台 

3 事務機-碎紙機(全新) 

 
入口寬度：240mm(A4) 

軋碎細度：2X15mm(短碎) 

建議品牌：IDEAL、禾昌 

1台 

4 家電用品-(全新) 

 

微波爐，廠牌、顏色不拘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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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牧基金會-嘉義中心 

欄位 注意事項 請填寫於此 

聯絡人  善牧基金會-嘉義中心   蕭人豪社工 

聯絡電話  05-225-8203/05-225-1702 

地址  60067 嘉義市東區芳安里立仁路 141之 2號 

物品項目 

 

 

物品項目 

(限 10 字) 

敘述 

（限 30 字） 

需求數量 

（請填數字） 

1. 

食物調理包 

(不限品牌、 

口味) 
 

提供嘉義中心各方案個案使用。 

保存期限 6個月以上。 

5盒 

2. 

保久乳 

(不限品牌、 

口味) 

 

提供嘉義中心各方案個案使用。 

保存期限 6個月以上。 

 

 

5箱 

3. 
米 

2kg或 3kg 

 

法院服務個案家庭使用不限品牌 

10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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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麵條 

300g 或 400g 

 

法院服務個案家庭使用不限品牌 

20包 

5 

漂白水 

約五公升裝 

不限品牌 

 
中心清潔環境、消毒玩具、媒材等使用。 

5瓶 

備註 

嘉義中心謝謝您的愛心捐物，因為有你們讓我們的服務更加完善、溫暖。 

如果允許的話，捐物時請附上您的姓名、電話、地址。 

1. 當收到捐物時讓我們能夠以電話即時通知並感謝您，我們已經收到您的捐物。 

2. 若有需要，我們可寄出捐物證明到您指定的地址。 

3. 若擔心您的隱私外洩，您也可以在捐物中附上一張寫有姓名、電話、地址的紙條。 

4. 若您覺得真的無需附上您的資料，也沒有關係，嘉義中心仍誠摯感謝您的愛心。 

 

 

 

 

 

 

（4） 單親及收出養服務： 

服務中心：臺北市松德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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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王社工 

聯絡電話：(02)2759-9176#15 

聯絡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25巷 60號 1樓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奶粉 
美強生嬰幼兒可食奶粉、啟賦嬰幼兒可食奶

粉 
1罐 

2 罐頭、調理包等 

菜心、醬瓜、鮪魚、玉米粒、咖哩醬、義大

利麵醬…等，有效期限半年以上，提供案家

食用。 

長期需求，目前

較缺!!! 

3 
麵條、米粉、冬粉、麥片、

速食麵條等 

廠牌、口味不拘，有效期限半年以上，提供

案家食用。 

長期需求，目前

較缺 

4 醬油、調味醬等 
廠牌、口味不拘，有效期限半年以上，提供

案家食用。 

長期需求，目前

較缺 

5 洗碗精、洗衣粉、洗衣精 廠牌不拘，提供案家使用 不限 

6 衛生棉 廠牌不拘，提供案家使用 不限 

7 沐浴乳、洗髮精 廠牌不拘，提供案家使用 不限 

8 瑜珈伸展帶 廠牌不拘，提供中心使用 不限 

9 按摩球 廠牌不拘，提供中心使用 不限 

10 握力器 廠牌不拘，提供中心使用 不限 

11 腰部按摩機 廠牌不拘，提供中心使用 不限 

12 額溫槍 中心使用 1-2個 

13 
嬰兒用乳液、洗髮精、沐浴

乳 
小學生寫作業用，可協助寄運送尤佳 1張 

14 桌上型飲水機 廠牌不拘，提供中心使用 1個 

15 雙人嬰兒推車 廠牌不拘，提供案家使用 1台 

 

服務中心：台北市西區單親中心                          109.06.12 

聯絡人：洪社工 

聯絡電話：(02)2558-0170分機 107 

聯絡地址：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1號 7樓(西單中心) 

          欲捐贈物品請先來電確認唷，勿直接寄送，感謝您。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

量 

1 
嬰兒尿布(L、XL號) 

【不限品牌】 
提供給需要案家，目前急缺。 

長期需

求 

2 二手筆電(可使用) 案家需求，目前急缺。 2台 

3 液晶電視(7成新) 案家需求。受贈家庭無法親至領取，需透 2台 



27 
 

過宅配方式送至案家。 

4 抽油煙機(7成新) 案家需求，目前急缺。  

5 兒童智慧手錶(可插 sim卡) 案家需求，目前急缺。 1台 

6 桌遊(適合 6-7歲孩子) 案家需求。 5組 

7 餐桌(兩人可吃飯用即可) 案家需求。 1張 

8 腳踏車淑女車 24吋左右 案家需求，目前急缺。 4台 

9 越野自行車 24吋左右 案家需求，目前急缺。 1台 

10 卡式爐(7成新) 案家需求。 1台 

11 嬰幼兒學步車(二手) 案家需求，目前急缺。 1台 

12 DVD錄放機 
案家需求，目前急缺。受贈家庭無法親至

領取，需透過宅配方式送至案家。 
1台 

13 

蜜豆奶、八寶粥、紅茶、綠茶、奶茶、

花生牛奶…等等 

  

  

西單中心將於 109年 08月份辦理為期 5天

的兒童生活營(孩子+志工約 23 位)，為了

讓孩子可以有充沛的點心食物可享用，期

待相關資源可注入。 

【註】由於活動於 08月份舉行，請不要給

予即期品唷!謝謝您 

不限 

14 

【亞培】葡勝納、管灌安素 嚴選即

飲配方-香草口味 桂格完善營養素 

補體素 優纖 A+ 

 

【益富】易能充未洗腎適用配方 

案家需求，服務的家長目前患病，需服用

營養品。 

長期需

求 



28 
 

 
【亞培】管灌安素 

 

【桂格】完善營養素 

 

【補體素】優纖 A+ 

 

15 

成人奶粉 

【類似圖片說明】 

 

提供給需要案家。 
長期需

求 

16 嬰幼兒洗髮乳、嬰幼兒沐浴乳 提供給需要案家。 
長期需

求 

17 
奶粉（指定品牌）、米精（不限品牌）、

麥精（不限品牌） 
提供給需要案家。 

長期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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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奶粉廠牌需求為： 

雀巢能恩 1號奶粉、美強生 1-3歲)  

18 保久乳、豆奶 提供給需要案家。 
長期需

求 

19 衛生紙、濕紙巾 提供給需要案家。 
長期需

求 

20 冷凍食品 
如水餃、蔬菜、肉排、包子、微波食品等，

利於保存、可即食的食物。 

長期需

求 

21 米、麵條、米粉、冬粉 提供給需要案家。 
長期需

求 

22 罐頭、調理包、泡麵 提供給需要案家，目前急缺。 
長期需

求 

23 沐浴乳、洗髮乳 提供給需要案家。 
長期需

求 

24 沐浴(洗手)香皂、 提供給需要案家。  

25 麥片 提供給需要案家。 
長期需

求 

26 洗碗精、洗衣精、洗衣粉 提供給需要案家。 
長期需

求 

27 成人紙尿褲 S~M號(黏貼型) 提供給需要案家。 
長期需

求 

28 衛生棉(日用) 、衛生護墊 提供給需要案家。 
長期需

求 

29 

餅乾、沙其瑪、蛋黃派、麵包、包子

饅頭…等等點心類食品（保存期限三

個月以上）。 

【類似圖片說明】 

  

 

  

中心方案活動使用，提供給參加活動的家

庭作為點心，保存期限三個月以上。 

長期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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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沖泡飲品，如：奶茶包、咖啡包、可

可粉、麥片飲等，品牌不限（保存期

限三個月以上）。 

【類似圖片說明】 

 

 

 

中心方案活動使用，提供給參加活動的家

庭作為點心。 

長期需

求 

備註 欲捐贈物品請先來電確認唷，勿直接寄送，感謝您。 

 

服務中心：台南嬰兒之家 

連絡電話：06-2344009分機 26余小姐 

聯絡地址：704台南市北區力行街 12號 

email：sharon740817@goodshepherd.org.tw 

更新日期：8/1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量 

1  感謝大家的支持與愛護，目前家園所需物資已

募集完成，為顧及物品保存期限且儲藏空間有

限，將隨時更新物資需求，謝謝！  

                            主佑平安！ 

 

一、感謝社會大眾對善牧台南嬰兒之家、善牧寧心園的支持與關愛，以下幾項常見物資詢問，

特此說明： 

mailto:sharon740817@goodshepher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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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絨毛玩偶/玩具/衣物：家園內部份嬰幼兒為過敏體質，故較不適合使用絨毛玩偶或玩

具，而嬰幼兒衣物庫存量尚足夠且倉庫空間有限，暫無需求。 

2. 母乳：因考慮母乳的使用、儲存及管理與操作必須謹慎，否則極容易引起腸胃道的感

染，因此未接受母乳捐贈。 

3. 尿布：因考量幼兒較小，褲型(拉拉褲)尿布較不合適。 

4. 白米：幼兒月齡小，白米使用量較少，庫存尚足夠，暫無需求。 

二、假日親送或寄送物資說明：(造成不便敬請見諒！謝謝！) 

1. 因人力有限，目前家園每個月僅安排 2次週六值班，周日或國定假日為固定休假未開

放。每月周末值班時間公告於嬰兒之家 FB：www.facebook.com/tnbabyhome 

2. 為了不耽誤民眾寶貴的時間，若要親送物資歡迎先來電或 email確認當天有行政人員

值班可為您服務。煩請致電 06-2344009、2340227 分機 26 余小姐，email：

sharon740817@goodshepherd.org.tw 

3. 為了顧及保姆照顧品質及嬰兒室內幼兒安全，無開放之假日無法接收物資，寄送物資

煩請指定收件時間：周一~周五 9:00~17:30。   

 

（5） 新移民家庭服務： 

服務中心：臺中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賴雅鈴 

聯絡電話：04-24365842#11 

聯絡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旱溪西路三段 260號 1樓 

                           欲捐贈物品請先來電確認，勿直接寄送，感謝您。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罐頭、調理包 

罐頭、調理包等，醬瓜、鮪魚、玉米粒、海苔

醬、咖哩醬、義大利麵醬、咖哩牛肉調理包、

香菇肉羹調理包、紅燒牛肉調理包…等，有效

期限半年以上，提供服務對象食用。 

數罐、包 

2 白米、麵條 
不限品牌，有效期限半年以上，提供服務對象

使用。 
數瓶 

3 洗髮精、洗衣精 
不限品牌，保存期限 1 年以上，提供服務對象

使用。 
數罐 

4 兩門電冰箱 
不分廠牌、不限規格、可正常使用且乾淨皆

可。提供服務對象使用。 
一台 

5 腳踏車 
不限廠牌及新舊，適合成人騎行，尚可堪用即

可。 
一台 

6 奶粉 一歲以下適宜飲用，不限廠牌。 數罐 

７ 亞培安素 不限口味，保存期限六個月以上。 兩箱 

http://www.facebook.com/tnbabyhome
mailto:sharon740817@goodshepher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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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善牧高雄中心 

聯絡人：吳珮君 社工 

聯絡電話：（07）719-1450 

聯絡地址： 830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二路 100號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尿布 M、L、XL、XXL 數包 

2 白米  數包 

3 罐頭 各式罐頭 長期需求 

4 保久乳、果汁 利樂包裝飲品 長期需求 

5 泡麵、麵條  長期需求 

6 沐浴乳、洗髮精  長期需求 

7 調理包 例如：咖哩雞肉、咖哩燴洋菇、蠔油香菇雞等 長期需求 

8 肉鬆、魚鬆 罐裝 長期需求 

9 兒童輔助便座 

兒童輔助便座(全新) 

 

使用說明:至中心接受服務之學齡前幼兒，如廁時需要

此便座，以降低危險！ 

 

1個 

10 紫外線殺菌消毒燈 

紫外線殺菌消毒燈(全新) 

 

使用說明:消毒中心遊戲治療室空間及媒材，提供孩童

乾淨安全的治療環境！ 

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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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智慧型手機 

提供社工聯繫服務對象時使用，可以正常運行 Line 軟

體。 

全新、二手皆可。 

2台 

12 電風扇 
提供中心辦理課程時使用。 

全新、二手皆可。 
數台 

 

（6） 人口販運被害人服務： 

服務中心：南投庇護所 

聯絡人：林妏娟  

聯絡電話：049-2562355 

聯絡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 2號 6樓 606室 

（為庇護單位，地址暫留善牧總會）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抽取式衛生紙＆廚房紙巾 供所內個案及辦公室使用 長期需求 

2 電腦周邊 鍵盤、電腦螢幕（供辦公室使用，建議全新） 一批 

3 清潔用品 洗碗精、漂白水、洗衣粉等 一批 

4 醫療用口罩 供所內個案使用 一批 

5 75%酒精 供所內個案手部及環境消毒 一批 

6 沐浴乳、洗髮乳、肥皂 供給所內個案使用（嬰幼兒用，全新） 長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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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服務中心：總會 

聯絡人：張小姐  

聯絡電話：02-23815402分機 201 

聯絡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 2號 6樓 606室 

 物品項目  敘述  需求數量  

1 白色 A4紙 辦公室文書處理使用 長期需求 

2 透明包裝膠帶 

尺寸：1.8cm及 4.8cm 辦公室使用 

 

長期需求 

3 塑膠袋(顏色不居) 

尺寸：40.5*49.5cm 及 48*55.5cm寄送捐款滿額禮

用包裝袋 

 
(圖片來源：富田喬包裝網路商城) 

長期需求 

4 
加大折角購物袋 

 (顏色不居) 
尺寸：40+12*60cm 寄送捐款滿額禮用包裝袋 長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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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富田喬包裝網路商城) 

5 電風扇 全新或二手 8-9成新 2台 

6 衛生紙 不限廠牌 不限 

7 移動式擴音機 

品牌不限，全新或二手，宣導活動辦理用 

 

1 

8 文件鐵櫃 

辦公室使用，全新、八成新皆可 

 

1 

9 辦公椅 二手或新品 1 

10 二手機車 

1.機車的出廠年份及行駛里程不限 

2.物資需求者是善牧以前輔導的個案，居住偏遠地

區，工作需要機車代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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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宣導企劃部(南區) 

聯絡人：吳小姐  

聯絡電話：07-338061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 456號 3樓之 4 

 物品項目  敘述  需

求

數

量  

1 白色 A4 紙 辦公室文書處理使用 長

期

需

求 

2 筆記型電腦 

(推廣活動用) 

15吋輕薄型筆電 

需求規格 

CPUi5 / 記憶體 8G以上 / 硬碟 SSD 

參考機型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HAFJC-A900AP58C?fq=/S/DHAU62 

 

1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HAFJC-A900AP58C?fq=/S/DHAU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