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件日期 姓名 件數 內容物 收件方式
12/31 美悠國際 1 物資 新竹物流

12/31 潘穎哲、潘亭妤 1 生活用品 郵局

12/31 王崇岳 1 物資 郵局

1/3 王聖博 1 物資 貨運

1/3 張智惠 2 衣服 郵局

1/4 琥堡企業社 3 物資 神行快遞

1/3 王清亮 1 瓷杯、玻璃盤 宅急便

1/4 新元聚 1 物資 嘉里大榮

1/6 林小姐 1 文具雜貨 宅急便

1/4 王小姐 2 物資 新竹物流

12/31 賴俊達 1 玩具雜貨 郵局

1/7 楊月牙 4 物資 嘉里大榮

1/7 琥堡企業社 3 物資 神行快遞

1/7 吳婉如 2 物資 郵局

1/7 吳小姐 2 衣服、鞋、包 郵局

1/7 邱子誼 3 生活用品 宅急便

1/7 王明珍 1 衣服、日用品 宅急便

1/8 徐銘 1 衣服 郵局

1/8 李怡萱 1 衣服 郵局

1/8 林艾蓁 1 雜貨 郵局

1/8 李芮甄 1 物資 郵局

1/1 李晏如 1 衣服 宅配通

1/8 張瀞之 1 鞋子 宅急便

1/13 不具名 1 衣服 郵局

1/13 李鄒錦嫦 1 衣服 郵局

1/13 蘇采彤 1 物資 嘉里大榮

1/13 不具名 1 易碎品 貨運
1/10 陳小姐 2 鍋子、鞋 宅配通
1/10 吳盈禎 1 物資 郵局
1/10 郭小姐 1 衣服 郵局
1/10 呂依珍 1 鞋子 郵局
1/10 潘宏偉、黃如杏 1 生活用品 郵局
1/10 潘雅溶 1 衣服 郵局
1/10 王若名 1 衣服、鞋 郵局
1/10 吳依潔 1 物資 貨運
1/9 方嘉君 2 物資 貨運
1/9 賀小姐 1 餐具 宅配通
1/9 劉培珍 2 日用品 嘉里大榮
1/12 黃小姐 1 物資 郵局



1/14 蔡楚萱 1 物資 郵局
1/13 林小姐 1 衣服、書 郵局
1/13 李美滿 2 衣服、什物 郵局
1/13 陳正芬 2 物資 貨運
1/13 林澤旭 1 手錶 郵局
1/13 呂依珍 1 鞋子 郵局
1/14 王小姐 2 物資 郵局
1/14 林怡伶 1 衣服 嘉里大榮
1/13 張燕琳 1 衣服 宅急便
1/14 林惠美 1 二手物品 宅配通
1/14 聚盛．新元聚 1 二手物品 嘉里大榮
1/15 黃玉如 1 包包 郵局
1/15 不具名 1 鞋子 郵局
1/15 戴雅如 1 衣服 郵局
1/15 許小姐 2 物資 郵局
1/15 藍小姐 1 物資 郵局
1/15 不具名 1 物資 郵局
1/15 不具名 1 鞋子 郵局
1/15 道鴻國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2 物資 嘉里大榮
1/12 台北市周小姐 1 物資 新竹物流
1/17 洪濬育 1 物資 郵局
1/16 不具名 1 物資 嘉里大榮
1/16 簡小姐 1 衣服 嘉里大榮
1/16 謝菀婷 2 物資 嘉里大榮
1/16 林文昭 1 物資 郵局
1/17 盧彥廷 1 物資 宅急便
1/17 琥堡企業社 3 物資 神行快遞
1/17 陳品穎 1 衣服 郵局
1/18 馬綵婕 1 物資 嘉里大榮
1/17 陳敏惠 2 物資 郵局
1/18 張麗雲 1 物資 順豐
1/18 楊姐妹 1 衣服 宅急便
1/20 不具名 1 物資 郵局
1/20 鄭淑華 1 衣服、書 郵局
1/20 溫子靚 1 物資 郵局
1/20 林聰富 1 衣服 郵局
1/20 吳欣怡 1 物資 郵局
1/20 不具名 1 衣服 郵局
1/20 林蕙茹 1 物資 貨運
1/20 游曉雯 1 衣服 郵局



1/20 劉小姐 1 衣服 宅急便
1/20 吳盈禎 1 物資 貨運
1/20 劉倩伶 1 物資 郵局
1/22 簡惠婕 2 包包 宅急便
1/22 黃宥絜 3 衣服 宅急便
1/21 不具名 1 物資 貨運
1/22 林盈瑤 1 衣服、日用品 郵局
1/22 陳玫如 1 衣服 郵局
1/22 林宛嬋 1 物資 郵局
1/22 鄭柏青 2 物資 郵局
1/22 林以欣 1 贈品 郵局
1/22 不具名 1 日用品 郵局
1/22 林美玲 1 衣服 郵局
1/22 李如婷 1 鞋子 郵局
1/22 楊進喜 1 二手物品 郵局
1/22 許小姐 5 物資 郵局
1/21 黃小姐 1 口罩 郵局
1/21 陳敏惠 1 物資 郵局
1/21 徐小姐 2 睡袋、文具 郵局
1/21 張小姐 1 物資 順豐
1/22 楊先生 1 文具用品 嘉里大榮
1/22 蘇小姐 3 物資 郵局
1/22 林和樂 1 物資 嘉里大榮
1/30 劉俐君 1 衣服 宅急便
1/30 李小姐 1 衣服、杯子 郵局
1/30 林依凌 1 鞋子、書 宅急便
1/30 陳正芬 1 物資 郵局
1/30 不具名 1 物資 郵局
1/30 劉小姐 1 衣服 宅急便
1/30 王淑娟 1 衣服、雜貨 宅急便
1/30 黃小姐 1 物資 嘉里大榮
1/31 陳韻如 1 物資 貨運
1/31 台北市林小姐 2 物資 貨運
1/31 張小姐 1 物資 順豐
1/31 李惠汝 1 衣服 宅急便
1/31 李小姐 1 衣服 宅急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