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產品 贈送者 備註

1 大同微波爐 縣長劉政鴻 副縣長林久翔

2 保溫杯 邱秀貞

3 家庭用品 邱秀貞 保鮮盒內裝杯子與餐具

4 幸福水壺對杯組 邱秀貞

5 茶具組 吳寬理事

6 茶具組 吳寬理事

7 純草本手工皂 苗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8 純草本手工皂 苗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9 純草本手工皂 苗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10 水果盤 生命線

11 聲寶音樂按摩枕 邱碧瑜

12 按摩棒 邱碧瑜

13 按摩棒 邱碧瑜

14 磁波健康止鼾枕 漢陞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5 史努比娃娃 在光大哥

16 速泡杯禮盒 在光大哥 茶壺+杯子2

17 便當盒 在光大哥

18 瓷碗組 邱秀貞

19 盤子 邱秀貞

20 手工皂 生命線總務黃碧珠

21 手工皂 生命線總務黃碧珠

22 不鏽鋼蒸鍋 竹南代表會林樹文主席+李城副主席

23 不鏽鋼蒸鍋 竹南代表會林樹文主席+李城副主席

24 不沾平煎鍋 竹南代表會林樹文主席+李城副主席

25 不沾平煎鍋 竹南代表會林樹文主席+李城副主席

26 手壓自動拖把組 竹南代表會林樹文主席+李城副主席

27 方型煎鍋 田東生大哥

28 方型煎鍋 田東生大哥

29 料理翻炒鍋 田東生大哥

30 料理翻炒鍋 田東生大哥

31 料理翻炒鍋 田東生大哥

32 小料理翻炒鍋 田東生大哥

33 煎鍋 田東生大哥

34 小煮鍋 田東生大哥

35 大煮鍋 田東生大哥

36 抗菌舒柔被 三義鄉鄉長徐文達

37 不銹鋼碗 苗栗縣警局訓練課劉國隆課長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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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不銹鋼碗 苗栗縣警局訓練課劉國隆課長 以前

39 不銹鋼碗 苗栗縣警局訓練課劉國隆課長 以前

40 兔搪瓷單柄鍋 以前

41 牛頭牌不銹鋼鍋 以前

42 沖泡壺組 以前

43 不鏽鋼壺組 以前

44 烤箱 頭屋鄉民代表會

45 烤箱 頭屋鄉民代表會

46 烤箱 頭屋鄉民代表會

47 餐具組 苗栗縣警察局

48 餐具組 苗栗縣警察局

49 餐具組 苗栗縣警察局

50 餐具組 苗栗縣警察局

51 餐具組 苗栗縣警察局

52 不鏽鋼保鮮鍋(碗) 卓蘭鎮民代表會

53 不鏽鋼保鮮鍋(碗) 卓蘭鎮民代表會

54 不鏽鋼保鮮鍋(碗) 卓蘭鎮民代表會

55 不鏽鋼保鮮鍋(碗) 卓蘭鎮民代表會

56 不鏽鋼保鮮鍋(碗) 卓蘭鎮民代表會

57 保鮮盒 國稅局

58 洗衣精2包 國稅局

59 小毯子 苗栗市民代表會

60 小毯子 苗栗市民代表會

61 小電鍋 苗栗縣議員韓茂賢

62 熱水瓶 為恭紀念醫院 全國電子送-彭美鳳訂購

63 毛毯 徐耀昌立委

64 毛毯 徐耀昌立委

65 毛毯 徐耀昌立委

66 不鏽鋼提鍋 苗栗縣議員韓茂賢

67 洗髮精 原義賣品

68 洗髮精 原義賣品

69 萬用鍋蓋組 南庄鄉民代表會

70 14吋立扇 後龍鎮公所

71 14吋立扇 後龍鎮公所

72 熱水瓶 李文斌議員

73 電烤箱 李文斌議員

74 吹風機 紫睫

75 保鮮鍋 新凱

76 茶壺 新凱

77 CD收納盒 銅鑼鄉長謝其全

78 CD收納盒 銅鑼鄉長謝其全

79 隔熱餐盒 銅鑼鄉長謝其全

80 隔熱餐盒 銅鑼鄉長謝其全

81 吹風機 銅鑼鄉民代表會

82 吹風機 銅鑼鄉民代表會

83 600元禮金 天下廣告



84 小毛毯 銅鑼鄉縣議員張家靜

85 果汁機 壹貳叁水世界公司

86 血壓計 衛生局

87 吹風機 三義鄉民代表會

88 吹風機 三義鄉民代表會

89 史努比真空保溫杯 漢陞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以前

90 小夜燈

91 環保餐具組 苗栗地政事務所

92 環保餐具組 苗栗地政事務所

93 LED手電筒

94 LED手電筒

95 茶壺

96 對杯(含杯墊)

97 單耳大碗

98 維尼雙向沖泡壺

99 多功能照明燈

100 保溫杯

101 畢卡索耐熱餐具

102 畢卡索耐熱餐具

103 畢卡索耐熱餐具

104 畢卡索耐熱餐具

105 上豪電子鍋 伊士曼廣告

106 上豪電子鍋 伊士曼廣告

107 保鮮盒 國稅局

108 茶壺杯子組

109 腳踏車 苑裡鎮公所

110 腳踏車 陳宗聖常務理事

111 液晶螢幕42吋 詹求孚理事長

112 畫作 巫文鶯志工

113 畫作 巫文鶯志工

114 白人牙膏禮盒 公館鄉民代表會曾美露主席

115 白人牙膏禮盒 公館鄉民代表會曾美露主席

116 白人牙膏禮盒 公館鄉民代表會曾美露主席

117 白人牙膏禮盒 公館鄉民代表會曾美露主席

118 白人牙膏禮盒 公館鄉民代表會曾美露主席

119 電暖器 苗栗市長邱炳坤

120 毛毯 鄭碧玉議員

121 毛毯 鄭碧玉議員

122 毛毯 鄭碧玉議員

123 毛毯 鄭碧玉議員

124 毛毯 鄭碧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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