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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6/8/3 吳○○吻 洗髮精(20罐)、沐浴乳(20罐)。 聖安娜

2 2016/8/4 方○心 邵○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3 2016/8/4 侯○凱 邵○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4 2016/8/4 林○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5 2016/8/4 陳○銨 白米(4包)。 聖安娜

6 2016/8/5 郭○烽 水蜜桃(3盒)。 聖安娜

7 2016/8/5 潘○榮 白米1包(50斤)。 聖安娜

8 2016/8/5 陳○慧 白米1包(50斤)。 聖安娜

9 2016/8/5 周○琴 白米1包(50斤)。 聖安娜

10 2016/8/5 侑○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白米3公斤/包(6包)。 聖安娜

11 2016/8/5 林○霆 白米(1包)。 聖安娜

12 2016/8/6 林○媽 白米2公斤/包(10包)。 聖安娜

13 2016/8/6 張○豪 白米(60斤)。 聖安娜

14 2016/8/7 吳○澤 白米(50斤)。 聖安娜

15 2016/8/8 陳○櫻 甜不辣(2包)、油(1罐)。 聖安娜

16 2016/8/8 台○池天宮 白米30公斤/包(34包)、白米4公斤/包(8包)。 聖安娜

17 2016/8/8 吳○昌 白米(10包)。 聖安娜

18 2016/8/8 士○無極殿

虎牌炊粉2箱/蛋捲24包/箱(2箱)、花生麵筋(7箱)、

醬油4箱/葵花油(8箱)、白米3公斤(48包)、白米2公

斤(30包)。

聖安娜

19 2016/8/9 吳○耀 爆米花(1箱)。 聖安娜

20 2016/8/10 五○菩薩慈善會 白米(100斤)、物資(1批)。 聖安娜

21 2016/8/10 林○姐 白米(50斤)。 聖安娜

22 2016/8/10 周○儀 愛玉凍(5個)、鮮乳(2罐)、豆花(5盒)。 聖安娜

23 2016/8/10 蘇○林 白米(15公斤)、甜八寶(48罐)。 聖安娜

24 2016/8/11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39斤)。 聖安娜

25 2016/8/11 汪○隆 白米(50斤)。 聖安娜

26 2016/8/11 汪○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27 2016/8/14 張○琴 幼兒紙尿布(3箱)、衣物柔軟精(1罐)。 聖安娜

28 2016/8/15 劉○瑜
尿布(2包)、麥粉(2罐)、衣物柔軟精(2包)、洗面乳

(4條)。
聖安娜

29 2016/8/15 羅○蓮 陳○霖

尿布4包/衛生紙(3袋)、洗衣粉3包/衣物柔軟精(2

袋)、依必朗3罐/漂白水(2罐)、沙拉油4瓶/麥粉(4

罐)、牙刷6包/牙膏(10條)。

聖安娜

30 2016/8/15 楊○輝 楊○樹 白米(50斤)。 聖安娜

31 2016/8/15 黃○凱 白米(50斤)。 聖安娜

32 2016/8/15 童○勇 白米(50斤)。 聖安娜

33 2016/8/15 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50斤)。 聖安娜

34 2016/8/15 黃○祥 白米(50斤)。 聖安娜

35 2016/8/15 陳○甲 白米(50斤)。 聖安娜

36 2016/8/15 陳○○嬌 白米(50斤)。 聖安娜

37 2016/8/15 葉○綾 白米(50斤)。 聖安娜

38 2016/8/17 台○市九龍菩提行願會會長蔡曉暾
白米(200斤)、飲料奶(6箱)、統一泡麵(4箱)、糖果

(1箱)。
聖安娜

39 2016/8/18 徠○實業有限公司 金貝貝紙尿褲(3箱)。 聖安娜

40 2016/8/19 有○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50/包(15包)。 聖安娜

41 2016/8/20 小○陽愛心團隊
兒童紙尿褲XL(3包)、成人紙尿褲M-L(3包)、成人

紙尿褲L-XL(3包)。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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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16/8/20 高○軒 桂○函 尿布兒童XL(2包)、衣物柔軟精(2瓶)、果汁(2瓶)。 聖安娜

43 2016/8/20 許○瑜 白米(100斤)。 聖安娜

44 2016/8/20 台○三玄宮 白米(400斤)。 聖安娜

45 2016/8/20 張○惠 羅○子 米.餅乾.飲料.泡麵.罐頭.沙拉油(5袋)。 聖安娜

46 2016/8/20 陳○鄰閤家 米.餅乾.飲料.泡麵.罐頭.沙拉油(5袋)。 聖安娜

47 2016/8/21 金○○寺 白米(20斤)、小餐包(20袋)。 聖安娜

48 2016/8/21 李○女 關廟麵(1箱)、18入海苔蘇打(1箱)。 聖安娜

49 2016/8/21 徐○莊 關廟麵(1箱)、18入海苔蘇打(1箱)。 聖安娜

50 2016/8/21 長○雅筑社區管委會 天生好米月之米(10包)、味王原汁牛肉湯麵(1箱)。 聖安娜

51 2016/8/21 茵○○髮 林○傑 白米(2包)。 聖安娜

52 2016/8/21 李○地 白米(2包)。 聖安娜

53 2016/8/21 信○○業 黃○凱 白米(4包)、米粉(1箱)、冬粉(1箱)。 聖安娜

54 2016/8/21 王○人
天生好米優質好米(1包)、五拜有保佑5入/箱(1

箱)。
聖安娜

55 2016/8/21 彭○杰

愛之味菜心3入/封(1封)、日製玉米濃湯3入/封(1

封)、中興無洗米1包/卡茲玉米棒(1包)、旺旺雪之

月菜12分/包(1包)、自然的顏紫菜蔬打1盒/旺旺小

小酥(1包)。

聖安娜

56 2016/8/21 彭○杰

佛祖牌新竹米粉(2包)、有填海苔小卷(1包)、華方

神氣包野菜園9份/包(1包)、義美華生夾心酥(1

包)、金車麥根沙士(2瓶)。

聖安娜

57 2016/8/21 謝○斌 謝○蜜 謝○緯 謝○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58 2016/8/21 蘆○忠義廟 白米(1袋)、油(2瓶)、物資(1箱)。 聖安娜

59 2016/8/21 謝○陞 白米(2包)。 聖安娜

60 2016/8/21 北○天始殿 米粉(3包)、餅乾(1袋)、物資(1袋)。 聖安娜

61 2016/8/21 蘆○湧蓮寺 餅乾.糖果(1箱)。 聖安娜

62 2016/8/22 王○人 白米(3包)。 聖安娜

63 2016/8/22 張○姐 白米(1包)。 聖安娜

64 2016/8/22 小○陽愛心團隊 雞蛋(1箱)。 聖安娜

65 2016/8/22 三○市土崙公 賴○玉 羅○忠 白米(500斤)。 聖安娜

66 2016/8/22 三○市土崙公 蔡○禎 羅○宏 白米(500斤)。 聖安娜

67 2016/8/22 三○市土崙公 羅○妤 楊○順 白米(500斤)。 聖安娜

68 2016/8/22 三○土崙公 陳○銘 白米(100斤)。 聖安娜

69 2016/8/22 三○土崙公 蔡○岑 蔡○倫 白米(100斤)。 聖安娜

70 2016/8/23 劉○憶 白米(40斤)。 聖安娜

71 2016/8/24 劉○姐 玻璃清潔劑(8瓶)。 聖安娜

72 2016/8/24 張○生 砂糖(2包)、果汁(2罐)、清潔劑(1瓶)。 聖安娜

73 2016/8/24 徐○姐 白米(3包)。 聖安娜

74 2016/8/24 顏○姐 白米(4包)。 聖安娜

75 2016/8/24 張○姐 砂糖(2包)、清潔劑(2罐)。 聖安娜

76 2016/8/24 五○菩薩慈善會 成人尿布(1箱)、兒童尿布(1箱)、衛生紙(1箱)。 聖安娜

77 2016/8/24 無○五母宮 白米(100斤)、物資(1批)。 聖安娜

78 2016/8/24 無○蓮花殿 物資(1批)。 聖安娜

79 2016/8/25 社○法人中華民國慈音功德會

白米(100斤)、美食家.沙拉油(1桶)、鹽12包/醬油1

箱/米粉(1箱)、番茄醬(1箱)、麵筋球1袋/白醋(1

桶)。

聖安娜

80 2016/8/25 社○法人中華民國慈音功德會
冰糖(1袋)、素香鬆(1包)、麵線(1箱)、米香(9個)、

餅乾(1批)。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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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016/8/25 彩○○居 物資(1批)。 聖安娜

82 2016/8/26 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德國綜合水果穀片(45包)、葵花油(60瓶)、鳳梨果

汁(96瓶)、西班牙gall 蔬菜麵(55包)、Granoyo義

大利麵(24包)。

聖安娜

83 2016/8/21 懷○停 食品(168箱)。 聖安娜

84 2016/8/25 台○市福德愛心會 尿布M號(7箱)。 聖安娜

85 2016/8/26 新○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 成人紙尿褲(22箱)。 聖安娜

86 2016/8/26 黃○賢 水蜜桃(6顆)。 聖安娜

87 2016/8/26 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宏牛奶粉(2箱)。 聖安娜

88 2016/8/27 台○市遠東獅子會 成人紙尿布(16箱)。 聖安娜

89 2016/8/28 林○○珠 白米50斤/包(2包)。 聖安娜

90 2016/8/29 家○天和管理委員會
白米(29公斤)、油(11公升)、玉米罐頭(8罐)、麵條

9公斤/冬粉(1袋)、零食(2箱)。
聖安娜

91 2016/8/29 慈○宮 白米(300斤)、雞絲麵(6箱)、味精(2條)。 聖安娜

92 2016/8/29 陳○雄 餅乾(1包)。 聖安娜

93 2016/8/30 財○法人永瑞慈善事業基金會 成人紙尿褲(1箱)、兒童紙尿褲(1箱)。 聖安娜

94 2016/8/30 南○○壽 快擬寶(4瓶)。 聖安娜

95 2016/8/30 南○○壽 快擬寶(4瓶)。 聖安娜

96 2016/8/30 南○○壽 快擬寶(3瓶)。 聖安娜

97 2016/8/3 旭○實業有限公司 生津金棗茶12罐 聖方濟

98 2016/8/3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聖方濟

99 2016/8/3 頭○開成寺 礦泉水50箱 聖方濟

100 2016/8/4 財○法人就正書軒文化基金會 醫療床1脹 聖方濟

101 2016/8/4 財○法人就正書軒文化基金會 輪椅1張 聖方濟

102 2016/8/4 財○法人就正書軒文化基金會 助行器1張 聖方濟

103 2016/8/4 財○法人就正書軒文化基金會 洗澡墊1張 聖方濟

104 2016/8/4 林○田 白米20斤 聖方濟

105 2016/8/4 鹿○宮義女慈善會 肉粽250粒 聖方濟

106 2016/8/5 立○電料有限公司 潔臣吸塵器4台 聖方濟

107 2016/8/6 翰○蛋糕禮坊 海綿蛋糕200粒 聖方濟

108 2016/8/6 宜○社區大學志工隊 多功能吸塵器1台 聖方濟

109 2016/8/6 李○泰 糙米30公斤 聖方濟

110 2016/8/6 頭○城東里里長 李○珠 海苔醬12罐 聖方濟

111 2016/8/6 榛○○啡 耳掛式咖啡100盒 聖方濟

112 2016/8/6 奕○軒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切達乳酪90盒 聖方濟

113 2016/8/6 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礦泉水/梅子綠茶20箱 聖方濟

114 2016/8/12 玉○宮 白米20小包 聖方濟

115 2016/8/12 玉○宮 供品1批 聖方濟

116 2016/8/12 玉○宮 水果1批 聖方濟

117 2016/8/12 玉○宮 肉品1批 聖方濟

118 2016/8/12 玉○宮 罐頭1批 聖方濟

119 2016/8/12 玉○宮 雜糧1批 聖方濟

120 2016/8/12 玉○宮 包子1批 聖方濟

121 2016/8/18 旺○食品商行 牛奶10箱 聖方濟

122 2016/8/22 南○宮附設玉雲慈善基金會 奶粉50罐 聖方濟

123 2016/8/22 南○宮附設玉雲慈善基金會 紙尿褲  XL 50袋 聖方濟

124 2016/8/22 南○宮附設玉雲慈善基金會 沙其瑪50包 聖方濟

125 2016/8/22 花○○坊 米粉2包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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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2016/8/22 花○○坊 麵條2包 聖方濟

127 2016/8/22 花○○坊 罐頭6罐 聖方濟

128 2016/8/23 瑤○公爐下眾弟子 白米200斤 聖方濟

129 2016/8/23 瑤○公爐下眾弟子 冬粉4袋 聖方濟

130 2016/8/24 全○○店 陳○生 白米50斤 聖方濟

131 2016/8/24 許○海 魚罐頭6打 聖方濟

132 2016/8/27 承○○寺 白米800斤 聖方濟

133 2016/8/27 承○○寺 米粉1件 聖方濟

134 2016/8/27 承○○寺 沙拉油3箱 聖方濟

135 2016/8/27 承○○寺 麵條8箱 聖方濟

136 2016/8/27 承○○寺 雜糧1箱 聖方濟

137 2016/8/27 承○○寺 冬瓜1箱 聖方濟

138 2016/8/27 承○○寺 素豆皮1件 聖方濟

139 2016/8/27 承○○寺 仙草2桶 聖方濟

140 2016/8/30 蘭○白天宮 白米300斤 聖方濟

141 2016/8/30 頭○淨根慈惠堂 白米390斤 聖方濟

142 2016/8/31 亞○國際地產宜蘭營運處 白米50斤 聖方濟

143 2016/8/31 有○不動產 吳○宜 白米100斤 聖方濟

144 2016/8/31 張○雲 糙米50斤 聖方濟

145 2016/8/31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垃圾桶40個、垃圾袋1箱、三層餐車3台、好神拖

10組
聖方濟

146 2016/8/31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三階鋁梯3座、大聲公2組PE手套1箱、乳膠手套1

箱
聖方濟

147 2016/8/31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濕紙巾1箱、額溫槍1個、檢驗手套1箱、沙拉油4

箱
聖方濟

148 2016/8/31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粉絲3件、麵筋3箱、二號砂糖30包、料理米酒3箱 聖方濟

149 2016/8/4 中○民國喜願協會 水壼26個、玩具一批 高雄

150 2016/8/4 安○司股份有限公司 物資 高雄

151 2016/8/12 中○民國喜願協會 水壼10個、玩具10組、筆記本11本 高雄

152 2016/8/15 張○ 童鞋2雙、衣褲一批 高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