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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6/9/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聖安娜

2 2016/9/1 善心人士 白米(40斤)。 聖安娜

3 2016/9/1 何○忠 白米(20斤)。 聖安娜

4 2016/9/1 林○昭 白米(20斤)。 聖安娜

5 2016/9/1 方○心 邵○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6 2016/9/1 侯○凱 邵○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7 2016/9/1 林○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8 2016/9/1 高○貞 白米(200斤)。 聖安娜

9 2016/9/2 曾○和 月餅(20盒)。 聖安娜

10 2016/9/2 財○法人台北市普濟寺 白米(300斤)、餅乾 (5箱)。 聖安娜

11 2016/9/4 育○○行 周○師 青菜(1批)。 聖安娜

12 2016/9/4 江○毅 尿布(5箱)、玩具(4個)。 聖安娜

13 2016/9/5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58斤)。 聖安娜

14 2016/9/6 萬○代天宮 白米(200斤)。 聖安娜

15 2016/9/6 吳○○吻 洗髮精(20包)、沐浴乳(20包)。 聖安娜

16 2016/9/6 無○五母宮 包大人紙尿褲(15箱)、快擬寶(24罐)。 聖安娜

17 2016/9/6 青○府 白米(350斤)。 聖安娜

18 2016/9/7 弘○企業有限公司 珍農豆漿(5箱)。 聖安娜

19 2016/9/9 周○琴 白米(50斤)。 聖安娜

20 2016/9/9 陳○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21 2016/9/9 潘○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22 2016/9/9 仁○里里長 洪○林及里民
油7瓶/鹽7包/糖(7包)、飲料(7瓶)、麵條(7包)、冬

粉7包/餅乾(7包)、白米(60公斤)。
聖安娜

23 2016/9/9 懷○停 飲用水(60瓶)。 聖安娜

24 2016/9/10 林○姐 白米(50斤)。 聖安娜

25 2016/9/11 信○○業 黃○凱
尿布(16包)、油(1桶)、綠豆(1大袋)、紅豆(1大

袋)、薏仁(1大袋)。
聖安娜

26 2016/9/11 淡○龍虎宮 白米(60斤)。 聖安娜

27 2016/9/12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51斤)。 聖安娜

28 2016/9/12 新○三越台北天母店 中秋禮盒(13盒)。 聖安娜

29 2016/9/12 陳○銨 白米3公斤/包(4包)。 聖安娜

30 2016/9/13 台○市中華愛心會 月餅(36個)。 聖安娜

31 2016/9/13 元○柏悅社區 月餅(3盒)。 聖安娜

32 2016/9/15 張○姐 台中黎記綜合蛋黃酥(1盒)、李亭香御禮盒(1盒)。 聖安娜

33 2016/9/15 黃○柔 100%純棉短袖圓領衫(6件)、御膳米2公斤(2包)。 聖安娜

34 2016/9/16 廖○領 黑人牙膏250G(15條)。 聖安娜

35 2016/9/16 廖○領 黑人牙膏250G(9條)。 聖安娜

36 2016/9/19 張○○英 白米(20斤)、衛生紙(2袋)。 聖安娜

37 2016/9/22 中○印製廠

雪芙蘭洗面乳30條/擦手紙(8包)、兒童尿布XL(40

包)、BENQ電視43吋(1台)、硬碟2T(1台)、兒童成

長麥粉(36罐)。

聖安娜

38 2016/9/22 汪○騰 汪○○子
快擬寶(12罐)、桂格麥粉(24罐)、兒童尿布XL(6

包)、成人尿布M(6包)。
聖安娜

39 2016/9/22 許○爭 洪○香 兒童尿布(4包)、成人尿布(6包)。 聖安娜

40 2016/9/23 小○陽愛心團隊 雞蛋(1箱)。 聖安娜

41 2016/9/23 吳○真 林○傑 林○翔 林○宇 徐○躍 白米50斤(2包)。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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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16/9/24 謝○斌 謝○蜜 謝○緯 謝○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43 2016/9/29 徠○實業有限公司 益利康(12罐)。 聖安娜

44 2016/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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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2016/9/1 曾○寰 白米16公斤 聖方濟

46 2016/9/1 游○說 白米20斤 聖方濟

47 2016/9/1 游○說 供品1批 聖方濟

48 2016/9/2 宜○縣蘭陽博物館 臘肉36條 聖方濟

49 2016/9/3 林○○暖 地瓜30斤 聖方濟

50 2016/9/3 林○通 安素營養品77罐 聖方濟

51 2016/9/3 諶○美 鶴岡文旦1箱 聖方濟

52 2016/9/3 林○田 白米40斤 聖方濟

53 2016/9/4 海○陸戰隊退伍協會 抽取式衛生紙4箱 聖方濟

54 2016/9/4 海○陸戰隊退伍協會 白米90斤 聖方濟

55 2016/9/4 海○陸戰隊退伍協會 新內褲1批 聖方濟

56 2016/9/5 佛○會 白米20斤 聖方濟

57 2016/9/5 佛○會 礦泉水1箱 聖方濟

58 2016/9/5 佛○會 壽桃/壽麵線1批 聖方濟

59 2016/9/7 朱○毅 朱○杰 月餅5盒 聖方濟

60 2016/9/7 王○貞老師 月餅禮盒5盒 聖方濟

61 2016/9/7 元○不動產仲介企業社 月餅禮盒10盒 聖方濟

62 2016/9/7 有○不動產 月餅禮盒5盒 聖方濟

63 2016/9/7 洪○卿 月餅禮盒1盒 聖方濟

64 2016/9/7 黃○愉 月餅禮盒1盒 聖方濟

65 2016/9/7 林○秝 月餅禮盒3盒 聖方濟

66 2016/9/7 麻○麵 白米50斤 聖方濟

67 2016/9/7 麻○麵 餅乾5盒 聖方濟

68 2016/9/7 賴○湘 月餅禮盒50盒 聖方濟

69 2016/9/8 宜○縣蘇澳福德宮管理委員會 白米5公斤 聖方濟

70 2016/9/9 簡○峰 沐浴乳84瓶 聖方濟

71 2016/9/9 簡○峰 沙拉油2箱 聖方濟

72 2016/9/10 宜○縣警察局礁溪分局 柚子5箱 聖方濟

73 2016/9/10 秀○基金會 白米100斤 聖方濟

74 2016/9/13 羅○妙覺寺 白米240斤 聖方濟

75 2016/9/13 羅○妙覺寺 芝麻粉1箱 聖方濟

76 2016/9/13 羅○妙覺寺 杏仁粉1箱 聖方濟

77 2016/9/13 羅○妙覺寺 麥片2箱 聖方濟

78 2016/9/13 羅○妙覺寺 餅乾2袋 聖方濟

79 2016/9/14 龍○工業有限公司 柚子1箱 聖方濟

80 2016/9/20 東○○市 娃○○盟 柚子11袋 聖方濟

81 2016/9/22 游○富 白米(2公斤)48包 聖方濟

82 2016/9/22 李○貴 手工香皂71個 聖方濟

83 2016/9/22 蓮○ 麵筋2盒 聖方濟

84 2016/9/22 蓮○ 白米10斤 聖方濟

85 2016/9/22 蓮○ 黑糖糕2籠 聖方濟

86 2016/9/29 新○勢瑞芳區婦女會 紙尿褲6箱 聖方濟

87 2016/9/29 陳○○螺 安素奶粉4.5箱 聖方濟

88 2016/9/22 十○○德 影印紙4箱、衛生紙3箱 高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