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1 2017/1/11 林○蓉 成人紙尿片1箱 台東

2 2017/1/11 江○家 成人紙尿布(L)1箱 台東

3 2017/1/11 台○電力公司岡山服務所 圍巾4條 台東

4 2017/3/2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96斤)。 聖安娜

5 2017/3/2 雅○有限公司 義式黑巧克力餅乾140包(7箱)。 聖安娜

6 2017/3/4 蔡○昌 咖啡(2包)、花生醬(9罐)。 聖安娜

7 2017/3/4 游○信
糖果 餅乾(10包)、肉鬆(1包)、肉乾(1包)、玉

米濃湯塊(10盒)、花生醬(5罐)。
聖安娜

8 2017/3/4 林○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9 2017/3/4 方○心邵○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10 2017/3/4 侯○凱邵○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11 2017/3/4 張○豪 白米(50斤)。 聖安娜

12 2017/3/4 林○玉慎 氧氣機(1台)。 聖安娜

13 2017/3/6 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紅牛全脂奶粉1KG20包(2箱)。 聖安娜

14 2017/3/7 劉○憶 白米(40斤)。 聖安娜

15 2017/3/8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78斤)。 聖安娜

16 2017/3/8 余○忠
養生原味綜合堅果(1包)、濾掛式咖啡(120

包)、運動遮陽帽(33頂)。
聖安娜

17 2017/3/9 丁○岑 王○芸 泰○貝佛舍

成人紙尿褲M號(15包)、垃圾袋 大10捲/中10

捲/小(10捲)、1號電池&2號電池各(12顆)、3

號電池(80顆)、4號電池(40顆)。

聖安娜

18 2017/3/10 土○承天禪寺

白米(230斤)、油2罐/五穀粉1中袋/麵(3中

袋)、餅乾1中袋/薑母茶1中袋/雜糧(2中袋)、

冬粉(1中袋)、麵茶1中袋/麵線(2小袋)。

聖安娜

19 2017/3/10 林○姐 白米(50斤)。 聖安娜

20 2017/3/12 財團法人永○慈善事業基金會 成人紙尿褲(1箱)、兒童紙尿褲(1箱)。 聖安娜

21 2017/3/14 默○行
包大人紙尿褲(48包)、垃圾袋(24捲)、

二砂糖50KG(5包)。
聖安娜

22 2017/3/15 蔡○臻 白米(20斤)。 聖安娜

23 2017/3/15 台○市磁○育禾觀音協會 甜菜梗豆漿(3桶)、麻婆豆腐包(50個)。 聖安娜

24 2017/3/15 瑋○企業有限公司
健身車(6台)、懶人車(3台)、橢圓機(5台)、飛

輪車(4台)、跑步機(2台)。
聖安娜

25 2017/3/15 游○暐 雞蛋(4箱)。 聖安娜

26 2017/3/16 麥○博士股份有限公司 麵包(1袋)。 聖安娜

27 2017/3/16 林○睿 養樂多(200瓶)。 聖安娜

28 2017/3/16 葉○瑄 養樂多(50瓶)。 聖安娜

29 2017/3/16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62斤)。 聖安娜

30 2017/3/17
財團法人台北市雨○慈善基金

會
白米4KG/包 7包/箱(4箱)。 聖安娜

31 2017/3/18 林○溶 台北市專用垃圾袋(30包)。 聖安娜

32 2017/3/18 黃○珊 成人紙尿褲M號(5箱)。 聖安娜

33 2017/3/18 周○萍 掃把(20支)、畚箕(10只)。 聖安娜

34 2017/3/18 沈○君 好神拖(8組)。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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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17/3/18 何○珠
垃圾袋45公升(30捲)、垃圾袋20公升(30捲)、

垃圾袋15公升(30捲)、餐具用菜瓜布(20組)。
聖安娜

36 2017/3/18 蘇○妃
國際牌電池1號(2盒)、國際牌電池2號(2盒)、

國際牌電池3號(4盒)、國際牌電池4號(2盒)。
聖安娜

37 2017/3/18 李○芳 朱○卿 2號砂糖(30包)。 聖安娜

38 2017/3/18 財團法人聞○全人教育基金會

乳膠檢診手套(ss)(30盒)、乳膠檢診手套(s)(30

盒)、乳膠檢診手套(m)(30盒)、乳膠檢診手套

(L)(30盒)、滅菌壓舌板10包/滅菌4*4CM紗布

(50包)。

聖安娜

39 2017/3/18 楊○雲 周○莉 台塑黑色垃圾袋126L(30捲)。 聖安娜

40 2017/3/18 林○珍 C-9特殊超軟毛健康牙刷(30盒)。 聖安娜

41 2017/3/18 謝○斌.謝○蜜.謝○緯.謝○儀 白米4包(100斤)。 聖安娜

42 2017/3/19 信○企業.黃○凱 白米50斤/包(5包)、快擬寶(4瓶)。 聖安娜

43 2017/3/19 廣○商行 李○地
白米50斤/包(2包)、紅豆(15斤)、

糖(15斤)、沙拉油(1箱)。
聖安娜

44 2017/3/19 茵○美髮 林○傑 白米50斤/包(3包)。 聖安娜

45 2017/3/20 吳○真 謝○成 白米(100斤)。 聖安娜

46 2017/3/21 顏○嫻 襪子(2雙)。 聖安娜

47 2017/3/21 韋○葵 襪子(64雙)。 聖安娜

48 2017/3/21 林○春桃 白米(50斤)。 聖安娜

49 2017/3/21 許○玲 發熱襪6雙(1件)。 聖安娜

50 2017/3/21 盧○貞 發熱襪(6雙)。 聖安娜

51 2017/3/21 黃○芳 發熱襪(6雙)。 聖安娜

52 2017/3/21 曾○平 發熱襪(12雙)。 聖安娜

53 2017/3/21 吉○早餐 發熱襪(12雙)。 聖安娜

54 2017/3/22 吳○阿吻 沐浴乳6包/箱(3箱)、洗髮精6包/箱(3箱)。 聖安娜

55 2017/3/23 善心人士(物資) 白米(200斤)。 聖安娜

56 2017/3/24 台○金山財神廟慈善會

安爽特級乾爽成人紙尿褲XL(30箱)、金貝貝紙

尿褲XL(30箱)、超值嬰兒潔膚濕巾(25箱)、加

倍潔漂白洗衣粉(30箱)、家樂福超值漂白水

(30箱)。

聖安娜

57 2017/3/24
財團法人全○慶祥慈善事業基

金會
全聯禮劵三萬元整(1份)。 聖安娜

58 2017/3/26 賴○海 白米(70斤)。 聖安娜

59 2017/3/27 中○209行善家族

成人紙尿褲M型L型3840片(40箱)、看護墊

600片5箱/牙膏72條(附牙刷)(1箱)、醬油24瓶

4箱/洗衣粉16包(4箱)、洗碗精16瓶4箱/清潔

用漂白水20瓶(5箱)、餅乾4包(2箱)。

聖安娜

60 2017/3/29 徠○實業有限公司
十項全能除垢劑(8入)、超氧悍將槽淨霸(2

入)、成人紙尿布(1箱)、防水圍裙(20件)。
聖安娜

61 2017/3/30 徐○健
媽媽拉麵10包/箱(2箱)、

關廟麵10包/箱(2箱)。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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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017/3/30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132斤)。 聖安娜

63 2017/3/30 徐○國 許錦蓮 蛋糕(1盒)。 聖安娜

64 2017/3/2 中○電信公司 地瓜12箱 聖方濟

65 2017/3/3 謝○貞/朱○杰 園遊券5張 聖方濟

66 2017/3/3 朱○毅/朱○宣 園遊券5張 聖方濟

67 2017/3/3 王○貞 園遊券5張 聖方濟

68 2017/3/3 王○鴻 園遊券3張 聖方濟

69 2017/3/3 周○蘭 園遊券3張 聖方濟

70 2017/3/3 陳○純 園遊券2張 聖方濟

71 2017/3/3 洪○源 園遊券2張 聖方濟

72 2017/3/3 洪○家 園遊券2張 聖方濟

73 2017/3/3 洪○昌 園遊券2張 聖方濟

74 2017/3/3 陳○娟 園遊券2張 聖方濟

75 2017/3/3 李○色 園遊券3張 聖方濟

76 2017/3/3 李○濟 園遊券2張 聖方濟

77 2017/3/3 林○柇 園遊券5張 聖方濟

78 2017/3/3 林○琴 園遊券2張 聖方濟

79 2017/3/3 林○瑩 園遊券2張 聖方濟

80 2017/3/8 劉○明 醫療床1床 聖方濟

81 2017/3/8 劉○明 四腳拐1隻 聖方濟

82 2017/3/14 王○蘭 輪椅1張 聖方濟

83 2017/3/14 王○蘭 拐杖1隻 聖方濟

84 2017/3/14 王○蘭 馬桶椅1張 聖方濟

85 2017/3/14 王○蘭 助行器1隻 聖方濟

86 2017/3/25 林○田 白米40斤 聖方濟

87 2017/3/30 善心人士 米粉8包 聖方濟

88 2017/3/30 善心人士 奶粉(大)1罐 聖方濟

89 2017/3/30 善心人士 奶粉(3磅)1包 聖方濟

90 2017/3/30 善心人士 麥片3罐 聖方濟

91 2017/3/30 善心人士 麵筋3罐 聖方濟

92 2017/3/30 善心人士 鯖魚罐頭3罐 聖方濟

93 2017/3/30 善心人士 脆瓜3罐 聖方濟

94 2017/3/30 善心人士 花生湯2盒 聖方濟

95 2017/3/30 善心人士 白米120公斤 聖方濟

96 2017/3/30 善心人士 抽取式衛生紙1箱 聖方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