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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8/10 光○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特蒂斯MIMI海洋深層美肌水400ML10箱

240瓶
基金會

2 2017/8/2 高○軒
西瓜(1箱)、木瓜(1箱)、芒果(1箱)、百香果

(1箱)。
聖安娜

3 2017/8/3 曾○施 白木耳(1袋)。 聖安娜

4 2017/8/3 王○心 白米(50斤)。 聖安娜

5 2017/8/3 王○挺 白米(50斤)。 聖安娜

6 2017/8/3 李○偉 白米(50斤)。 聖安娜

7 2017/8/3 潘○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8 2017/8/3 周○琴 白米(50斤)。 聖安娜

9 2017/8/3 陳○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10 2017/8/3
新○發國際建設有限公司

華○營造 蔡○伯
羊奶饅頭(40盒)。 聖安娜

11 2017/8/3 方○心邵○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12 2017/8/3 侯○凱邵○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13 2017/8/3 林○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14 2017/8/3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69斤)。 聖安娜

15 2017/8/4 吳○真 謝禎成 白米50斤(2包)。 聖安娜

16 2017/8/5 洪○雄 肥皂(3包)。 聖安娜

17 2017/8/7 王○然 減壓坐墊(1個)、紗布毛巾(4盒)。 聖安娜

18 2017/8/7 鄭○元 白米(50斤)、雜貨(1批)。 聖安娜

19 2017/8/8 吳○傑
米粉2包/白米(2包)、油(2罐)、垃圾袋(6

袋)、濕紙巾(8包)、蔓越莓汁(2箱)。
聖安娜

20 2017/8/8 曹○華 白米(300斤)。 聖安娜

21 2017/8/8 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奶粉(40包)。 聖安娜

22 2017/8/9 台○市磁山育禾觀音協會
三明治(40份)、豆漿(30杯)、酵素梅子汁(30

杯)。
聖安娜

23 2017/8/9 蕭○蜜 成人尿褲(2箱)。 聖安娜

24 2017/8/9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72斤)。 聖安娜

25 2017/8/10 林○姐 白米(50斤)。 聖安娜

26 2017/8/10 程○翔 白米(50斤)。 聖安娜

27 2017/8/11 台○市磁山育禾觀音協會 三明治(10個)。 聖安娜

28 2017/8/11 劉○憶 白米(40斤)。 聖安娜

29 2017/8/14 謝○斌.謝○蜜.謝○緯.謝○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30 2017/8/16 陳○瑛
蔓越莓果汁1000ml/瓶(12瓶)、濕紙巾(48

包)。
聖安娜

31 2017/8/16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76斤)。 聖安娜

32 2017/8/17
丁○芬 王○芸 糖糖

金金 美仙姐姐 逸勉姐姐
益力康(6瓶)、尿布(5包)。 聖安娜

33 2017/8/18 台○市磁○育禾觀音協會
芝麻包(60個)、紅豆包(32個)、茯苓豆漿(4

桶)。
聖安娜

34 2017/8/19 何○生 肉品(3包)。 聖安娜

35 2017/8/19 楊○道

乳膠健診手套M.L/盒(10盒)、Y紗(4*4)50包/

約束帶(30個)、百略醫學血壓脈帶(1個)、

OMROM手臂式軟式壓脈帶1個/OK蹦(2

盒)、KY Jelly 1條/棉花棒(5盒)。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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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17/8/20 信○企業.黃○凱
香菇4斤/鹹蛋(30斤)、皮蛋30斤/雞蛋(10

斤)、紅豆(10斤)、綠豆(10斤)、油(2桶)。
聖安娜

37 2017/8/20 廣○商行 李○地 米粉(2箱)、冬粉(3袋)。 聖安娜

38 2017/8/21 陳○靜琴 白米(50斤)。 聖安娜

39 2017/8/21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74斤)。 聖安娜

40 2017/8/22 何○煌全家 白米(60斤)。 聖安娜

41 2017/8/22 曹○祥全家 白米(60斤)。 聖安娜

42 2017/8/23 台○市卓越國際獅子會
洗衣機(1台)、濕紙巾(100包)、蔓越莓汁(10

箱)、益力壯(5包)。
聖安娜

43 2017/8/23 天○幫 羅○真

來復易魔術氈黏貼型成褲 S號 22片/包/4包

(1箱)、來復易設施用黏貼型成褲M號20片/

包/4包(1箱)、來復易整夜尿片設施/32片/箱

(2箱)。

聖安娜

44 2017/8/24 游○暐 白米(100斤)。 聖安娜

45 2017/8/24 吳○真 謝○成 白米(2包)。 聖安娜

46 2017/8/25 張○秀
好奇超純水濕巾(16包)、

33公升市政府專用垃圾袋(3包)。
聖安娜

47 2017/8/25 小○陽愛心團隊 雞蛋(2箱)。 聖安娜

48 2017/8/27 無○殿 物資(1批)。 聖安娜

49 2017/8/27 廣○禪寺 白米(200斤)、乾糧(1批)。 聖安娜

50 2017/8/28 張○豪 白米(100斤)。 聖安娜

51 2017/8/28 楊○合 益力壯(4箱)。 聖安娜

52 2017/8/28 北○和鎮宮 白米(300斤)、普渡品(35份)。 聖安娜

53 2017/8/29 董○偉
豆漿(30杯)、三明治(25個)、蔬菜炒麵(15

份)。
聖安娜

54 2017/8/29 陳○成 北市府專用垃圾袋33公升(10包)。 聖安娜

55 2017/8/29 泰○貝 陳○霖 羅○蓮
洗潔精(18罐)、蔓越莓汁小瓶(36瓶)、蔓越

莓汁大瓶(15罐)。
聖安娜

56 2017/8/30 蘇○林 白米(1包)、泰山紅八寶(36罐)。 聖安娜

57 2017/8/30 吳○燕 洗碗精(4瓶)。 聖安娜

58 2017/8/30 廖○繪
康乃馨濕紙巾(1箱)、

拭拭樂濕紙巾(2箱)。
聖安娜

59 2017/8/31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66斤)。 聖安娜

60 2017/8/1 旭○實業有限公司 生津金棗茶12罐 聖方濟

61 2017/8/1 許○樺 白米100斤 聖方濟

62 2017/8/1 善○人士 大同二手電漿32吋1台 聖方濟

63 2017/8/1 林○田 白米40斤 聖方濟

64 2017/8/1 簡○恩 白米(3公斤)5包 聖方濟

65 2017/8/1 簡○堂 白米(3公斤)5包 聖方濟

66 2017/8/7 財團法人旺○文教基金會 旺仔小饅頭布丁30g*2025箱 聖方濟

67 2017/8/7 財團法人旺○文教基金會 旺仔小饅頭水果30g*2025箱 聖方濟

68 2017/8/8 張○豪 牛舌餅10箱 聖方濟

69 2017/8/9 吳○阿尾 紙尿褲6.5包 聖方濟

70 2017/8/10 善心人士 男性領帶14條 聖方濟

71 2017/8/10 善心人士 女用皮夾1個 聖方濟

72 2017/8/10 善心人士 男用皮夾3個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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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2017/8/10 善心人士 女用皮包1個 聖方濟

74 2017/8/10 善心人士 桌上飾品7個 聖方濟

75 2017/8/10 善心人士 卡通造型筆5個 聖方濟

76 2017/8/10 善心人士 陶磁吸水墊1個 聖方濟

77 2017/8/10 善心人士 茶杯組1個 聖方濟

78 2017/8/10 善心人士 電子鍋1個 聖方濟

79 2017/8/10 善心人士 點心盒1個 聖方濟

80 2017/8/10 善心人士 藥盒1個 聖方濟

81 2017/8/10 善心人士 手機架1個 聖方濟

82 2017/8/10 善心人士 BRITA濾水壺1個 聖方濟

83 2017/8/10 善心人士 傳統相機1個 聖方濟

84 2017/8/10 善心人士 環保袋1批 聖方濟

85 2017/8/10 簡○達 山崎烤麵包機16台 聖方濟

86 2017/8/10 簡○達 KOZAWA雙溫控軒轉烤箱3台 聖方濟

87 2017/8/10 簡○達 小澤4-6人美式咖啡機3台 聖方濟

88 2017/8/10 簡○達 山崎好煮意多功能美食鍋60台 聖方濟

89 2017/8/10 簡○達 山崎生機調理機1台 聖方濟

90 2017/8/10 簡○達 山崎時尚果汁機2台 聖方濟

91 2017/8/10 簡○達 山崎v10雙渦輪吸塵器4台 聖方濟

92 2017/8/10 簡○達 山崎手提式真空悶燒罐20台 聖方濟

93 2017/8/10 簡○達 小澤負離子粉彩吹風機1支 聖方濟

94 2017/8/10 簡○達 小澤吹風機1支 聖方濟

95 2017/8/10 簡○達 小澤吹風機1台 聖方濟

96 2017/8/10 簡○達 小澤摺疊吹風機3台 聖方濟

97 2017/8/10 簡○達 吉普生專業吹風機4台 聖方濟

98 2017/8/10 簡○達 I-COOL18"立體擺頭電扇6台 聖方濟

99 2017/8/10 簡○達 山崎2.5l多功能悶燒鍋12台 聖方濟

100 2017/8/11 阿○工作室 手工肥皂54粒 聖方濟

101 2017/8/15 榛○咖啡 掛耳式咖啡200盒 聖方濟

102 2017/8/15 榛○咖啡 咖啡豆1批 聖方濟

103 2017/8/15 林○合 電動床1組 聖方濟

104 2017/8/15 林○合 製氧機1組 聖方濟

105 2017/8/15 林○合 氣墊床1組 聖方濟

106 2017/8/18 翰○蛋糕 蜂蜜海綿蛋糕200個 聖方濟

107 2017/8/18 鬍○包子店 包子47粒 聖方濟

108 2017/8/19 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礦泉水15箱 聖方濟

109 2017/8/19 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冬瓜檸檬15箱 聖方濟

110 2017/8/21
財○法人宜蘭縣社會福利

聯合勸募基金會
白米150斤 聖方濟

111 2017/8/24 許○龍/洪秋美 白米1000斤 聖方濟

112 2017/8/25
財團法人

○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成人復健褲M6箱 聖方濟

113 2017/8/25
財團法人

○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成人復健褲L4箱 聖方濟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2017年8月份捐物芳名錄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褔利基金會

114 2017/8/25
財團法人

○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替換式尿片10箱 聖方濟

115 2017/8/25
財團法人

○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紙尿褲5箱 聖方濟

116 2017/8/25
財團法人

○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3摺擦手紙6箱 聖方濟

117 2017/8/25
財團法人

○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好神拖把4組 聖方濟

118 2017/8/25
財團法人

○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L型翻身枕5套 聖方濟

119 2017/8/25
財團法人

○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沙拉油4箱 聖方濟

120 2017/8/26 頭城淨○慈惠堂 白米600斤 聖方濟

121 2017/8/26 頭城淨○慈惠堂 供品1批 聖方濟

122 2017/8/27 林○佑 白米12斤 聖方濟

123 2017/8/30 玉○宮 白米135公斤 聖方濟

124 2017/8/30 玉○宮 肉1袋 聖方濟

125 2017/8/30 玉○宮 水果1袋 聖方濟

126 2017/8/30 玉○宮 雜物1袋 聖方濟

127 2017/8/30 玉○宮 魚罐頭1箱 聖方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