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1 2017/11/2
台北市○龍菩提行願會會長蔡

曉暾
白米30斤/包(4包)、奶粉(2罐)。 聖安娜

2 2017/11/3 周○琴 白米(50斤)。 聖安娜

3 2017/11/3 李○偉 白米(50斤)。 聖安娜

4 2017/11/3 陳○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5 2017/11/3 陸○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雞腿棒15公斤(1箱)。 聖安娜

6 2017/11/3 馬○太 兒童尿布XL(2箱)。 聖安娜

7 2017/11/4 方○心邵○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8 2017/11/4 侯○凱邵○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9 2017/11/4 林○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10 2017/11/6 佳○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尿布(7箱)。 聖安娜

11 2017/11/6 黃○廣 橘子(2袋)。 聖安娜

12 2017/11/7 黃○霈 游○龍 游○承
香蕉(1袋)、柿子(1袋)、柳丁(1袋)、西施柚(1

袋)。
聖安娜

13 2017/11/7
吳○真.林○傑.林○翔.林○宇

徐○躍
白米(2包)。 聖安娜

14 2017/11/7 謝○成 謝○琪 白米(2包)。 聖安娜

15 2017/11/8 張○昌 白米(100斤)。 聖安娜

16 2017/11/9 花○彤 白米(20公斤)、米粉(5包)。 聖安娜

17 2017/11/9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68斤)。 聖安娜

18 2017/11/9 吳○傑

沙拉油(1桶)、白米(1包)、衛生紙(1箱)、

掃把(5支)、醬油膏(1桶)、玻璃清潔劑(5

瓶)。

聖安娜

19 2017/11/9 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紅牛全脂奶粉1kg20包/箱(2箱)。 聖安娜

20 2017/11/9 王○挺 白米(50斤)。 聖安娜

21 2017/11/9 王○心 白米(50斤)。 聖安娜

22 2017/11/9 潘○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23 2017/11/9 唐○鴻 白米(50斤)。 聖安娜

24 2017/11/10 林○姐 白米(50斤)。 聖安娜

25 2017/11/10 程○翔 白米(50斤)。 聖安娜

26 2017/11/10 劉○憶 白米(40斤)。 聖安娜

27 2017/11/10 蕭○彥 蕭○昱 蕭○潔 白米(12公斤)。 聖安娜

28 2017/11/10 陸○股份有限公司 雞腿(15公斤)。 聖安娜

29 2017/11/10 吳○ 羊奶饅頭(4盒)。 聖安娜

30 2017/11/10
群○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林○億
羊奶饅頭(40盒)。 聖安娜

31 2017/11/11 陳○婕 白米(100斤)。 聖安娜

32 2017/11/11 吳○庭 白米(50斤)。 聖安娜

33 2017/11/11 翁○軒 白米(100斤)。 聖安娜

34 2017/11/11 蔡○容 蔡○芯 白米(150斤)。 聖安娜

35 2017/11/11 王○騰 白米(100斤)。 聖安娜

36 2017/11/11 許○瑜 白米(100斤)。 聖安娜

37 2017/11/12 牟○誼 白米(1袋)。 聖安娜

38 2017/11/12 郭○德 白米(1袋)。 聖安娜

39 2017/11/12 信○企業.黃○凱 白米50斤/包(7包)。 聖安娜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褔利基金會

2017年11月份捐物芳名錄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褔利基金會

2017年11月份捐物芳名錄

40 2017/11/12 林○傑 陳○瑀 白米50斤(1包)。 聖安娜

41 2017/11/13 羅○暘 兒童尿布2包(1箱)。 聖安娜

42 2017/11/13 余○樂 白米(100斤)。 聖安娜

43 2017/11/13 胡○培 成人尿布(5包)、兒童尿布(4包)。 聖安娜

44 2017/11/14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69斤)。 聖安娜

45 2017/11/15 大○然水果店黃騰廣 石榴(1袋)、香瓜(1袋)。 聖安娜

46 2017/11/15 黃○霈 游○龍 游○承 石榴(1袋)、蜜柿(1袋)。 聖安娜

47 2017/11/15
財○法人

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
全聯禮券肆萬元(1份)。 聖安娜

48 2017/11/17 甫○平 蔣昀錚 白米(100斤)。 聖安娜

49 2017/11/17 趙○興 白米(100斤)。 聖安娜

50 2017/11/17 梁○岳 小淘氣紙尿褲XL(2箱)。 聖安娜

51 2017/11/17 陸○股份有限公司 美規d6棒腿(IQF)(15公斤)。 聖安娜

52 2017/11/21 善心人士(物資) 饅頭(57個)。 聖安娜

53 2017/11/22 李○伶 黨○政 尿布(6包)、清潔劑(6瓶)。 聖安娜

54 2017/11/24 陸○股份有限公司 美規D6棒腿15公斤(1箱)。 聖安娜

55 2017/11/24 黃○霈 游○龍 游○承
花生(1袋)、柳丁(1袋)、香瓜(1袋)、蜜梨(1

袋)、香蕉(1箱)。
聖安娜

56 2017/11/24 大○然水果店黃騰廣 椪柑(1箱)、奇異果(1袋)。 聖安娜

57 2017/11/25 黃○凱闔家 白米(100斤)。 聖安娜

58 2017/11/25 謝○斌.謝○蜜.謝○緯.謝○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59 2017/11/26 陳○吉 甜點(1批)。 聖安娜

60 2017/11/27 善○人士(物資) 衛生紙(10箱)。 聖安娜

61 2017/11/27
財○法人

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餅乾(37包)。 聖安娜

62 2017/11/27 黃○林 王○菊 白米(150斤)。 聖安娜

63 2017/11/28 新○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沐浴乳(6包)、洗髮精(12包)。 聖安娜

64 2017/11/28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53斤)。 聖安娜

65 2017/11/28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63斤)。 聖安娜

66 2017/11/29
丁○芬 王○芸 糖糖 金金

美仙姐姐 逸勉姐姐
玻璃清潔劑(10瓶)、兒童尿布(5包)。 聖安娜

67 2017/11/29 陳○銨 白米(3包)。 聖安娜

68 2017/11/30 財團法人台北市○和堂 冰箱(1台)。 聖安娜

69 2017/11/30 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紅牛全脂奶粉20包/箱(2箱)。 聖安娜

70 2017/11/8 尹○瓖 106年7-8月統一發票 1張 高雄

71 2017/11/8 尹○瓖 106年9-10月統一發票 115張 高雄

72 2017/11/8 尹○瓖 106年10-11月統一發票 13張 高雄

73 2017/11/10 小○人文設計有限公司 尪仔標黑糖沖泡飲-薑母 50盒,枸杞 50盒 基金會

74 2017/11/28 林○笑 羽絨外套尺寸-2XL 1件 基金會

75 2017/11/28 張○文 羽絨外套尺寸-2XL 1件 基金會

76 2017/11/28 張○祥 羽絨外套尺寸-2XL 1件 基金會

77 2017/11/28 李○美 躺椅 1件 基金會

78 2017/11/30 陳○鈺等
全新羽絨外套-男XL*5,男2XL*2,男L*2,女

XL*3,女L*2 共14件
基金會

79 2017/11/30 陳○鈺等 二手外套-2XL*1,女L*4,女M*2共7件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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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2017/11/8 民○農場    游○富 尤○雲 白米40公斤 聖方濟

81 2017/11/10 持○音樂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山葉電子琴/琴椅3組 聖方濟

82 2017/11/15 尤○仁 輪椅2組 聖方濟

83 2017/11/15 尤○仁 尿布1箱 聖方濟

84 2017/11/15 尤○仁 便盆椅1組 聖方濟

85 2017/11/15 尤○仁 洗頭輔助盆1組 聖方濟

86 2017/11/15 尤○仁 氣墊床1張 聖方濟

87 2017/11/17 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粉PVC手套(M)40盒 聖方濟

88 2017/11/17 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粉PVC手套(L)40盒 聖方濟

89 2017/11/17 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長毛巾30條 聖方濟

90 2017/11/17 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沐浴肥皂24組 聖方濟

91 2017/11/17 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牙膏/牙刷130套 聖方濟

92 2017/11/17 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科口罩5箱 聖方濟

93 2017/11/17 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5公斤120包 聖方濟

94 2017/11/17 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力康  800g30罐 聖方濟

95 2017/11/17 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蔓越莓汁 24入30箱 聖方濟

96 2017/11/17 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扇 14吋10組 聖方濟

97 2017/11/24 李○會 關廟麵6袋 聖方濟

98 2017/11/24 游○蓁 關廟麵6袋 聖方濟

99 2017/11/24 游○語 關廟麵6袋 聖方濟

100 2017/11/28 大○威靈廟 麵線2袋 聖方濟

101 2017/11/24 大○威靈廟 米香1袋 聖方濟

102 2017/11/30 林○田 白米40斤 聖方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