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1 2018/9/29 羅○妙覺寺  白米480公斤 聖方濟

2 2018/9/29 羅○妙覺寺  麥片3箱 聖方濟

3 2018/10/5 張○德  泡麵6箱 聖方濟

4 2018/10/10 頭○協天廟  湯圓2箱 聖方濟

5 2018/10/11 鹿○宮義女慈善會  肉粽500粒 聖方濟

6 2018/10/13 宜○國際同濟會  白米(1.5公斤)192包 聖方濟

7 2018/10/15 奕○軒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礁溪店  金棗蛋糕60盒 聖方濟

8 2018/10/17 釋○慧  糙米粉20包 聖方濟

9 2018/10/18 李○懿  白米210公斤 聖方濟

10 2018/10/18 李○懿  洗髮精36瓶 聖方濟

11 2018/10/18 李○懿  秋刀魚12罐 聖方濟

12 2018/10/18 李○懿  大燕麥片24盒 聖方濟

13 2018/10/21 爐○寺  白米110斤 聖方濟

14 2018/10/21 爐○寺  素蠔油22罐 聖方濟

15 2018/10/21 爐○寺  蘇打餅乾 22罐 聖方濟

16 2018/10/21 爐○寺  砂糖22包 聖方濟

17 2018/10/21 爐○寺  食用鹽22包 聖方濟

18 2018/10/21 爐○寺  素食麵泡22包 聖方濟

19 2018/10/21 爐○寺  關廟麵22包 聖方濟

20 2018/10/21 爐○寺  果汁飲料22罐 聖方濟

21 2018/10/21 爐○寺  調和沙拉油22罐 聖方濟

22 2018/10/21 爐○寺  玉米粒(3入)22罐 聖方濟

23 2018/10/21 爐○寺  八寶粥66罐 聖方濟

24 2018/10/22 陽○之友會  白米100斤 聖方濟

25 2018/10/28 吳○○珠  紙尿褲7包 聖方濟

26 2018/10/28 吳○○珠  看護墊2包 聖方濟

27 2018/10/28 吳○○珠  桂格完善1盒 聖方濟

28 2018/10/31 陳○梅  白米100斤 聖方濟

29 2018/10/31 愛心人士  白米20斤 聖方濟

30 2018/10/31 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檸檬紅茶15箱 聖方濟

31 2018/10/1 劉○富  老麵饅頭(30個)。 聖安娜

32 2018/10/3 台○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9/6(65斤)、水果9/13(66斤)、水果

9/19(33斤)、水果9/26(62斤)。
聖安娜

33 2018/10/3 孫○貞等人

 洗髮精(10瓶)、香皂(4盒)、洗碗精(10瓶)、

牙膏(10條)、衛生紙(1箱)、玉米罐(10瓶)、

沙拉油(5瓶)。

聖安娜

34 2018/10/3 孫○貞等人  醬油(5瓶)、米(5包)。 聖安娜

35 2018/10/3 方○心 邵○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36 2018/10/3 侯○凱 邵○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37 2018/10/3 林○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38 2018/10/3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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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018/10/4 松○宅配中心  優酪乳(240瓶)。 聖安娜

40 2018/10/4 凃○瑋  養樂多(200瓶)。 聖安娜

41 2018/10/4 黃○廣  楊桃(1箱)。 聖安娜

42 2018/10/5 中○印製廠

 sampo立扇(9隻)、包大人尿布M號16片/包

(60包)、DOVE沐浴乳1000g/瓶(30瓶)、白

蘭洗碗精2800g/瓶(16瓶)、泡舒洗碗精

2800g/瓶(14瓶)、幫寶適尿布XL144片/箱

(10箱)。

聖安娜

43 2018/10/5 大○福邸管委會  飲料(1箱)。 聖安娜

44 2018/10/5 陸○股份有限公司  三節翅18KG(1箱)。 聖安娜

45 2018/10/6 潘○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46 2018/10/6 陳○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47 2018/10/7 游○暐  雜貨(1批)、調味料(1批)。 聖安娜

48 2018/10/7 游○杰  雜貨(1批)、調味料(1批)。 聖安娜

49 2018/10/7 天○明山行天宮
 白米50斤(6包)、白米2.5公斤(9包)、罐頭(1

批)、餅乾(1批)、泡麵(1批)、麵條(1批)。
聖安娜

50 2018/10/7 中○印製廠
 台灣黑糖(1包)、台灣銀耳(2包)、黑木耳(3

包)。
聖安娜

51 2018/10/8 新○民權路永和豆漿  白米12公斤(1包)。 聖安娜

52 2018/10/8 薛○璦  白米(50斤)。 聖安娜

53 2018/10/8 台○市磁山育禾觀音協會
 起司火腿酵母餅(20顆)、芝麻杜仲何首烏酵

母餅(40顆)。
聖安娜

54 2018/10/9 王○貞  白米(50斤)。 聖安娜

55 2018/10/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聖安娜

56 2018/10/9 新○市恩心國際同濟會  籃球(10顆)。 聖安娜

57 2018/10/9 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紅牛奶粉(40包)。 聖安娜

58 2018/10/10 夏○明  米30KG(1包)。 聖安娜

59 2018/10/10 信○○業 黃○凱 黃○凱  米30KG(2包)、米粉(1箱)、醬油(1箱)。 聖安娜

60 2018/10/10 信○企業
 米30KG(4包)、油(2桶)、紅豆(15KG)、糖

(15KG)、麵(1箱)、冬粉(1箱)、米粉(1箱)。
聖安娜

61 2018/10/10
謝○斌 謝○蜜 謝○緯 謝○儀 陳

○怡
 白米(100斤)。 聖安娜

62 2018/10/11 黃○林 王○菊  白米(100斤)。 聖安娜

63 2018/10/11
臺○市私立江氏智慧型文理短期

補習班
 成人紙尿布m號(3箱)。 聖安娜

64 2018/10/11 黃○霈 游○龍 游○承  水果(1批)。 聖安娜

65 2018/10/12 陸○股份有限公司  三節翅18KG(1箱)。 聖安娜

66 2018/10/14 李○  雞肉(1批)。 聖安娜

67 2018/10/15 報○寺  食物(1批)。 聖安娜

68 2018/10/15
丁○芬 王○芸 糖○ 金○ 美○○

姐 逸○○姐
 快擬寶(8罐)。 聖安娜

69 2018/10/15 林○  餅乾(1箱)、水桶(1個)、尿布(1包)。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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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份捐物芳名錄

70 2018/10/15
臺○市私立江氏智慧型文理短期

補習班
 兒童尿布XL(3箱)。 聖安娜

71 2018/10/16
台○市九龍菩提行願會會長 蔡○

暾
 白米30公斤(4包)、奶粉(2罐)。 聖安娜

72 2018/10/17 何○煌全家  白米(63台斤)。 聖安娜

73 2018/10/17 曹○祥全家  白米(63台斤)。 聖安娜

74 2018/10/17 曾○施  黃豆(1袋)。 聖安娜

75 2018/10/18 善心人士  衛生紙(15箱)。 聖安娜

76 2018/10/19 陸○股份有限公司  三節翅18公斤(1箱)。 聖安娜

77 2018/10/19 陳○銘
 洗髮精(60罐)、沐浴乳(60罐)、洗碗精(40

罐)、衛生紙(40箱)、五珍寶健康油(30罐)。
聖安娜

78 2018/10/19 財○法人昇恆昌基金會  濕紙巾(96包)。 聖安娜

79 2018/10/20 曾○生  養樂多(120瓶)。 聖安娜

80 2018/10/21 蔡○金  雞肉(1批)。 聖安娜

81 2018/10/21 陳○和  成人紙尿褲(3箱)、濕紙巾(3箱)。 聖安娜

82 2018/10/21 曾○施  黃豆(1袋)。 聖安娜

83 2018/10/21 J○litta Wu  米(5包)、餅(1包)。 聖安娜

84 2018/10/22 黃○霈 游○龍 游○承  水果(1批)。 聖安娜

85 2018/10/23 財○法人昇恆昌基金會  濕紙巾(96包)。 聖安娜

86 2018/10/26 陸○股份有限公司  三節翅(18kg)。 聖安娜

87 2018/10/26 馬○太  成人尿布(1箱)。 聖安娜

88 2018/10/27 江○ 王○允 江○庭 江○槿

 藍莓核桃洛神酵母餅(75包)、養生蒲瓜菜包

(50個)、蔬菜百匯(5包)、養生茯苓蘇打餅(5

包)、養生蜜棗(6包)、素鬆(1瓶)、黑芝麻粉

(10瓶)。

聖安娜

89 2018/10/27 陳○玲  冷凍食品(2箱)。 聖安娜

90 2018/10/27 斯○利國際有限公司  洗髮精(2箱)、沐浴乳(1箱)。 聖安娜

91 2018/10/28 江○鈴 楊○雄 楊○雄 楊○雄

 蔓越莓汁(12罐)、海綿菜瓜布(30個)、抗菌

沐浴乳(10罐)、復健褲(11包)、成人紙尿褲

(14包)、擦手紙(18包)。

聖安娜

92 2018/10/28 楊○真 梁○宥

 蔓越莓汁(12罐)、海綿菜瓜布(30個)、抗菌

沐浴乳(10罐)、復健褲(11包)、成人紙尿褲

(14包)、擦手紙(18包)。

聖安娜

93 2018/10/28 姬○宇

 蔓越莓汁(12罐)、海綿菜瓜布(30個)、抗菌

沐浴乳(10罐)、復健褲(11包)、成人紙尿褲

(14包)、擦手紙(18包)。

聖安娜

94 2018/10/28 楊○蔓

 蔓越莓汁(12罐)、海綿菜瓜布(30個)、抗菌

沐浴乳(10罐)、成人紙尿褲(14包)、復健褲

(11包)、擦手紙(18包)。

聖安娜

95 2018/10/28

林○得 許○玉 林○保 林○葦 林

○佳 林○惠 林○聖 郭○榮 許○

輔 李○賢

 蔓越莓汁(12罐)、海綿菜瓜布(30個)、抗菌

沐浴乳(10罐)、復健褲(11包)、成人紙尿褲

(14包)、擦手紙(18包)。

聖安娜

96 2018/10/29 黃○豪  白米(50斤)。 聖安娜

97 2018/10/29 吳○宜 吳○立 吳○坦  白米(50斤)。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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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2018/10/31 林○廷  白米(50斤)。 聖安娜

99 2018/10/31 林○珽  白米(50斤)。 聖安娜

100 2018/10/31 林○慶  白米(50斤)。 聖安娜

101 2018/10/31 大○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白米(50斤)。 聖安娜

102 2018/10/31 莊○義  藥品(1批)。 聖安娜

103 2018/10/12 宋○玹  五月花新柔韌抽取式衛生紙 130抽*12包 基金會

104 2018/10/31 陳○惠  三好米 12KG 台東

105 2018/10/16 簡○豪  白米 30斤 聖文生社區

106 2018/9/28 陳○惠  三好新鮮米12kg一包 台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