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1 2018/12/2 潘○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2 2018/12/2 陳○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3 2018/12/3 葉○溱  成人紙尿褲M號(2箱)。 聖安娜

4 2018/12/3 葉○溱  成人紙尿褲M號(8箱)。 聖安娜

5 2018/12/3 呂○華  麵包(7個)。 聖安娜

6 2018/12/3 羅○萍  尿布(2包)。 聖安娜

7 2018/12/4 台○市磁山育禾觀音協會
 起司火腿餅(81個)、杏鮑菇茄紅素餅(36
個)、什錦蘿蔔絲餅(19個)。

聖安娜

8 2018/12/4 方○心 邵○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9 2018/12/4 侯○凱 邵○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10 2018/12/4 林○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11 2018/12/4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聖安娜

12 2018/12/4 張○玲
 11/14包大人m號(1箱)、12/4大人尿布(1
箱)、12/4兒童尿布(1箱)。

聖安娜

13 2018/12/5 士○國小四年三班  尿布XL(2包)、蔓越莓汁(18罐)。 聖安娜

14 2018/12/5 成○有限公司  尿布(成人)(16包)。 聖安娜

15 2018/12/5 益○成實業有限公司  護唇膏(33支)。 聖安娜

16 2018/12/5 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紅牛全脂奶粉(40包)。 聖安娜

17 2018/12/5 台○市殯葬管理處
 11/6水果(65斤)、11/13水果(62斤)、
11/20水果(69斤)、11/28水果(69斤)。

聖安娜

18 2018/12/6 古○寅  餅乾 麥片(2大袋)。 聖安娜

19 2018/12/6 徐○健  餅乾 麥片(2大袋)。 聖安娜

20 2018/12/6 王○真  白米(50斤)。 聖安娜

21 2018/12/6 昕○系統顧問社  快擬寶(10罐)。 聖安娜

22 2018/12/7 陸○股份有限公司  雞排丁18KG(1箱)。 聖安娜

23 2018/12/8 新○民權路永和豆漿  白米(12公斤)。 聖安娜

24 2018/12/8
謝○斌 謝○蜜 謝○緯 謝○儀 陳
○怡 ○

 白米(100斤)。 聖安娜

25 2018/12/10 黃○霈 游○龍 游○承  蓮霧(1袋)、雪梨(1袋)、蜜柚(1箱)。 聖安娜

26 2018/12/10 林○庭  白米(50斤)。 聖安娜

27 2018/12/10 林○霆  白米(50斤)。 聖安娜

28 2018/12/10 林○○雲  白米(50斤)。 聖安娜

29 2018/12/10
丁○芬 王○芸 糖○ 金○ 美○○
姐 逸○○姐

 快擬寶(12瓶)。 聖安娜

30 2018/12/11 嚴○泰  白米(50斤)。 聖安娜

31 2018/12/11 張○義  白米(50斤)。 聖安娜

32 2018/12/12 土○銀行天母分行  高麗菜(3箱)。 聖安娜

33 2018/12/12 李○
 雞(3隻)、油飯(1份)、蛋(1包)、三層肉(1
份)。

聖安娜

34 2018/12/12 巫○輝  物資(1批)。 聖安娜

35 2018/12/13 吳○憶  天生好米(8包)。 聖安娜

36 2018/12/14 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飯友滷肉飯(1箱)、于記粉絲(2箱)。 聖安娜

37 2018/12/14 台○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棉墊2384/箱(2箱)。 聖安娜

38 2018/12/14 永○餘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五月花抽取式衛生紙(2箱)。 聖安娜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褔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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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018/12/14 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糖鳳鳳梨罐頭精選565G(1箱)。 聖安娜

40 2018/12/14 三○士股份有限公司  三多奶蛋白SP93(5箱)。 聖安娜

41 2018/12/14 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護力養高纖營養配方(香草)(2箱)。 聖安娜

42 2018/12/14 南○行股份有限公司  OAK特濃高乳鈣脫脂奶粉1.5KG(10袋)。 聖安娜

43 2018/12/14 財○法人曹仲植基金會
 OAK特濃全脂奶粉1.6KG(6袋)、OAK特濃
全脂奶粉1.5KG(20袋)。

聖安娜

44 2018/12/14 陸○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4包)。 聖安娜

45 2018/12/14 聚○富有限公司  美的秘密美膚皂-檀香配方(10個)。 聖安娜

46 2018/12/14 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頂級鼠尾草籽(奇亞籽)1箱12瓶(5箱)。 聖安娜

47 2018/12/14 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退熱貼(200盒)。 聖安娜

48 2018/12/14 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口罩(20包)。 聖安娜

49 2018/12/14 貝○企業有限公司
 BA嬰兒活膚面霜10ML(20罐)、BA嬰兒全效
護膚膏150ML(20條)。

聖安娜

50 2018/12/14 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不織布擦拭紙(6包)。 聖安娜

51 2018/12/14 美○生技國際有限公司  薰衣草護手霜1箱200支(1箱)。 聖安娜

52 2018/12/14 睿○生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乳木果油身體乳液250ML(1箱20瓶)(1箱)。 聖安娜

53 2018/12/14 陸○股份有限公司  雞排丁(18KG)。 聖安娜

54 2018/12/14 雅○有限公司
 有機機蘭動物兒童義大利麵(6包)、兒童
BUBU義大利麵(4包)、有機草莓果醬(4瓶)、
有機尼諾綜合野莓果醬(1瓶)。

聖安娜

55 2018/12/14 財○法人昇恆昌基金會  濕紙巾(96包)。 聖安娜

56 2018/12/16 林○娟  白米(50斤)。 聖安娜

57 2018/12/16 夏○明  尿布(4包)。 聖安娜

58 2018/12/16 廣○○行 李○地  米粉(1箱)。 聖安娜

59 2018/12/16 信○○業 黃○凱  尿布(28包)、米粉(1箱)。 聖安娜

60 2018/12/16 黃○勛  兒童尿布XL號(6包)、成人尿布M號(6包)。 聖安娜

61 2018/12/16 三○宮  蔬菜(1批)、油(1批)、米(1批)。 聖安娜

62 2018/12/17 黃○霈 游○龍 游○承  水果(1箱)。 聖安娜

63 2018/12/19 孫○貞等人
 洗髮精(10瓶)、沙拉油(5瓶)、醬油(5瓶)、
洗碗精(10瓶)、漂白水(5瓶)、衛生紙(1箱)、
餅乾(10包)。

聖安娜

64 2018/12/19 官○櫻  白米1.8公斤(2包)。 聖安娜

65 2018/12/19 鄧○義  白米1.8公斤(2包)。 聖安娜

66 2018/12/19 李○生  白米1.8公斤(2包)。 聖安娜

67 2018/12/19 黃○泓  白米1.8公斤(2包)。 聖安娜

68 2018/12/19 顧○人  白米1.8公斤(2包)。 聖安娜

69 2018/12/19 連○玲  白米1.8公斤(2包)。 聖安娜

70 2018/12/19 鐘○熙  白米1.8公斤(2包)。 聖安娜

71 2018/12/19 吳○原  白米1.8公斤(2包)。 聖安娜

72 2018/12/19 陳○卿  白米1.8公斤(4包)。 聖安娜

73 2018/12/19 張○人  白米1.8公斤(2包)。 聖安娜

74 2018/12/19 羅○衍  白米1.8公斤(2包)。 聖安娜

75 2018/12/19 游○姐  白米1.8公斤(2包)。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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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2018/12/19 洪○生  白米1.8公斤(2包)。 聖安娜

77 2018/12/19 陳○元  白米1.8公斤(2包)。 聖安娜

78 2018/12/19 張○姐  白米1.8公斤(2包)。 聖安娜

79 2018/12/19 崔○人  白米1.8公斤(2包)。 聖安娜

80 2018/12/19 梅○芳  芒果乾(8包)。 聖安娜

81 2018/12/21 陸○股份有限公司  雞排丁(18公斤)。 聖安娜

82 2018/12/21 簡○玲  鼎泰豐豐餘白鯉鍋(1盒)。 聖安娜

83 2018/12/21 黃○雯  白米(2包)。 聖安娜

84 2018/12/21 林姓善心人士
 阿秋師三杯海陸總匯(1盒)、安東燉雞(1
盒)。

聖安娜

85 2018/12/21 杜姓善心人士  米(2包)。 聖安娜

86 2018/12/21 許姓善心人士  米(2包)。 聖安娜

87 2018/12/21 善心人士  米(2包)。 聖安娜

88 2018/12/21 林姓善心人士  米(2包)。 聖安娜

89 2018/12/21 陳姓善心人士  米(2包)。 聖安娜

90 2018/12/21 詹○如  米(2包)。 聖安娜

91 2018/12/21 余姓善心人士  米(1包)。 聖安娜

92 2018/12/21 楊姓善心人士  米(2包)。 聖安娜

93 2018/12/21 劉姓善心人士  米(1包)。 聖安娜

94 2018/12/21 傅姓善心人士  米(2包)。 聖安娜

95 2018/12/21 梁姓善心人士  米(1包)。 聖安娜

96 2018/12/21 黃姓善心人士  米(1包)。 聖安娜

97 2018/12/21 鄭姓善心人士  米(1包)。 聖安娜

98 2018/12/21 周姓善心人士  米(2包)。 聖安娜

99 2018/12/21 許姓善心人士  米(2包)。 聖安娜

100 2018/12/21 邱姓善心人士  米(1包)。 聖安娜

101 2018/12/23 蔡○全  雞肉(1批)。 聖安娜

102 2018/12/24 大○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尿布(2箱)。 聖安娜

103 2018/12/25 王○菊 黃○憙  白米(100斤)。 聖安娜

104 2018/12/25 斯○利國際有限公司  沐浴乳(6包)、洗髮精(12包)。 聖安娜

105 2018/12/25 黃○霈 游○龍 游○承  水果(1批)。 聖安娜

106 2018/12/25 陳○生  詹姆士詹式福椒炒炊粉(1盒)。 聖安娜

107 2018/12/25 呂○賢  六福客棧極品海味滷白菜(1盒)。 聖安娜

108 2018/12/25 陳○霖  一品花雕雞(1盒)。 聖安娜

109 2018/12/25 李○叡  肉大人蒜頭釀味曾伊比利豬肉鍋(1盒)。 聖安娜

110 2018/12/25 陳○宏  藥品(1批)。 聖安娜

111 2018/12/25 盛○實設股份有限公司  藥品(1批)。 聖安娜

112 2018/12/25 歐○鈴  藥品(1批)。 聖安娜

113 2018/12/25 黃○華  藥品(1批)。 聖安娜

114 2018/12/26 簡○榮  絞肉(40斤)。 聖安娜

115 2018/12/27 松○企業有限公司  素色毯(20條)。 聖安娜

116 2018/12/27 葉○慧  兒童紙尿布(5箱)。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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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2018/12/27 泰○貝 陳○霖 羅○蓮  益力壯(5箱)。 聖安娜

118 2018/12/27 上○工程行  兒童紙尿布(1箱)。 聖安娜

119 2018/12/27 鄭○如  兒童紙尿布(1箱)。 聖安娜

120 2018/12/27 繆○琴  兒童紙尿布(1箱)。 聖安娜

121 2018/12/27 黃○瑩  兒童紙尿布(1箱)。 聖安娜

122 2018/12/27 東○企業有限公司  兒童紙尿布(1箱)。 聖安娜

123 2018/12/27 菁○企業社  兒童紙尿布(1箱)。 聖安娜

124 2018/12/27 鄭○真  成人紙尿褲M號(1箱)。 聖安娜

125 2018/12/27 陳○莉  成人紙尿褲M號(1箱)。 聖安娜

126 2018/12/27 陳○明  成人紙尿褲M號(1箱)。 聖安娜

127 2018/12/27 陳○苓  成人紙尿褲M號(1箱)。 聖安娜

128 2018/12/27 陳○雯  成人紙尿褲M號(1箱)。 聖安娜

129 2018/12/27 林○君  成人紙尿褲M號(1箱)。 聖安娜

130 2018/12/27 董○珊  兒童紙尿布(1箱)。 聖安娜

131 2018/12/27 張○華  兒童紙尿布(1箱)。 聖安娜

132 2018/12/27 嘉○○鴨  兒童紙尿布(1箱)。 聖安娜

133 2018/12/27 時○馨  兒童紙尿布(1箱)。 聖安娜

134 2018/12/27 陳○莉  兒童紙尿布(1箱)、蔓越莓汁(15瓶)。 聖安娜

135 2018/12/27 楊○靜
 兒童紙尿布(1箱)、成人紙尿布(1箱)、蔓越
莓汁(15瓶)。

聖安娜

136 2018/12/27 王○男  成人紙尿褲M號(1箱)、蔓越莓汁(5瓶)。 聖安娜

137 2018/12/27 文○  兒童紙尿布(1箱)。 聖安娜

138 2018/12/27 盛○華  兒童紙尿布(1箱)、蔓越莓汁(15瓶)。 聖安娜

139 2018/12/27 徐○玲  兒童紙尿布(1箱)。 聖安娜

140 2018/12/27 林○臻  蔓越莓汁(30瓶)。 聖安娜

141 2018/12/27 周○緞  蔓越莓汁(15瓶)。 聖安娜

142 2018/12/27 羅○珍  蔓越莓汁(15瓶)。 聖安娜

143 2018/12/27 高○亞  蔓越莓汁(15瓶)。 聖安娜

144 2018/12/27 陳○玲  蔓越莓汁(15瓶)。 聖安娜

145 2018/12/27 王○惠  成人紙尿褲M號(1箱)。 聖安娜

146 2018/12/27 古○嫻  成人紙尿褲M號(2箱)。 聖安娜

147 2018/12/27 牛○媽愛家購99565  菜瓜布(30個)。 聖安娜

148 2018/12/28 陸○股份有限公司  雞排丁18KG(1箱)。 聖安娜

149 2018/12/29 吳○宜  白米(50斤)。 聖安娜

150 2018/12/29 黃○豪  白米(100斤)。 聖安娜

151 2018/12/30 楊○蔓
 益力壯(30瓶)、快擬寶(30瓶)、安心紙尿片
(36包)、看護墊(86包)、垃圾袋90L(10捲)。

聖安娜

152 2018/12/30 楊○真 梁○宥
 益力壯(30瓶)、快擬寶(30瓶)、安心紙尿片
(36包)、看護墊(86包)、垃圾袋(10捲)。

聖安娜

153 2018/12/30
林○得 許○玉 林○保 林○葦 林
○佳 林○惠 林○聖 郭○榮 許○
輔 李○賢

 益力壯(30瓶)、快擬寶(30瓶)、安心紙尿片
(36包)、看護墊(86包)、垃圾袋90L(10捲)。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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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2018/12/30 徐○娥 邱○鈴 黃○慧 郭○明
 益力壯(30瓶)、快擬寶(30瓶)、安心紙尿片
(36包)、看護墊(86包)、垃圾袋(10捲)。

聖安娜

155 2018/12/30 李○熠 鄭○喬 胡○倫 杜○
 益力壯(30瓶)、快擬寶(30瓶)、安心紙尿布
(36包)、看護墊(86包)、垃圾袋(10捲)。

聖安娜

156 2018/12/30
孟○梅 陳○君 吳○宇 陳○煌 陳
○欣 張○雯 秋○翰 童○婷

 益力壯(30瓶)、快擬寶(30瓶)、安心紙尿片
(36包)、看護墊(86包)、垃圾袋(10捲)。

聖安娜

157 2018/12/30 柳○宏
 益力壯(30瓶)、快擬寶(30瓶)、安心紙尿片
(36包)、看護墊(86包)、垃圾袋90l(10捲)。

聖安娜

158 2018/12/30
張○宸 蔡○茹 蔡○蓉 蔡○陞 蔡
○展

 益力壯(30瓶)、快擬寶(30瓶)、安心紙尿片
(36包)、看護墊(86包)、垃圾袋90l(10捲)。

聖安娜

159 2018/12/30 姬○宇 陳○良 紀○○爽 魏○榛
 益力壯(30瓶)、快擬寶(30瓶)、安心紙尿片
(36包)、看護墊(86包)、垃圾袋90l(10捲)。

聖安娜

160 2018/12/30
高○忠 郭○紅 高○隆 高○原 高
○庭

 益力壯(30瓶)、快擬寶(30瓶)、安心紙尿片
(36包)、看護墊(86包)、垃圾袋90l(10捲)。

聖安娜

161 2018/12/30
陳○郎 陳○呈 陳○慧 陳○如 林
○婕 林○晨 郭○真

 益力壯(30瓶)、快擬寶(30瓶)、安心紙尿片
(36包)、看護墊(86包)、垃圾袋90l(10捲)。

聖安娜

162 2018/12/30 江○鈺 陳○銘 王○香 陳○成
 益力壯(30瓶)、快擬寶(30瓶)、安心紙尿片
(36包)、看護墊(86包)、垃圾袋90l(10捲)。

聖安娜

163 2018/12/30 李○諺 黃○筠 佳○麵食館 盧○
 益力壯(30瓶)、快擬寶(30瓶)、安心紙尿片
(36包)、看護墊(86包)、垃圾袋90l(10捲)。

聖安娜

164 2018/12/30
李○○和 謝○環 李○○欣 李○
○媛 李○○如

 益力壯(30瓶)、快擬寶(30瓶)、安心紙尿片
(36包)、看護墊(86包)、垃圾袋90l(10捲)。

聖安娜

165 2018/12/30 賴○海  白米(60斤)。 聖安娜

166 2018/12/30 朱○慶  白米(50斤)。 聖安娜

167 2018/12/30 朱○志  白米(50斤)。 聖安娜

168 2018/12/31 黃○華 陳○  白米(100斤)。 聖安娜

169 2018/12/31 台○市磁山育禾觀音協會

 山藥蔬菜餅(4個)、肉桂黑糖餅(5個)、抹茶
酵母餅(1個)、芝麻杜仲何首烏餅(5個)、起
司火腿餅(15個)、起司橄欖餅(8個)、養生素
鬆餅(3個)、養生芋頭餅(2個)。

聖安娜

170 2018/12/31 台○市磁山育禾觀音協會
 保暖被(15件)、蔬菜百匯(60包)、養生麵條
(50包)、養生茯苓蘇打餅(5包)。

聖安娜

171 2018/12/31 台○市磁山育禾觀音協會  潔膚乳(6罐)。 聖安娜

172 2018/12/31 台○市殯葬管理處
 12/4水果(70斤)、12/12水果(69斤)、
12/20水果(69斤)、12/27水果(67斤)。

聖安娜

173 2018/12/31 秦○琦  奶粉1箱 聖安娜

174 2018/12/31 邱○惠  包大人紙尿布(5箱)、兒童紙尿布(2箱)。 聖安娜

175 2018/12/31 善心人士  來復易易換式尿片(5箱)。 聖安娜

176 2018/12/31 黃○玲
 來復易易換式尿片(1箱)、添寧成人紙尿褲(1
箱)。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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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2018/12/31 貝○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濃縮蔓越莓粉(168盒)。 聖安娜

178 2018/12/2 林○田 林○佑 林○吟  白米36公斤 聖方濟

179 2018/12/3 財○法人仕招社會福利基金會  五拜有保庇3箱 聖方濟

180 2018/12/3 財○法人仕招社會福利基金會  豆餅市面包1箱 聖方濟

181 2018/12/3 財○法人仕招社會福利基金會  養生紅藜米果1箱 聖方濟

182 2018/12/3 財○法人仕招社會福利基金會  糙米輕海鹽左胡椒味餅1箱 聖方濟

183 2018/12/3 財○法人仕招社會福利基金會  法樂米可口椒鹽風味餅1箱 聖方濟

184 2018/12/3 財○法人仕招社會福利基金會  奶茶風味餅1箱 聖方濟

185 2018/12/3 財○法人仕招社會福利基金會  小饅頭原味1箱 聖方濟

186 2018/12/3 財○法人仕招社會福利基金會  小饅頭清新蘋果口味1箱 聖方濟

187 2018/12/5 簡○裕 簡○達 林○達  保溫瓶8個 聖方濟

188 2018/12/5 簡○裕 簡○達 林○達  保溫罐/800ml6個 聖方濟

189 2018/12/5 簡○裕 簡○達 林○達  保溫罐v802個 聖方濟

190 2018/12/5 簡○裕 簡○達 林○達  保溫罐750ml4個 聖方濟

191 2018/12/5 簡○裕 簡○達 林○達  電水壺6個 聖方濟

192 2018/12/5 簡○裕 簡○達 林○達  快煮壺3個 聖方濟

193 2018/12/5 簡○裕 簡○達 林○達  熨斗6個 聖方濟

194 2018/12/5 簡○裕 簡○達 林○達  美食鍋10個 聖方濟

195 2018/12/5 簡○裕 簡○達 林○達  燒烤器8個 聖方濟

196 2018/12/5 簡○裕 簡○達 林○達  料理鍋2個 聖方濟

197 2018/12/5 簡○裕 簡○達 林○達  電火鍋2個 聖方濟

198 2018/12/5 簡○裕 簡○達 林○達  小夾扇4個 聖方濟

199 2018/12/5 簡○裕 簡○達 林○達  熱水瓶1個 聖方濟

200 2018/12/5 簡○裕 簡○達 林○達  防潑水電暖氣20個 聖方濟

201 2018/12/5 簡○裕 簡○達 林○達  雙管電暖器4個 聖方濟

202 2018/12/5 簡○裕 簡○達 林○達  料理機1個 聖方濟

203 2018/12/7 游○富 尤○雲  白米/2公斤75包 聖方濟

204 2018/12/11 林○鴻  白米10公斤 聖方濟

205 2018/12/17 礁○代天府  白米20斤 聖方濟

206 2018/12/20 冬○鹿埔鹿安宮義女廟  白米100斤 聖方濟

207 2018/12/26
財○法人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
募基金會

 紅麴蔥香牛軋糖20盒 聖方濟

208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替換式小尿布6箱 聖方濟

209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復健褲6箱 聖方濟

210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尿布6箱 聖方濟

211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尿布6箱 聖方濟

212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好神拖把2組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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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拋棄式刮鬍刀4包 聖方濟

214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肉鬆30斤 聖方濟

215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鯖魚罐頭5箱 聖方濟

216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沙拉油5箱 聖方濟

217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看護墊5箱 聖方濟

218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電鍋1組 聖方濟

219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機械式微波爐1組 聖方濟

220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速食麵2箱 聖方濟

221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鰻魚罐頭1箱 聖方濟

222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配菜罐頭1箱 聖方濟

223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麥片1箱 聖方濟

224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衛生紙1箱 聖方濟

225 2018/12/26 財○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麵筋罐頭1箱 聖方濟

226 2018/12/29 林○田 林○佑 林○吟  白米36公斤 聖方濟

227 2018/12/30 沈○杰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228 2018/12/30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聖方濟

229 2018/12/30 善心人士  白米10斤 聖方濟

230 2018/12/28 陳○惠  三好米 12KG 台東

231 2018/12/13 陳○芳  幫寶適一級幫(XL)96片 一般

232 2018/12/17 葉○芸  五月花100抽衛生紙 72包 一般

233 2018/12/17 藍○真  得意連續抽取式衛生紙 100抽 84袋 一般

234 2018/12/17 桔○印刷設計有限公司 3M淨呼吸空氣清淨機 一般

235 2018/12/17 陳○琪  擦手紙 10箱 聖方濟

236 2018/12/28
財○法人臺北市志玲姊姊慈善基
金會

 咖啡色3尺床墊 8只 德蘭社區

237 2018/12/28
財○法人臺北市志玲姊姊慈善基
金會

 單人素色單件床包 三組、長形側抱枕 四
組、飛利浦負離子吹風機 四台

聖安娜

238 2018/12/28
財○法人臺北市志玲姊姊慈善基
金會

 單人床包組 12組、防水保潔枕套 2組、保
潔墊單人 8組、防蟎枕心 6組

德蘭社區

239 2018/12/28
財○法人臺北市志玲姊姊慈善基
金會

 2019 志玲姊姊慈善桌曆 20本、志玲姊姊從
玲開始筆記書 20本、襪子 80雙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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