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1 2019/9/1 潘人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2 2019/9/1 陳淑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3 2019/9/1 蔡萬全  雞肉(1批)。 聖安娜

4 2019/9/2 泰寶貝 陳芐霖 羅麗蓮  蔓越莓汁(48瓶)、快擬寶(96罐)。 聖安娜

5 2019/9/3 顏先生  白米(2包)。 聖安娜

6 2019/9/3 呂小姐  白米(2包)。 聖安娜

7 2019/9/3 陳先生  白米(4包)。 聖安娜

8 2019/9/3 張先生  白米(2包)。 聖安娜

9 2019/9/4 李湘婷  聖娜多堡小巧月禮盒(1盒)。 聖安娜

10 2019/9/4 林先生  聖多娜堡小巧月禮盒(1盒)。 聖安娜

11 2019/9/4 林先生  蛋捲(1盒)。 聖安娜

12 2019/9/4 簡先生  聖娜多堡小巧月禮盒(1盒)。 聖安娜

13 2019/9/4 連先生  蛋捲(1盒)。 聖安娜

14 2019/9/4 劉先生  聖娜多堡小巧月禮盒(1盒)。 聖安娜

15 2019/9/4 李先生  聖娜多堡小巧月禮盒(1盒)。 聖安娜

16 2019/9/4 傅先生  聖娜多堡小巧月禮盒(1盒)。 聖安娜

17 2019/9/4 廖先生  聖娜多堡小巧月禮盒(1盒)。 聖安娜

18 2019/9/4 周先生  蛋捲(1盒)。 聖安娜

19 2019/9/4 范先生  聖娜多堡小巧月禮盒(1盒)、蛋捲(1盒)。 聖安娜

20 2019/9/4 簡先生  蛋捲(1盒)。 聖安娜

21 2019/9/4 余先生  聖娜多堡小巧月禮盒(1盒)。 聖安娜

22 2019/9/4 方之心邵弘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23 2019/9/4 林陳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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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19/9/5 江全德 江佩綸  兒童紙尿布(3包)、成人紙尿布(3包)。 聖安娜

25 2019/9/5 巫盛輝
 洗衣精(2箱)、潔身液(10瓶)、垃圾袋(10

袋)、A4影印紙(1箱)。
聖安娜

26 2019/9/6 陳祝慈 郭國坤  白米(100斤)。 聖安娜

27 2019/9/6 總統府  中秋禮盒(13盒)。 聖安娜

28 2019/9/6 善心人士  LED檯燈(3台)。 聖安娜

29 2019/9/6 台北市殯葬管理處
 8/5水果(60斤)、8/14水果(31斤)、8/21水

果(32斤)、8/27水果(45斤)。
聖安娜

30 2019/9/6 邱達霖

 白米2.5公斤(2包)、醬油(1罐)、油膏(2罐)、

菜心(1罐)、麵筋(1罐)、玉米粒(3罐)、麵條

(1包)。

聖安娜

31 2019/9/7 夏樹明  尿布(5包)。 聖安娜

32 2019/9/7 信泓企業.黃聖凱  尿布(24包)。 聖安娜

33 2019/9/7 謝寶娜  包大人紙尿褲(8箱)。 聖安娜

34 2019/9/7 黃淑香  包大人紙尿褲(2箱)。 聖安娜

35 2019/9/7 陳奕霖
 白米2.5公斤(1包)、罐頭(3罐)、麵條(10

包)。
聖安娜

36 2019/9/8 陳昱銨  白米(3公斤)、魚罐頭(3罐)、白麵(1包)。 聖安娜

37 2019/9/9 阿琴女士  雞蛋糕(335個)。 聖安娜

38 2019/9/9 奕瑪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紅牛康健奶粉1.5kg(30包)。 聖安娜

39 2019/9/9 劉依霖  復健褲(3包)。 聖安娜

40 2019/9/9
丁佩芬 王辰芸 糖糖 金金 美仙姐

姐 逸勉姐姐
 依必朗(2罐)、滴露(10罐)、復健褲(3包)。 聖安娜

41 2019/9/9
洪孔文 合誼生命禮儀 張宸睿 王

若婷
 尿布(8包)、依必朗(6罐)、垃圾袋(10捲)。 聖安娜

42 2019/9/10 金貴利蛋行  雞蛋(2箱)。 聖安娜

43 2019/9/10 連文伶  藥品(1批)。 聖安娜

44 2019/9/10 吳皓平  藥品(1批)。 聖安娜

45 2019/9/10 吳鎧廷  藥品(1批)。 聖安娜

46 2019/9/11 台北市中華愛心會  月餅(72個)。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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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019/9/12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天母分公司
 中秋禮盒(1批)。 聖安娜

48 2019/9/12 柯乙聖  白米(50斤)。 聖安娜

49 2019/9/13 王盧碧蓮  白米(100斤)。 聖安娜

50 2019/9/13 新店民權路永和豆漿  白米(12公斤)。 聖安娜

51 2019/9/14
謝朝斌.謝徐蜜.謝俊緯.謝俊儀.陳

欣怡
 白米(100斤)。 聖安娜

52 2019/9/16 TUV SUD TAIWAN  飲料餅乾(1批)。 聖安娜

53 2019/9/17 張秀勇  肉品(1箱)。 聖安娜

54 2019/9/17 幸福盛會  柚子(10箱)。 聖安娜

55 2019/9/18 錢時霞  柚子(3個)、月絣(2盒)。 聖安娜

56 2019/9/19 孫碧貞等人  物資(1批)。 聖安娜

57 2019/9/19 吳佳旻
 白米(1,000斤)、洗衣粉(1袋)、沙拉油(1

桶)、沙拉脫(1箱)。
聖安娜

58 2019/9/19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後港分隊  蜂蜜(18罐)。 聖安娜

59 2019/9/20 陸弘股份有限公司  骨腿丁(18kg)。 聖安娜

60 2019/9/21 葫東早餐店  三明治(40份)。 聖安娜

61 2019/9/21 許儀雅  來復易(3箱)。 聖安娜

62 2019/9/21 雄獅集團入境大陸部一組  物資(1份)。 聖安娜

63 2019/9/22 曾樂施  白木耳(1袋)。 聖安娜

64 2019/9/26 財團法人永瑞慈善事業基金會  優美科純水濕巾(8箱)。 聖安娜

65 2019/9/26 黃士璿  白米(50斤)。 聖安娜

66 2019/9/3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尿褲(5包)。 聖安娜

67 2019/9/30 張秀玲  潔身液(8瓶)。 聖安娜

68 2019/9/1 林錦田/林鑫佑/林虹吟  白米36公斤 聖方濟

69 2019/9/1 沈明賢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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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2019/9/1 善心人士  白米12公斤 聖方濟

71 2019/9/1 蘭陽白天宮  白米300公斤 聖方濟

72 2019/9/6 鑫堡營造有限公司  手工羊奶饅頭2盒 聖方濟

73 2019/9/6 佑百超商有限公司  月餅50盒 聖方濟

74 2019/9/6 隆辰商行  月餅50盒 聖方濟

75 2019/9/9 許智玲  柚子2箱 聖方濟

76 2019/9/9 許志玲  白米4.5公斤 聖方濟

77 2019/9/10 謝麗貞/朱政杰/朱凱毅  月餅、蛋糕2盒 聖方濟

78 2019/9/10 王惠貞/張琪慧/林淳中  月餅、蛋糕3盒 聖方濟

79 2019/9/10 江柳美/楊麗華/吳貞儀  月餅、蛋糕3盒 聖方濟

80 2019/9/10 羅東西區社游采絨  冷凍櫃1台 聖方濟

81 2019/9/10 羅東妙覺寺  白米120公斤 聖方濟

82 2019/9/10 羅東妙覺寺  麥片3包 聖方濟

83 2019/9/10 羅東妙覺寺  餅乾2包 聖方濟

84 2019/9/10 莊章月  濕紙巾1包 聖方濟

85 2019/9/10 莊章月  沖洗器2個 聖方濟

86 2019/9/10 莊章月  看護墊1包 聖方濟

87 2019/9/10 莊章月  衣服1袋 聖方濟

88 2019/9/10 莊章月  藥膏2瓶 聖方濟

89 2019/9/10 金少爺餅店  花生糖1批 聖方濟

90 2019/9/10 寶隆農場  糙米15斤 聖方濟

91 2019/9/10 寶隆農場  白米15斤 聖方濟

92 2019/9/10 雙園肉脯食品行  肉鬆10斤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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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份捐物芳名錄

93 2019/9/11 台北亨龍公司紀先生  紅龍果1箱 聖方濟

94 2019/9/11 頭城協聖宮  白米90公斤 聖方濟

95 2019/9/21 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面膜2箱 聖方濟

96 2019/9/21 蜡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彩色筆60盒 聖方濟

97 2019/9/21 橘之鄉食品有限公司  濃縮金棗茶1箱 聖方濟

98 2019/9/21 名牌食品有限公司  礦泉水15箱 聖方濟

99 2019/9/21 名牌食品有限公司  茶15箱 聖方濟

100 2019/9/21 翰群蛋糕坊  抹茶紅豆杯子蛋糕1批 聖方濟

101 2019/9/18 宜蘭縣老人福利協進會  泡麵150碗 聖方濟

102 2019/9/18 宜蘭縣老人福利協進會  麵條18包 聖方濟

103 2019/9/20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紅麴物與分享包1箱 聖方濟

104 2019/9/20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燒米屋1箱 聖方濟

105 2019/9/20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米起士厚脆片分享包1箱 聖方濟

106 2019/9/20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厚燒海苔分享包1箱 聖方濟

107 2019/9/20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糙米輕海鹽佐胡椒1箱 聖方濟

108 2019/9/20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小饅頭1箱 聖方濟

109 2019/9/20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草莓派1箱 聖方濟

110 2019/9/20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雪燒草莓1箱 聖方濟

111 2019/9/21 頭城湯院子社區管委會  柚子2箱 聖方濟

112 2019/9/23 台北蓮泉寺  白米150公斤 聖方濟

113 2019/9/23 台北蓮泉寺  食物乾料5袋 聖方濟

114 2019/9/25 點吾企業有限公司  身體乳液6罐 聖方濟

115 2019/9/27 李明珠  刎仔魚2箱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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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2019/9/27 真善美蔡美玲  地瓜100斤 聖方濟

117 2019/9/27 真善美蔡美玲  地瓜30斤 聖方濟

118 2019/9/27 救國團真善美聯誼會  物資1批 聖方濟

119 2019/9/29 林錦田/林鑫佑/林虹吟  白米36公斤 聖方濟

120 2019/9/2 陳純惠  中興米 12KG 台東

121 2019/9/15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

會
 全聯禮券 十三萬元整 台東

122 2019/9/19 曾聰明  尿片一批 基金會

123 108/9/4 善心人士
統一發票5-6月3張、7-8月101張、09-10月

2張
高雄

124 108/9/6 善心人士 衛生紙3箱 高雄

125 108/9/9 善心人士 衛生紙1箱 高雄

126 108/9/16 莊媛卉
蠟筆10盒、彩色筆10盒、色紙10包、圖畫

紙1包
高雄

127 108/9/16 黃子璇 物資一批(衣褲、拼圖、剪紙盒、練習簿) 高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