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1 2019/10/4
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社服協會耕心
田組

 白米12Kg*6、沙拉油*6瓶、醬油*8瓶 台東

2 2019/10/2 陳祝慈 郭國坤  白米(100斤)。 聖安娜

3 2019/10/2 台北市殯葬管理處
 9/5水果(67斤)、9/17水果(63斤)、9/26水
果(62斤)。

聖安娜

4 2019/10/2 陳鏡富  沙威隆潔身液(30罐)。 聖安娜

5 2019/10/3 江佩倫 鄭娟玲
 影印紙(2箱)、洗衣精(4箱)、垃圾袋(50
支)。

聖安娜

6 2019/10/3 郭淑媜
 影印紙(2箱)、洗衣精(4箱)、垃圾袋(50
支)。

聖安娜

7 2019/10/3 方之心邵弘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8 2019/10/3 林陳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9 2019/10/3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沐浴乳(6袋)、洗髮精(12袋)。 聖安娜

10 2019/10/4 新店民權路永和豆漿  白米(12公斤)。 聖安娜

11 2019/10/4 法雲師  漂白水(30桶)。 聖安娜

12 2019/10/4 雅誼有限公司  有機杜蘭迷你小圈圈BABY麵(2包)。 聖安娜

13 2019/10/5 陳奕霖  米粉(8包)、麵條(1袋)。 聖安娜

14 2019/10/5 陳淑慧  白米(1袋)。 聖安娜

15 2019/10/5 潘人榮  白米(1袋)。 聖安娜

16 2019/10/7 蔡萬全  雞肉(1批)。 聖安娜

17 2019/10/7 劉依霖  90l垃圾袋(4支)、漂白水(1罐)。 聖安娜

18 2019/10/7
丁佩芬 王辰芸 糖糖 金金 美仙姐
姐 逸勉姐姐

 漂白水(6罐)、垃圾袋90l(8支)。 聖安娜

19 2019/10/7 高先生  檸檬餅(2盒)。 聖安娜

20 2019/10/7 中央印製廠
 滿意寶寶紙尿布XL(20箱)、來復易復健褲
M(50包)、沙威隆沐浴乳(20瓶)、2.5吋行動
硬碟(1台)、A4影印紙(56包)。

聖安娜

21 2019/10/8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會長蔡曉
暾

 白米(200斤)、奶粉(2罐)、餅乾(1箱)。 聖安娜

22 2019/10/10
謝朝斌.謝徐蜜.謝俊緯.謝俊儀.陳
欣怡

 白米(100斤)。 聖安娜

23 2019/10/12 里仁天母店  食品(1批)。 聖安娜

24 2019/10/13 陳建宏  藥品(1批)。 聖安娜

25 2019/10/13 歐鎂鈴  藥品(1批)。 聖安娜

26 2019/10/13 謝仁泰  藥品(1批)。 聖安娜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褔利基金會

2019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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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份捐物芳名錄

27 2019/10/13 鄭其曜 何芯宜 鄭宇涵89725  噓噓樂尿布XL(5包)。 聖安娜

28 2019/10/14 郭文良 郭國坤  白米(300斤)。 聖安娜

29 2019/10/14 陳彥光  雞蛋(60顆)。 聖安娜

30 2019/10/15 曾許淑惠
 輪椅(1台)、尿布(8包)、尿布(1箱)、手套(3
盒)、護墊(1箱)。

聖安娜

31 2019/10/15 曾許淑惠  氣墊床(醫療)(1式)、輔具(1式)。 聖安娜

32 2019/10/15 劉溫妮  紅牛康健奶粉1.5kg(31罐)。 聖安娜

33 2019/10/17 李啟肇  白米(20斤)、地瓜(8斤)。 聖安娜

34 2019/10/17 王俊智  芭蕉及香蕉(7斤)、柚子(5斤)。 聖安娜

35 2019/10/17 柯怡如
 米粉(4包)、油(2罐)、餅乾(4包)、白米5斤(2
包)、玉米粒(3罐)。

聖安娜

36 2019/10/18 陸弘股份有限公司  大棒腿丁18KG(1箱)。 聖安娜

37 2019/10/20 曾雪琴  漂白水(24瓶)。 聖安娜

38 2019/10/21 吳子宜 吳子立 吳子坦  白米(50斤)。 聖安娜

39 2019/10/21 黃士璿  白米(50斤)。 聖安娜

40 2019/10/21 張惟甜

 來復易看護墊(5包)、美琪洗手乳700ML(5
罐)、沙威隆潔身液1000ML(4罐)、蔓越莓果
汁(5罐)、垃圾袋(超大)(10支)、漂白水(5
罐)。

聖安娜

41 2019/10/22 沈黃燕  垃圾袋(黑XL)(3捲)。 聖安娜

42 2019/10/22 臺北市善心人士  包大人尿布(3包)、完善營養素(2箱)。 聖安娜

43 2019/10/23 財團法人永瑞慈善事業基金會  純水濕巾(8箱)。 聖安娜

44 2019/10/23
新加坡商瑞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

 T652-INKA:104202 SN:7942BKD印表機(1
台)。

聖安娜

45 2019/10/23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E460-INKA:1104186 SN:72H5RHP 印表機
(1台)。

聖安娜

46 2019/10/23
瑞士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
公司

 T652-INKA:1104172 SN:793RX5G 印表機
(1台)、T652-INKA:1104207 SN:7942BMC
印表機(1台)、T652-INKA:1104168
SN:793RX74印表機(1台)。

聖安娜

47 2019/10/23 何敦煌全家  夢膳壽司米(63斤)。 聖安娜

48 2019/10/23 曹建祥全家  夢膳壽司米(63斤)。 聖安娜

49 2019/10/24 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社服協會
 白米4公斤(10包)、醬油(3瓶)、燕麥片(4
盒)、沙拉油(2瓶)、尿布(4包)、廚房清潔劑
(6瓶)。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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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019/10/24 張哲豪  白米(50斤)。 聖安娜

51 2019/10/24 沈琬婷  白米(50斤)。 聖安娜

52 2019/10/25
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天母中山
店

 蔬菜(1箱)。 聖安娜

53 2019/10/25 張琇玲  包大人紙尿褲M號(1箱)。 聖安娜

54 2019/10/27 精彩公司  麵包(10個)。 聖安娜

55 2019/10/31 邱建勳  攝影展大圖輸出(1批)。 聖安娜

56 2019/10/31 天母三玉宮  白米(3包)。 聖安娜

57 2019/10/31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沐浴乳(6袋)、洗髮精(12袋)。 聖安娜

58 2019/10/31 廖怡霖  來復易復健褲L號(2包)。 聖安娜

59 2019/10/31 新店民權路永和豆漿  白米12公斤(1包)。 聖安娜

60 108/10/01 善心人士  白米12公斤 聖方濟

61 108/10/01 沈明賢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62 108/10/01 林太木  地瓜1袋 聖方濟

63 108/10/03 財團法人爐源寺  白米150公斤 聖方濟

64 108/10/03 財團法人爐源寺  物資1批 聖方濟

65 108/10/07 大溪關德宮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66 108/10/08 雙園肉脯食品行  肉鬆15斤 聖方濟

67 108/10/15 吳俊忠  遠紅外線溫熱器1台 聖方濟

68 108/10/19 潘春長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69 108/10/21 財團法人福爾關懷基金會  倍康語音型血糖機1台 聖方濟

70 108/10/21 財團法人福爾關懷基金會  家護型臂式血壓機3台 聖方濟

71 108/10/21 般尼課竹北地區  紙尿褲114包 聖方濟

72 108/10/23 吳新海  烘碗機1台 聖方濟

73 108/10/28 日出企業  毛毯20條 聖方濟

74 108/10/29 王頂豪  魚丸2袋 聖方濟

75 108/10/30 I Love Pure芳療手作館  護膚膏220瓶 聖方濟

76 108/10/31 林錦田/林鑫佑/林虹吟  白米36公斤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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