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1 2019/12/7 萬穗國際同濟會
 材料費乙批、活動講師費1名、餐盒40盒、

會場佈置(氣球)2座
高雄

2 2019/12/20 戴罔市  圖畫紙100張、聖誕帽9頂 高雄

3 2019/12/20 蔡佳真  保麗龍膠60瓶、3M膠台膠帶7個 高雄

4 2019/12/20 洪靜怡  口罩1盒 高雄

5 2019/12/20 郭苓婷  口罩9盒、聖誕帽21頂 高雄

6 2019/12/4 陳純惠  三好長鮮米12Kg一包 台東

7 2019/12/25 今網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球鞋5雙、涼鞋1雙、側包1個、帽子1頂 台東

8 2019/12/25 許心華  畫具1組 台東

9 2019/12/25 蕭涵蓬  球鞋2雙、涼鞋3雙 台東

10 2019/12/25 連國泰  球鞋1雙、剪刀，膠水1組 台東

11 2019/12/25 張敏瑜  涼鞋1雙 台東

12 2019/12/25 徐鳳凰  球鞋1雙 台東

13 2019/12/25 陳霆凱  球鞋1雙 台東

14 2019/12/25 周泰安  球鞋2雙 台東

15 2019/12/25 曾閔瑜  外套1件 台東

16 2019/12/25 曾昱淇  球鞋1雙 台東

17 2019/12/25 劉昱汝  長褲1件 台東

18 2019/12/25 廖俊忠  球鞋1雙 台東

19 2019/12/25 梁曉欣  長袖衣2件、球鞋2雙 台東

20 2019/12/25 吳宥溱
 水彩，水彩筆1組、球鞋1雙、止滑厚襪子1

組
台東

21 2019/12/25 呂佳玟  側包1個、帽子1頂 台東

22 2019/12/25 林輝信  側包1個、帽子1頂 台東

23 2019/12/25 朱建嘉  側包1個、帽子1頂 台東

24 2019/12/25 劉世運  帽子1頂、長褲1件 台東

25 2019/12/25 簡玉城  帽子1頂、背包1個 台東

26 2019/12/25 吳旭偉  帽子1頂、背包1個 台東

27 2019/12/25 高慈慧  側包1個 台東

28 2019/12/25 林秋燕  長褲1件 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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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19/12/25 林正雄  球鞋1雙 台東

30 2019/12/25 陳豪奇  涼鞋1雙 台東

31 2019/12/25 吳上暉  涼鞋1雙 台東

32 2019/12/25 黃紅滿  球鞋1雙 台東

33 2019/12/25 李彥鋒  涼鞋1雙 台東

34 2019/12/31 洪允禎  吐司(10條)。 聖安娜

35 2019/12/30
丁佩芬 王辰芸 糖糖 金金 美仙姐

姐 逸勉姐姐
 成人尿布(15包)。 聖安娜

36 2019/12/30 劉依霖  成人尿布(3包)。 聖安娜

37 2019/12/29 楊嵐  尿布(11包)。 聖安娜

38 2019/12/28 簡文榮  絞肉(40斤)。 聖安娜

39 2019/12/28 廖德貴  白米(500斤)。 聖安娜

40 2019/12/28 精彩創意 胡恆士  麵包(8個)。 聖安娜

41 2019/12/28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洗髮精(12包)、沐浴乳(6包)。 聖安娜

42 2019/12/27
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天母中山

店
 青菜(1批)、水果(1批)。 聖安娜

43 2019/12/26 許禮傑  白米(50斤)。 聖安娜

44 2019/12/26 柯國樑  香菇(1包)。 聖安娜

45 2019/12/26 蔡六郎 蔡崇流 蔡李梅 王國來  蘿蔔糕(41斤)。 聖安娜

46 2019/12/25 良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釋迦(30盒)。 聖安娜

47 2019/12/25 花王(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樂立舒輕漏尿專用護墊(9箱)。 聖安娜

48 2019/12/25 聯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肥皂(2箱)。 聖安娜

49 2019/12/25 益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力壯經典(10箱)。 聖安娜

50 2019/12/25 北祥股份有限公司  安安成人紙尿褲(60件)。 聖安娜

51 2019/12/25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單位益善C緩釋膜衣錠(25盒)。 聖安娜

52 2019/12/25 集英股份有限公司  荷蘭整顆洋菇(5箱)。 聖安娜

53 2019/12/25 亞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鼠尾草籽(5箱)。 聖安娜

54 2019/12/25 台北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漂白水(1箱)。 聖安娜

55 2019/12/25 祥詠國際鴻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速食咖哩(10箱)。 聖安娜

56 2019/12/25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肉鬆(2箱)。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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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2019/12/24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天母

派出所

 行事曆(1本)、牙刷(1支)、筆記本(1本)、鉛

筆(1組)、攪拌杯(1個)、削筆器(1個)、尖嘴

器(1個)。

聖安娜

58 2019/12/24 精彩創意 胡恆士  麵包(10個)。 聖安娜

59 2019/12/24 高仁慈  成人紙尿布m號(4箱)。 聖安娜

60 2019/12/23 TUV SUD TAIWAN  餅乾(3箱)、飲料(4箱)。 聖安娜

61 2019/12/21 梁雲美  肥皂(9個)、大浴巾(1條)。 聖安娜

62 2019/12/21 陳芸麗 蔣佳容  白米(2包)。 聖安娜

63 2019/12/21

郭益固 李麗琴 徐嘉宏 郭令儀 徐

瑋澤 徐曼瑄 邱元亨 郭欣婷 郭佳

怡 邱泓祐

 白米40公斤(10包)。 聖安娜

64 2019/12/21 林清祥  沙拉油(2桶)。 聖安娜

65 2019/12/21 江妙緞  白米(50斤)。 聖安娜

66 2019/12/18 連文伶  藥品(1批)。 聖安娜

67 2019/12/18 林珈妤  藥品(1批)。 聖安娜

68 2019/12/18 財團法人永瑞慈善事業基金會  濕紙巾(8箱)。 聖安娜

69 2019/12/16 何清松  水果(1批)。 聖安娜

70 2019/12/16 台北市國際蘭馨交流協會  衣服+褲子(64套)。 聖安娜

71 2019/12/16 精彩創意 胡恆士  麵包(5個)。 聖安娜

72 2019/12/14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天母

派出所

 健康活力靈芝飲(2盒)、電話(1具)、活力馬

卡飲(1盒)。
聖安娜

73 2019/12/14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天母

派出所

 文具(1批)、樸克牌(3個)、樸滿(1個)、相冊

(1本)、馬克杯(1個)、拖鞋(1雙)。
聖安娜

74 2019/12/13 陸弘股份有限公司  雞腿骨丁18kg/箱(1箱)。 聖安娜

75 2019/12/13 曹建祥全家  夢膳壽司米(63斤)。 聖安娜

76 2019/12/13 何敦煌全家  夢膳壽司米(63斤)。 聖安娜

77 2019/12/12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天母

派出所
 年曆與筆記本(27份)。 聖安娜

78 2019/12/11 王志得  來復易防漏安心復健褲(1箱)。 聖安娜

79 2019/12/10 永慶房屋忠孝新生店長陳冠瑋  白米(6包)。 聖安娜

80 2019/12/1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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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019/12/10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天母

派出所

 香港仁和堂花膠黨篸燉烏雞(1盒)、阿發師

麻油雞麵線(1盒)、食物(1盒)。
聖安娜

82 2019/12/9 陳先生  餅乾(1盒)。 聖安娜

83 2019/12/9 阿琴女士  雞蛋糕(335個)。 聖安娜

84 2019/12/9 高仁慈

 台糖大豆沙拉油2.6L(14瓶)、泡舒洗潔精

2.8L(8瓶)、妙管家地板清潔1加侖(7瓶)、5

月花頂級加厚衛生紙(96包)。

聖安娜

85 2019/12/8 蔡春玉  毛毯(1條)。 聖安娜

86 2019/12/8 精彩創意 胡恆士  麵包(10個)。 聖安娜

87 2019/12/7 新店民權路永和豆漿  白米(12公斤)。 聖安娜

88 2019/12/7 蔡萬全  雞肉(1批)。 聖安娜

89 2019/12/7 葫東早餐店  早餐三明治(50份)。 聖安娜

90 2019/12/7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天母

派出所
 食品(1批)、文件(1批)。 聖安娜

91 2019/12/6 劉溫妮  紅牛全脂奶粉 20包/1kg(2箱)。 聖安娜

92 2019/12/6 和誼生命禮儀 張宸睿 王若婷
 來復易看護墊(10包)、地板清潔液(10瓶)、

洗碗精(10瓶)。
聖安娜

93 2019/12/5 邱淑惠
 成人紙尿布m號(10箱)、兒童紙尿布xl號(4

箱)。
聖安娜

94 2019/12/5 陳淑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95 2019/12/5 潘人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96 2019/12/3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天母

派出所

 優美鈣(1盒)、健康活力靈芝飲(1盒)、蝴蝶

千層派(4小包)、盛香珍果凍(9小包)、文件

夾(1件)、樸克牌(1盒)。

聖安娜

97 2019/12/3 林陳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98 2019/12/3 方之心邵弘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99 2019/12/3 陳祝慈 郭國坤  白米(100斤)。 聖安娜

100 2019/12/3 孫碧貞等人
 巧克力醬(3罐)、米粉(6包)、鮪魚(6罐)、紅

豆粉粿(1箱)。
聖安娜

101 2019/12/3 孫碧貞等人

 關廟麵(3包)、蒸煮麵(6包)、玉米罐(6罐)、

黑瓜(6罐)、花生麵筋(6罐)、秋刀魚(6罐)、

草莓醬(3罐)。

聖安娜

102 2019/12/2 李秀英  白米(500斤)。 聖安娜

103 2019/12/1
謝朝斌.謝徐蜜.謝俊緯.謝俊儀.陳

欣怡
 白米(100斤)。 聖安娜

104 2019/12/1 陳秋梅/沈正傑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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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2019/12/4 潘春長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106 2019/12/5 善心人士  白米12公斤 聖方濟

107 2019/12/5 冬山鹿埔鹿安宮義女會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108 2019/12/6 林寶隆  白米15公斤 聖方濟

109 2019/12/9 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基金會  多功能收納盒2400個 聖方濟

110 2019/12/9 禾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薏仁170包 聖方濟

111 2019/12/12 林一雄  白米12公斤 聖方濟

112 2019/12/13 游勝文/陳秋燕  白米180公斤 聖方濟

113 2019/12/22 潘春長  餅子1批 聖方濟

114 2019/12/23 台灣般尼克學員  替換式小尿片80包 聖方濟

115 2019/12/23 台灣般尼克學員  紙尿褲72包 聖方濟

116 2019/12/23 台灣般尼克學員  復健褲96包 聖方濟

117 2019/12/26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替換式小尿片20箱 聖方濟

118 2019/12/26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紙尿褲25箱 聖方濟

119 2019/12/26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復健褲8箱 聖方濟

120 2019/12/26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額溫槍2箱 聖方濟

121 2019/12/26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無粉檢診手套70盒 聖方濟

122 2019/12/26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衛生紙1050包 聖方濟

123 2019/12/26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濕紙巾156包 聖方濟

124 2019/12/26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鯖魚罐頭96罐 聖方濟

125 2019/12/26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刮鬍刀120入 聖方濟

126 2019/12/26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洗衣精/粉16入 聖方濟

127 2019/12/26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衣物柔軟精12入 聖方濟

128 2019/12/26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肥皂144入 聖方濟

129 2019/12/26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肉鬆3包 聖方濟

130 2019/12/26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米酒48瓶 聖方濟

131 2019/12/26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奶粉20包 聖方濟

132 2019/12/30 黃家臘味  包子30顆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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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2019/12/30 雙園肉脯食品行  肉鬆15斤 聖方濟

134 2019/12/31 張芯菱、張岑瑜、張宸孺  白米54公斤 聖方濟

135 2019/12/31 張澐溱、業大棋  白米36公斤 聖方濟

136 2019/12/27 荊植、莊鵑朱、危可蕎  衛生紙360包 聖方濟

137 2019/12/27 許學洋、料慕儒、游惠君  擦手紙60包 聖方濟

138 2019/12/27 陳俊偉、李南慶  復健褲28包 聖方濟

139 2019/12/27 陳淑華、劉盈玲  醬油20瓶 聖方濟

140 2019/12/27 陳弘玄  沙拉油30瓶 聖方濟

141 2019/12/30 陳雅琪  擦手紙200包 聖方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