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1 2020/3/25 郭芩婷  衛生紙2箱 高雄

2 2020/3/5 陳純惠  三好新鮮米12kg一包 台東

3 2020/3/31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洗髮精(12包)、沐浴乳(6包)。 聖安娜

4 2020/3/31 林珈妤  藥品(1批)。 聖安娜

5 2020/3/31 台北市殯葬管理處
 3/3水果(45斤)、3/10水果(57斤)、3/19水
果(65斤)、3/25水果(64斤)。

聖安娜

6 2020/3/30
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天母中山
店

 蔬菜(2箱)。 聖安娜

7 2020/3/30 歐鎂鈴  藥品(1批)。 聖安娜

8 2020/3/27 張宏育  來復易復健褲(2袋)。 聖安娜

9 2020/3/27 黃鴻林 王雪菊  白米(200斤)。 聖安娜

10 2020/3/26 TUV SUD TAIWAN  餅乾(4箱)、飲料(2箱)。 聖安娜

11 2020/3/26 邱淑惠  幫寶適兒童尿片(2箱)。 聖安娜

12 2020/3/25 薛志仁 許桂真
 菠菜(2大袋)、菜頭(12顆)、青江菜(2大
袋)、空心菜(2大袋)。

聖安娜

13 2020/3/23 劉依霖  尿片m號(5包)。 聖安娜

14 2020/3/23
丁佩芬 王辰芸 糖糖 金金 美仙姐
姐 逸勉姐姐

 尿片 m號(9包)、快擬寶(6罐)。 聖安娜

15 2020/3/23 鄒忠廷 鍾珮寧  鹹光餅(40斤)。 聖安娜

16 2020/3/23 唐玲  鹹光餅(30斤)。 聖安娜

17 2020/3/23 林濬欣 許心綺 林宇洋 林志宇  鹹光餅(80斤)。 聖安娜

18 2020/3/23 邱淑惠  包大人成人紙尿布m號(5箱)。 聖安娜

19 2020/3/22 蘆青會  成人紙尿布(3箱)、兒童紙尿布(2箱)。 聖安娜

20 2020/3/20 沈黃燕  食鹽(10包)。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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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20/3/18 金玄宮  白米(300斤)。 聖安娜

22 2020/3/17 陳祝慈 郭國坤  香米(100斤)。 聖安娜

23 2020/3/16 劉繼梅  購物袋(1個)。 聖安娜

24 2020/3/15 周招
 天然精華潔膚乳(14瓶)、杏仁千層片(海
苔)(1包)、杏仁千層片(原味)(1包)、金桔枇杷
潤喉糖(1包)。

聖安娜

25 2020/3/13 新店民權路永和豆漿  白米(12公斤)。 聖安娜

26 2020/3/12 江佩倫 鄭娟玲  白米(50斤)。 聖安娜

27 2020/3/12 江佩倫 鄭娟玲  白米(50斤)。 聖安娜

28 2020/3/12 江雪鳳  白米(50斤)。 聖安娜

29 2020/3/12 江全德 江佩綸  白米(50斤)。 聖安娜

30 2020/3/12 林桂榛  白米(100斤)。 聖安娜

31 2020/3/11 孫碧貞等人  茄汁鯖魚(6罐)、甜八寶(6罐)。 聖安娜

32 2020/3/11 孫碧貞等人
 醬油(5罐)、牙膏 牙刷(10組)、沙拉油(5
罐)、香皂(2組)、刀削麵(6包)、關廟麵(3
包)、原味肉醬(6罐)。

聖安娜

33 2020/3/11 陳淑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34 2020/3/11 潘人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35 2020/3/10 台北市殯葬管理處
 2/5水果(45斤)、2/12水果(63斤)、2/19水
果(69斤)、2/25水果(69斤)。

聖安娜

36 2020/3/9 TUV SUD TAIWAN  餅乾(5箱)、飲料(4箱)。 聖安娜

37 2020/3/7 鄭茂原  絞肉(30斤)。 聖安娜

38 2020/3/7 徐小姐  小饅頭(1包)、泡菜水餃(1包)。 聖安娜

39 2020/3/6 張宏育  沙拉油(2瓶)、鹽(2包)。 聖安娜

40 2020/3/6 陸弘股份有限公司  骨腿丁(18kg)。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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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20/3/6
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天母中山
店

 玉米(1箱)。 聖安娜

42 2020/3/6 黃秀苓  白米(50斤)。 聖安娜

43 2020/3/5 鄧鈺蓉  白米(300斤)、康乃馨成人紙尿褲(3箱)。 聖安娜

44 2020/3/4 林陳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45 2020/3/4 方之心邵弘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46 2020/3/4 奕瑪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紅牛全脂奶粉1kg(40包)。 聖安娜

47 2020/3/4 蔡萬全  雞肉(1批)。 聖安娜

48 2020/3/3 張宏育  來復易極致乾爽尿布(3包)。 聖安娜

49 2020/3/3 林金華  雞肉(20隻)。 聖安娜

50 2020/3/1 謝朝斌 謝徐蜜 謝俊緯 謝俊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51 2020/3/1 沈明賢/沈正傑/陳秋梅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52 2020/3/2 善心人士  白米12公斤 聖方濟

53 2020/3/2 蔡梅子  日本耳寶輔聽器1個 聖方濟

54 2020/3/2 善心人士  拐杖2支 聖方濟

55 2020/3/4 蓮記飄香饌關懷協會  胡麻醬24罐 聖方濟

56 2020/3/4 蓮記飄香饌關懷協會  高湯12罐 聖方濟

57 2020/3/6 李芊蓁  輪椅1台 聖方濟

58 2020/3/6 李芊蓁  便盆椅1個 聖方濟

59 2020/3/6 李芊蓁  電動床1張 聖方濟

60 2020/3/6 李芊蓁  紙尿褲1批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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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020/3/6 李芊蓁  毯子1件 聖方濟

62 2020/3/6 李芊蓁  飲品1批 聖方濟

63 2020/3/17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紅麴物語分享包1包 聖方濟

64 2020/3/17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銀雪分享包1包 聖方濟

65 2020/3/17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雪里分享包1包 聖方濟

66 2020/3/17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五拜有保庇包1包 聖方濟

67 2020/3/17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紅藜粿2包 聖方濟

68 2020/3/17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野川草莓派經濟包2包 聖方濟

69 2020/3/17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貝比瑪瑪有機米餅2包 聖方濟

70 2020/3/20 雙園肉脯食品行  肉鬆15斤 聖方濟

71 2020/3/22 劉慧玲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72 2020/3/26 林淑芬  額溫槍2支 聖方濟

73 2020/3/31 林香  手搖床1張 聖方濟

74 2020/3/31 楊秋菊  電動床1張 聖方濟

75 2020/3/4 張秀益
 尿片 10袋、看護墊3袋、紙尿褲6袋、洗頭
槽1個

基金會

76 2020/3/4 張秀益  手套7盒、棉巾1盒、紙巾3包、噴霧器1台 基金會

77 2020/3/4 張秀益
 抽痰機1台、中單2條、水果一批、鼻導管2
包

基金會

78 2020/3/4 張秀益  兩用巾1盒、棉棒牙刷一批、按摩器二台 基金會

79 2020/3/11 張秀益  氣墊床一台、便盆椅一台、吹風機一台 基金會

80 2020/3/26 張伯翔、張劉惠美  米 2袋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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