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1 2020/8/1 蔡國杉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2 2020/8/1 沈明賢/沈正傑/陳秋梅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3 2020/8/1 善心人士  白米12公斤 聖方濟

4 2020/8/1 善心人士  單腳拐杖1支 聖方濟

5 2020/8/1 林錦田/林鑫佑/林虹吟  白米36公斤 聖方濟

6 2020/8/2 偽善團  民生物品1批 聖方濟

7 2020/8/2 民豐農場游建富/尤彩雲  白米540公斤 聖方濟

8 2020/8/5 莊尤粉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9 2020/8/5 莊語捷/莊源揮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10 2020/8/5 陳柇洋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11 2020/8/5 莊沛潔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12 2020/8/5 陳舒涵/陳紫涵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13 2020/8/5 尤林來有/尤萬能/尤秀儒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14 2020/8/5 張尤含笑/張君平/張君嵐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15 2020/8/10 吳小姐  水果1箱 聖方濟

16 2020/8/10 吳小姐  床墊3個 聖方濟

17 2020/8/11 蓮記飄香饌關懷協會  西瓜15顆 聖方濟

18 2020/8/12 林月仙  立攝速1瓶 聖方濟

19 2020/8/12 林月仙  完膳1瓶 聖方濟

20 2020/8/12 林月仙  倍力素14瓶 聖方濟

21 2020/8/12 林月仙  倍速力1瓶 聖方濟

22 2020/8/12 林月仙  倍速益43瓶 聖方濟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褔利基金會

2020年8月份捐物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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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20/8/12 林月仙  復健褲17包 聖方濟

24 2020/8/12 林月仙  葡勝納8瓶 聖方濟

25 2020/8/13 協天宮  麵線2箱 聖方濟

26 2020/8/17 蔡國杉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27 2020/8/17 善心人士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28 2020/8/20 雙連埤生態教室  南瓜1袋 聖方濟

29 2020/8/20 雙園肉脯食品行  肉鬆15斤 聖方濟

30 2020/8/22 潘春長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31 2020/8/22 潘春長  餅乾1批 聖方濟

32 2020/8/22 頭城淨根慈惠堂  白米360公斤 聖方濟

33 2020/8/22 頭城淨根慈惠堂  物資1批 聖方濟

34 2020/8/23 尚辰鋼業有限公司  有機醬油3罐 聖方濟

35 2020/8/23 尚辰鋼業有限公司  養生豆奶2箱 聖方濟

36 2020/8/23 尚辰鋼業有限公司  鮪魚罐頭24罐 聖方濟

37 2020/8/26 亨龍工業有限公司  火龍果1箱 聖方濟

38 2020/8/26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五拜有保庇包1箱 聖方濟

39 2020/8/26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旺仔小饅頭(乳酸多)1箱 聖方濟

40 2020/8/26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金澎派1箱 聖方濟

41 2020/8/26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青蔥物語分享包1箱 聖方濟

42 2020/8/26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紅麴物與分享包1箱 聖方濟

43 2020/8/26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野川草莓派經濟包1箱 聖方濟

44 2020/8/26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雪月醬味1箱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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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2020/8/26 財團法人仕招社福基金會  無聊派大仙貝酥1箱 聖方濟

46 2020/8/27 林玉霞  輪椅1台 聖方濟

47 2020/8/27 吳慧苓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48 2020/8/27 傅先生  白米180公斤 聖方濟

49 2020/8/28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替換式小尿片160包 聖方濟

50 2020/8/28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紙尿褲42包 聖方濟

51 2020/8/28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奶粉40包 聖方濟

52 2020/8/28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好神拖1組 聖方濟

53 2020/8/28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沙拉油78罐 聖方濟

54 2020/8/28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洗手乳8罐 聖方濟

55 2020/8/28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麥片9盒 聖方濟

56 2020/8/28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無粉檢診手套110盒 聖方濟

57 2020/8/28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衛生紙840包 聖方濟

58 2020/8/28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擦手紙300包 聖方濟

59 2020/8/28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濕紙巾168包 聖方濟

60 2020/8/28 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鯖魚罐頭120罐 聖方濟

61 2020/8/28 冬山永美玉玄宮  物品1批 聖方濟

62 2020/8/28 明湖福安宮  白米330公斤 聖方濟

63 2020/8/29 林錦田/林鑫佑/林虹吟  白米36公斤 聖方濟

64 2020/8/1 大成雜貨鋪  白米(40斤)。 聖安娜

65 2020/8/1 林瑞鈞 林瑞銨  白米(40斤)。 聖安娜

66 2020/8/1 林漢深  白米(20斤)。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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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2020/8/1 蘇聖傑  白米(20斤)。 聖安娜

68 2020/8/1 善心人士台北市  白米(4包)、油(2桶)、雜貨(1批)。 聖安娜

69 2020/8/1
謝朝斌.謝徐蜜.謝俊緯.謝俊儀.陳

欣怡
 白米(100斤)。 聖安娜

70 2020/8/3 得沛有限公司 統編:63052271  益力壯經典高氮(5罐)。 聖安娜

71 2020/8/3 張子霈 洪翊榛 張芯瑜  益力壯PLUS(2箱)。 聖安娜

72 2020/8/3 石鎔菱
 濕紙巾90抽(90包)、看護墊60*90(1箱)、看

護墊(1箱)、益力壯3000克(1包)。
聖安娜

73 2020/8/3 黃于倢  添寧成人紙尿褲m號(5箱)。 聖安娜

74 2020/8/3 李朱樺
 菜瓜布(22個)、濕紙巾(8包)、沙拉脫洗碗精

(2瓶)。
聖安娜

75 2020/8/3 林陳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76 2020/8/3 方之心邵弘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77 2020/8/4 宋杰書  詩柔濕紙巾(1箱)。 聖安娜

78 2020/8/4 宋杰儒  詩柔濕紙巾(1箱)。 聖安娜

79 2020/8/4 余明忠 樂玉梅
 山東手揉白饅頭(60顆)、低溫烘培元寶堅果

(3公斤)。
聖安娜

80 2020/8/5 陳淑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81 2020/8/5 潘人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82 2020/8/5 李家芸 劉佳昇  香滿室地板清潔劑(15瓶)。 聖安娜

83 2020/8/5 呂庭華  麵包(6顆)。 聖安娜

84 2020/8/6 蔡萬全  雞肉(1批)。 聖安娜

85 2020/8/6 奕瑪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紅牛全脂奶粉1kg(40包)。 聖安娜

86 2020/8/7 孫碧貞等人

 漂白水(5罐)、洗衣粉(5包)、洗碗精(5罐)、

玉米罐(6罐)、噴肉(6罐)、鮪魚(6罐)、烹煮

麵(5包)、衛生紙(1箱)、香皂(2盒)。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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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2020/8/7 台北市松鶴獅子會

 康乃馨濕紙巾(72包)、來復易整夜一片尿布

(12箱)、咪妮地板清潔劑(24桶)、白蘭洗碗

精2.8公升(32瓶)、白蘭洗衣精補充包(78

包)。

聖安娜

88 2020/8/7 陳玉鳳 陳玉燕 陳丁煌 陳天賜
 洗手乳(17瓶)、濕紙巾(15包)、綠竹筍(5

斤)。
聖安娜

89 2020/8/7 張傳綱 蔡孟潔  海綿蛋糕(83顆)。 聖安娜

90 2020/8/7 林濬欣 許心綺 林宇洋 林志宇  海綿蛋糕(50顆)。 聖安娜

91 2020/8/7 杜艾玲 徐斌  綠竹筍(10斤)。 聖安娜

92 2020/8/7 薛志仁 鍾珮寧  鹹光餅(10斤)。 聖安娜

93 2020/8/8 新店民權路永和豆漿  白米(12公斤)。 聖安娜

94 2020/8/8 台北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236斤)。 聖安娜

95 2020/8/10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尿布(10箱)。 聖安娜

96 2020/8/11 翁嘉隆  白米(100斤)。 聖安娜

97 2020/8/14 陸弘股份有限公司  帶骨里肌(12公斤)。 聖安娜

98 2020/8/15 江全德 江佩綸  白米(200斤)。 聖安娜

99 2020/8/17 何敦煌全家  白米(63公斤)。 聖安娜

100 2020/8/17 曹建祥全家  白米(63公斤)。 聖安娜

101 2020/8/17 劉依霖  蔓越莓(6罐)。 聖安娜

102 2020/8/17
丁佩芬 王辰芸 糖糖 金金 美仙姐

姐 逸勉姐姐
 快擬寶(10罐)、蔓越莓汁(10罐)。 聖安娜

103 2020/8/17 張宏育  復健褲M號(2包)。 聖安娜

104 2020/8/18 福元養生素食館 周小姐  物資(12包)。 聖安娜

105 2020/8/18 善心人士台北市  吐司(6條)。 聖安娜

106 2020/8/18 暐康實業有限公司  健康無毒水梨(10盒)。 聖安娜

107 2020/8/18 蔡其瑞
 快擬寶(15罐)、益力壯(2罐)、擦手紙(5

箱)、清潔劑(3瓶)。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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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2020/8/18 賴秀卿
 快擬寶(10罐)、益力壯(8罐)、清潔劑(2

瓶)。
聖安娜

109 2020/8/18 陶朱行  蔓越莓汁(8瓶)。 聖安娜

110 2020/8/19 陳奕霖  餅乾(1批)。 聖安娜

111 2020/8/19 郭文良 郭國坤  香米(100斤)。 聖安娜

112 2020/8/20 江晞妍  白米(1包)、蔓越莓汁(2罐)。 聖安娜

113 2020/8/20 陳資岑 莊家豪 范府千歲  燕麥片(4包)。 聖安娜

114 2020/8/21 張宏育  來復易尿片(2包)。 聖安娜

115 2020/8/22 陳莉如  輪椅(1台)、尿布(7包)、約速手套(1件)。 聖安娜

116 2020/8/23 明山天行宮  白米(60公斤)、供品(1批)。 聖安娜

117 2020/8/24 無極玄德宮  白米(250斤)。 聖安娜

118 2020/8/24 謝佳蓉 黃熙  尿布(1箱)、衛生紙(1箱)。 聖安娜

119 2020/8/24 士林無極殿  物資(1批)。 聖安娜

120 2020/8/24 泰寶貝 陳芐霖 羅麗蓮  益力壯(36罐)、濕紙巾(24包)。 聖安娜

121 2020/8/25 曾國綱  運動攝影機(1組)。 聖安娜

122 2020/8/25 林茂生

 莊臣愛地潔2L(15瓶)、春風擦手紙(180

包)、菜瓜布(15個)、洗衣精(40瓶)、洗碗精

(30瓶)、成人紙尿褲M號(80包)、滿意寶寶

濕紙巾(20包)。

聖安娜

123 2020/8/25 莊嬿樺  水蜜桃(50粒)。 聖安娜

124 2020/8/26 陳怡穎  湯穗亞麻核桃鮮奶吐司(1條)。 聖安娜

125 2020/8/27 善心人士台北  物資(1批)。 聖安娜

126 2020/8/28 邱淑惠
 包大人紙尿褲M號(5箱)、幫寶適嬰兒紙尿

褲(2箱)。
聖安娜

127 2020/8/28 台北市殯葬管理處

 8/1水果(32斤)、8/6水果(34斤)、8/13水果

(69斤)、8/19水果(64斤)、8/16水果(32

斤)。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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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2020/8/28 歐鎂鈴  藥品(1批)。 聖安娜

129 2020/8/28 林珈妤  藥品(1批)。 聖安娜

130 2020/8/28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洗髮精(12包)、沐浴乳(6包)。 聖安娜

131 2020/8/28 王黃春梅  豬肉(1批)、丸子(1批)。 聖安娜

132 2020/8/29 台北聖鳳宮  白米(600斤)。 聖安娜

133 2020/8/29 廣修禪寺  物資(1批)。 聖安娜

134 2020/8/29 楊師姐(速克達安全帽)  7/2羊奶鰻陶(3盒)。 聖安娜

135 2020/8/29 記龍紙器有限公司  7/2羊奶饅頭(3盒)。 聖安娜

136 2020/8/29 陸煖穎 陸嘉樂  7/2羊奶饅頭(2盒)。 聖安娜

137 2020/8/29 張永勳  7/2羊奶饅頭(2盒)。 聖安娜

138 2020/8/29 張怡君  7/2羊奶饅頭(2盒)。 聖安娜

139 2020/8/29 郭宥暘(田食)  7/2羊奶鰻頭(2盒)。 聖安娜

140 2020/8/29 楊寶鳳  7/2羊奶饅頭(1盒)。 聖安娜

141 2020/8/29 張素英  7/2羊奶饅頭(1盒)。 聖安娜

142 2020/8/29 蕭佳安  7/2羊奶饅頭(1盒)。 聖安娜

143 2020/8/29 林春柳  7/2羊奶饅頭(1盒)。 聖安娜

144 2020/8/29 永承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7/2羊奶饅頭(1盒)。 聖安娜

145 2020/8/29 李基排炸雞  7/2羊奶饅頭(1盒)。 聖安娜

146 2020/8/29 陽明賞社區  物資(1批)。 聖安娜

147 2020/8/30 蘇秀林  泰山黑八寶粥(48罐)、三好米(6公斤)。 聖安娜

148 2020/8/31 TUV SUD TAIWAN  餅乾(6箱)。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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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2020/8/31 陳靓馨

 抗菌毛毯小(14件)、抗菌毛毯大(8件)、蓮藕

粉(5瓶)、純天然冬粉(10包)、龍眼乾(5包)、

埔里有機香菇(2包)、海帶芽(4包)、養生白

木耳(3包)、野生黑木耳(5包)、32種精華粉

(5包)、仙楂餅(2包)。

聖安娜

150 2020/8/31 財團法人聖仁慈善救濟基金會  8/21日式素咖哩(10公斤)。 聖安娜

151 2020/8/31 黃士璿  白米(50斤)。 聖安娜

152 2020/8/31 張宏育  尿布(2包)。 聖安娜

153 2020/8/31 張鈴蘭
 優先沛蔓越莓汁(2箱)、埔公英擦手紙(15

箱)、快擬寶(48罐)、益力壯(20袋)。
聖安娜

154 2020/8/13 善心人士  來復易活力褲 3袋 一般

155 2020/8/13 微積分  雜貨三箱 一般

156 2020/8/4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基金會  109年8月公益福利卡儲值金3萬元整 臺東

157 2020/8/5 陳純惠  壽司米 12KG一包 臺東

158 2020/8/31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基金會  109年9月公益福利卡儲值金3萬元整 臺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