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1 109/09/01 日月瀞 頌缽瑜珈水療  蠟筆5盒、廣告顏料1組 高雄

2 109/09/01 郭芩婷

 口紅膠5罐、A4內頁袋2包、A4護貝膠膜1

組、18mm膠帶1組、24mm膠帶1組、裁縫

尺2條

高雄

3 109/09/23 郭盈瑩  碼錶2個 高雄

4 2020/9/22 傳悅國際有限公司  護唇膏 一批 一般

5 2020/9/1 博納爾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阿憨鹹粥-狀元魚燥120盒 聖方濟

6 2020/9/1 沈明賢/沈正傑/陳秋梅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7 2020/9/1 台北蓮泉寺  白米90公斤 聖方濟

8 2020/9/1 蔡國杉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9 2020/9/6 玉清昭明殿  白米240公斤 聖方濟

10 2020/9/5 財團法人社福聯勸基金會  白米90公斤 聖方濟

11 2020/9/5 財團法人社福聯勸基金會  米粉5包 聖方濟

12 2020/9/5 財團法人社福聯勸基金會  沙拉油6罐 聖方濟

13 2020/9/6 宜蘭縣歡笑愛心協會  羅東農會黑豆奶1箱 聖方濟

14 2020/9/6 宜蘭縣歡笑愛心協會  同榮魚罐2箱 聖方濟

15 2020/9/6 宜蘭縣歡笑愛心協會  有機漢方養氣茶1盒 聖方濟

16 2020/9/6 宜蘭縣歡笑愛心協會  立義知心禮盒1盒 聖方濟

17 2020/9/6 宜蘭縣歡笑愛心協會  台南農會虱目魚酥1罐 聖方濟

18 2020/9/6 宜蘭縣歡笑愛心協會  蔬菜1箱 聖方濟

19 2020/9/8 游柑淇  醫療耗品1批 聖方濟

20 2020/9/8 游柑淇  電動床1張 聖方濟

21 2020/9/8 游柑淇  便盆椅1個 聖方濟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褔利基金會

2020年9月份捐物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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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20/9/8 游柑淇  單腳拐杖1支 聖方濟

23 2020/9/8 游柑淇  氣墊床1張 聖方濟

24 2020/9/8 游柑淇  助行器1個 聖方濟

25 2020/9/8 羅東奠安宮  白米120公斤 聖方濟

26 2020/9/8 羅東奠安宮  麥片12袋 聖方濟

27 2020/9/8 羅東奠安宮  奶粉12袋 聖方濟

28 2020/9/8 羅東奠安宮  米粉40包 聖方濟

29 2020/9/8 宜蘭縣世界華人工商婦女協會  替換式小尿片80包 聖方濟

30 2020/9/8 宜蘭縣世界華人工商婦女協會  紙尿褲48包 聖方濟

31 2020/9/9 頭城協聖宮  白米342公斤 聖方濟

32 2020/9/9 頭城協聖宮  醬油30瓶 聖方濟

33 2020/9/9 頭城協聖宮  沙拉油30瓶 聖方濟

34 2020/9/10 陳雅琪  酒精5罐 聖方濟

35 2020/9/10 陳雅琪  濕紙巾120包 聖方濟

36 2020/9/11 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  白米750公斤 聖方濟

37 2020/9/15 榮騰農產股份有限公司  冷凍德式豬腳21.2公斤 聖方濟

38 2020/9/15 李月伶  柚子20顆 聖方濟

39 2020/9/15 簡國裕/簡俊達  小家電1批 聖方濟

40 2020/9/16 頭城湯院子社區管委會  白米2箱 聖方濟

41 2020/9/17 賴茂盛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42 2020/9/18 張丁永光  電動床1張 聖方濟

43 2020/9/18 張丁永光  氣墊床1張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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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20/9/18 張丁永光  輪椅1張 聖方濟

45 2020/9/18 張丁永光  紙尿褲1批 聖方濟

46 2020/9/18 張丁永光  醫療耗材1批 聖方濟

47 2020/9/18 張丁永光  抽痰機1台 聖方濟

48 2020/9/21 叡錦實業社  月餅100盒 聖方濟

49 2020/9/25 財團法人社福聯勸基金會  月餅禮盒27盒 聖方濟

50 2020/9/25 財團法人社福聯勸基金會  柚子禮盒3箱 聖方濟

51 2020/9/25 財團法人社福聯勸基金會  兔子香皂6個 聖方濟

52 2020/9/25 財團法人社福聯勸基金會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53 2020/9/27 三重普濟宮  白米120公斤 聖方濟

54 2020/9/25 高雄市明淨佛化會  物資1批 聖方濟

55 2020/9/27 玉清昭明殿  食品1批 聖方濟

56 2020/9/28 瑤濟宮  白米180公斤 聖方濟

57 2020/9/28 瑤濟宮  冬粉8包 聖方濟

58 2020/9/29 頭城鎮公所  水梨2箱 聖方濟

59 2020/9/30 雙園肉脯食品行  肉鬆15斤 聖方濟

60 2020/9/1 陽明峰匯社區管委會
 沙拉油(3罐)、醬油(3罐)、飲料(7箱)、餅乾

(6包)、麵條(3包)、白米(3包)。
聖安娜

61 2020/9/1 蘆洲無極五母宮  物資(1批)。 聖安娜

62 2020/9/1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會長蔡曉

暾

 白米(200斤)、泡麵(3箱)、餅乾(1批)、飲料

(3箱)。
聖安娜

63 2020/9/1 鄧鈺蓉  白米(300斤)。 聖安娜

64 2020/9/1 蘇怡璁  康乃馨成人尿布(3箱)。 聖安娜

65 2020/9/1 陳永誠  麵包(10個)。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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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2020/9/2 蔡萬全  雞肉(1批)。 聖安娜

67 2020/9/2 大展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白米(50斤)。 聖安娜

68 2020/9/2 李峟宏 鄭家喻  成人尿布(2箱)。 聖安娜

69 2020/9/2 謝朝斌 謝徐蜜 謝俊緯 謝俊儀  白米(100斤)。 聖安娜

70 2020/9/3 有誠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4包)。 聖安娜

71 2020/9/3 方之心邵弘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72 2020/9/4 奕瑪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紅牛奶粉(40包)。 聖安娜

73 2020/9/5 家居雲門社區  普渡祭品(白米沙拉油.等等)(1批)。 聖安娜

74 2020/9/6 懷憶停  物資(1批)。 聖安娜

75 2020/9/6 台灣金山財神廟慈善會  物資(1批)。 聖安娜

76 2020/9/7 王雪菊  白米(100斤)。 聖安娜

77 2020/9/7 天母三玉宮  白米(150斤)。 聖安娜

78 2020/9/7 溪霞館社區管委會  中元普渡物資(1批)。 聖安娜

79 2020/9/7 葉秀蘭  中元普渡物資(1批)。 聖安娜

作廢 聖安娜

80 2020/9/7 王俐人  物資(3箱)。 聖安娜

81 2020/9/7 植福宮  白米(200斤)。 聖安娜

82 2020/9/7 維甜  物資(3箱)。 聖安娜

83 2020/9/8 台北池天宮  物資(1批)、白米(1批)。 聖安娜

84 2020/9/8 財團法人海濤慈悲基金會  紙尿褲(5包)。 聖安娜

85 2020/9/9 高河炎 高鄭柿
 白米(50斤)、泰山沙拉油(1箱)、美蠔油(1

箱)、佛蒙時咖哩(10盒)。
聖安娜

86 2020/9/9 億特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白米(500斤)。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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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2020/9/9
新棋室內修設計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白米(500斤)。 聖安娜

88 2020/9/9 孫碧貞等人

 洗碗精(5罐)、醬油(3罐)、洗髮精(5罐)、牙

膏牙刷(10組)、沙拉油(5罐)、玉米罐(10

罐)、果醬(5罐)、麵筋(5罐)、鮪魚(5罐)、罐

廟麵(4包)、米粉(4包)。

聖安娜

89 2020/9/9 台北聖玄宮  白米(400斤)。 聖安娜

90 2020/9/10 洪瑞麟  白米(50斤)。 聖安娜

91 2020/9/10 洪瑞澤  白米(50斤)。 聖安娜

92 2020/9/10 洪聰明  白米(50斤)。 聖安娜

93 2020/9/10 蔡敏妙  白米(50斤)。 聖安娜

94 2020/9/10 家居天和管理委員會

 白米(75公斤)、食用油(38公升)、醬油(13公

升)、麵條(19公斤)、玉米罐頭(42罐)、肉鬆

(1,200克)、冬粉(1,400克)。

聖安娜

95 2020/9/11 顏芳靖  佳德鳳梨酥(12入)。 聖安娜

96 2020/9/11 黃鴻林 王雪菊  白米(100斤)。 聖安娜

97 2020/9/11 王雪梅  泡麵(12碗)。 聖安娜

98 2020/9/11 陸弘股份有限公司  大棒腿丁18kg/箱(1箱)。 聖安娜

作廢 聖安娜

99 2020/9/11 清雲府管理委員會  白米(190斤)。 聖安娜

100 2020/9/11 TUV SUD TAIWAN  餅乾(5箱)、飲料(7箱)。 聖安娜

101 2020/9/12 趙志國 王薇琇 王國勝 葉玉華等  物資(1批)。 聖安娜

102 2020/9/14 蘆洲保和宮  白米(700斤)。 聖安娜

103 2020/9/14 陳奕霖
 粿仔條(2包)、麵+米粉(5包)、罐頭(3罐)、

餅乾(1盒)。
聖安娜

104 2020/9/14 金玄宮  白米6包(300斤)。 聖安娜

105 2020/9/15 台中李小姐
 柔衣精(10包)、沙威隆(10罐)、濕紙巾(2

箱)、砂糖(8包)。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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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2020/9/15 淡水行天武聖宮  物資(1批)。 聖安娜

107 2020/9/16 財團法人台北市普濟寺  白米(500斤)。 聖安娜

108 2020/9/16 王廣平 戴天玲  清潔液(20罐)。 聖安娜

109 2020/9/17 潘人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110 2020/9/17 陳淑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111 2020/9/17 淡水龍虎宮  白米(80斤)。 聖安娜

112 2020/9/18 莊雅惠 池瑛桂  吐司(6條)。 聖安娜

113 2020/9/18 林宛瑾  口罩(4盒)。 聖安娜

114 2020/9/18 TUV SUD TAIWAN  餅乾(3箱)。 聖安娜

115 2020/9/19 葫東早餐店  三明治(40個)。 聖安娜

116 2020/9/19 新店民權路永和豆漿  白米(12公斤)。 聖安娜

117 2020/9/19 永慶房屋南門店  白米1.5公斤/包(7包)。 聖安娜

118 2020/9/20 周心渝  餅乾(100片)。 聖安娜

119 2020/9/20 周佳萱  鳳梨酥(50個)。 聖安娜

120 2020/9/21 陽明高中愛心團

 沙威隆潔身液(12瓶)、沙威隆洗髮精(2瓶)、

衣物柔軟精(16瓶)、3號電池(80顆)、洗衣精

(1瓶)。

聖安娜

121 2020/9/22 天母三玉宮  普渡拜拜禮盒(12箱)。 聖安娜

122 2020/9/22 天母國小二年九班 李曉青老師  白米50斤(1包)。 聖安娜

123 2020/9/22 天母國小潛能班陳老師  白米50斤(1包)。 聖安娜

124 2020/9/23 林宛瑾  口罩(6盒)。 聖安娜

125 2020/9/23 李志洋  柚子(1箱)。 聖安娜

126 2020/9/25 臺北市善心人士  芭樂(1箱)、雞排(1箱)。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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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2020/9/25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天母

派出所

 茶葉(8包)、芭娜娜雪Q餅(2包)、咖啡豆(1

包)。
聖安娜

128 2020/9/25 財團法人麥氏新東陽基金會  新東陽珍珠奶茶酥(1箱)。 聖安娜

129 2020/9/25 古衿瀅  藥品(1批)。 聖安娜

130 2020/9/26 楊基東
 包大人尿布M號(20箱)、沙威隆(5箱)、柔軟

精(5箱)。
聖安娜

131 2020/9/26 陳奕霖  柚子(1袋)。 聖安娜

132 2020/9/27 仁華里里長洪國林及里民  物資(1批)。 聖安娜

133 2020/9/27 郭淑真  物資(1批)。 聖安娜

134 2020/9/27
李明奇 許淑惠 林純琤 林雲錠 許

麗娥 邱員妹

 白吐司(5條)、好菇道(2箱)、水果玉米(40

根)、好奇濕紙巾(3箱)、蔓越莓汁(6大瓶)。
聖安娜

135 2020/9/27
王采蘋 邱裕珍 陳玉燕 陳修如 葉

秀鈴 陳丁煌 林振好 侯美雲

 包大人替換是尿片(8包)、噓噓樂xxL(4包)、

雞蛋(10斤)、青菜(10把)。
聖安娜

136 2020/9/27 蕭也白  襪子(1袋)、一箱玩具(1箱)、青菜(10把)。 聖安娜

137 2020/9/27 薛志仁 鍾珮寧  海綿蛋糕(26個)。 聖安娜

138 2020/9/28 黃士璿  白米(50斤)。 聖安娜

139 2020/9/28 吳子宜 吳子立 吳子坦  白米(50斤)。 聖安娜

140 2020/9/28
丁佩芬 王辰芸 糖糖 金金 美仙姐

姐 逸勉姐姐
 衣物柔軟精(2箱)、台糖二號砂糖(1箱)。 聖安娜

141 2020/9/28 劉專彰 劉作霖  沙威隆(1箱)。 聖安娜

142 2020/9/28 台北市中華愛心會  中秋月餅禮盒(3盒)。 聖安娜

143 2020/9/29 呂庭華  麵包(10個)。 聖安娜

144 2020/9/29 總統府  中秋禮盒(13盒)。 聖安娜

145 2020/9/30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洗髮精(12包)、沐浴乳(6包)。 聖安娜

146 2020/9/30 張秀子  肉鬆(1包)。 聖安娜

147 2020/9/30 士林神農宮義工12人送
 木瓜(3箱)、杏仁茶(2箱)、烤雞(1箱)、拉麵

(3箱)、餅乾(1箱)、三好米(1箱)。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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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2020/9/30 簡文榮  絞肉(40斤)。 聖安娜

149 2020/9/30 簡美珠
 米粉(2包)、沙拉油(1瓶)、白米(2包)、麵條

(1箱)。
聖安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