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1 2020/11/1 薛先生  雞腿(1件)、水果(1件)。 聖安娜

2 2020/11/1
謝朝斌.謝徐蜜.謝俊緯.謝俊儀.陳
欣怡

 白米(100斤)。 聖安娜

3 2020/11/1 台北市殯葬管理處  10月份水果(234斤)。 聖安娜

4 2020/11/2 鄧鈺蓉  白米(300斤)。 聖安娜

5 2020/11/2 簡翰林
 沙拉油(3罐)、醬油(2罐)、米粉(2包)、拉
麵(1包)、岩鹽(2包)、垃圾袋小(3捲)、砂
糖(1包)、浴廁清潔劑(1罐)。

聖安娜

6 2020/11/5 邱淑惠  成人尿布(5箱)、兒童尿布(2箱)。 聖安娜

7 2020/11/5 鄧鈺蓉  白米(300斤)。 聖安娜

8 2020/11/5 蘇怡璁  尿布(3箱)。 聖安娜

9 2020/11/5 王曜翔  原味奶茶(1包)。 聖安娜

10 2020/11/6 蔡萬全  雞肉(1批)。 聖安娜

11 2020/11/6 方之心邵弘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12 2020/11/7 新店民權路永和豆漿  白米12公斤(1包)。 聖安娜

13 2020/11/9 阿琴女士  雞蛋糕(335個)。 聖安娜

14 2020/11/9 王可馨  大燕麥片(4罐)。 聖安娜

15 2020/11/11 孫碧貞等人
 衛生紙(1箱)、牙膏+牙刷(10組)、漂白水
(5瓶)、洗衣粉(5包)、洗髮精(6瓶)、洗碗
精(5瓶)、香皂(2盒)。

聖安娜

16 2020/11/11 孫碧貞等人
 玉米醬(6罐)、果醬(2罐)、花生醬(2罐)、
鮪魚(5罐)、秋刀魚(3罐)、肉醬(3罐)。

聖安娜

17 2020/11/11 大展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白米(50斤)。 聖安娜

18 2020/11/11 劉溫妮  奶粉(40包)。 聖安娜

19 2020/11/12 許禮傑  白米(50斤)。 聖安娜

20 2020/11/12 陳淑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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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20/11/12 潘人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22 2020/11/13 陳昱銨
 八寶粥(8罐)、花生(1包)、包子(2個)、糕
餅(4個)。

聖安娜

23 2020/11/13 陸弘股份有限公司  美規棒腿15公斤(1箱)。 聖安娜

24 2020/11/16 黃士璿  白米(50斤)。 聖安娜

25 2020/11/16 吳子宜 吳子立 吳子坦  白米(50斤)。 聖安娜

26 2020/11/16 TUV SUD TAIWAN  餅乾(5箱)。 聖安娜

27 2020/11/16 劉依霖  克寧奶粉(1罐)。 聖安娜

28 2020/11/16
丁佩芬 王辰芸 糖糖 金金 美仙姐
姐 逸勉姐姐

 克寧奶粉(5罐)。 聖安娜

29 2020/11/17 王雪菊  白米(100斤)。 聖安娜

30 2020/11/17
謝國鍾 謝明衛 謝佳青 謝佳芬 謝
睿宸 謝睿芸

 白米(250斤)。 聖安娜

31 2020/11/17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洗髮精(12包)、沐浴乳(6包)。 聖安娜

32 2020/11/19 謝易昌 陳宣宇 王俊揚  物資(1批)。 聖安娜

33 2020/11/19 張維恬  物資(1批)。 聖安娜

34 2020/11/19 曾子瑞
 桂格三合㇐麥片(5盒)、桂格北海道特濃
麥片(5袋)、桂格高鈣奶粉(3罐)。

聖安娜

35 2020/11/20 幸福盛會  吐司(4條)。 聖安娜

36 2020/11/20 莊雅惠  吐司(3條)。 聖安娜

37 2020/11/21 林桂榛  白米(100斤)。 聖安娜

38 2020/11/21 三省宮  白米(200斤)、沙拉油(18瓶)。 聖安娜

39 2020/11/22 李先生  魚(1批)。 聖安娜

40 2020/11/22 陳昱銨  餅乾(2包)、柚子(3粒)。 聖安娜

41 2020/11/22 德明科大流通系學會
 復健褲(5包)、燕麥片(6盒)、易換式尿片
(3包)。

聖安娜

42 2020/11/23 正剛圓  白米(50斤)。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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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20/11/24 幸福盛會  吐司(11包)。 聖安娜

44 2020/11/24 高華真  香蕉(2大箱)。 聖安娜

45 2020/11/28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洗髮精(12包)、沐浴乳(6包)。 聖安娜

46 2020/11/29 呂俊毅
 尿布M號(2箱)、看護墊(3箱)、快擬寶(2
箱)、麥片(3盒)、尿布M(1包)。

聖安娜

47 2020/11/30 台北市殯葬管理處  11月水果(249斤)。 聖安娜

48 2020/11/30 邱淑惠
 包大人成人尿布(5箱)、幫寶適兒童尿布
(2箱)。

聖安娜

49 2020/11/1 善心人士  白米24公斤 聖方濟

50 2020/11/1 潘春⾧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51 2020/11/2 沈明賢/沈正傑/陳秋梅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52 2020/11/2 林錦田/林鑫佑/林虹吟  白米36公斤 聖方濟

53 2020/11/3 郭昀儒  濕紙巾24包 聖方濟

54 2020/11/6 台北市群英獅子會  紙尿褲(M)30包 聖方濟

55 2020/11/6 台北市群英獅子會  紙尿褲(L)30包 聖方濟

56 2020/11/6 台北市群英獅子會  替換式小尿片80包 聖方濟

57 2020/11/6 台北市群英獅子會  看護墊40包 聖方濟

58 2020/11/6 台北市群英獅子會  無粉塑膠手套(M)23盒 聖方濟

59 2020/11/6 五結獅子會  衛生紙480包 聖方濟

60 2020/11/6 五結獅子會  輪椅6張 聖方濟

61 2020/11/7 宜蘭縣歡笑愛心協會  茶葉2包 聖方濟

62 2020/11/7 宜蘭縣歡笑愛心協會  米酒2桶 聖方濟

63 2020/11/12 陳先生  衛生紙432包 聖方濟

64 2020/11/12 陳先生  衛生紙60包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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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020/11/13 國正布業有限公司  毯子200條 聖方濟

66 2020/11/23 善心人士  白米180公斤 聖方濟

67 2020/11/23 吳慧苓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68 2020/11/24 蔡國杉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69 2020/11/25 威靈廟  米香(壽桃)2袋 聖方濟

70 2020/11/25 威靈廟  麵線17包 聖方濟

71 2020/11/25 威靈廟  麵線24包 聖方濟

72 2020/11/25 威靈廟  麵線34包 聖方濟

73 2020/11/25 威靈廟  麵線43包 聖方濟

74 2020/11/25 威靈廟  麵線23包 聖方濟

75 2020/11/25 威靈廟  麵線4包 聖方濟

76 2020/11/28 林錦田/林鑫佑/林虹吟  白米36公斤 聖方濟

77 2020/11/2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
會

 公益福利卡儲值金3萬元整 台東

78 2020/11/17 程採秴  棉被10件 台東

79 2020/11/18 昇陞不動產仲介有限公司  毛帽20頂、手套14雙 台東

80 2020/11/11 善心人士  衛生紙3箱、塑膠清潔手套10副
聖文生工

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