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1 2021/3/1 沈明賢/陳秋梅/沈正傑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2 2021/3/2 亨龍工業有限公司  高麗菜1籠 聖方濟

3 2021/3/2 郭昀儒  濕紙巾18包 聖方濟

4 2021/3/4 善心人士  統㇐肉燥2罐 聖方濟

5 2021/3/12 簡智賢  噴霧器2台 聖方濟

6 2021/3/12 簡智賢  抽痰機2台 聖方濟

7 2021/3/12 簡智賢  醫療耗材1批 聖方濟

8 2021/3/12
社團法人宜蘭縣蓮記飄香饌關懷
協會

 家庭防疫平安包30包 聖方濟

9 2021/3/12
社團法人宜蘭縣蓮記飄香饌關懷
協會

 洗碗精16罐 聖方濟

10 2021/3/15 薛柏新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11 2021/3/17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五拜有保庇包3箱 聖方濟

12 2021/3/17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紅麴物語分享包1箱 聖方濟

13 2021/3/17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青蔥物語分享包1箱 聖方濟

14 2021/3/17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福旺分享包1箱 聖方濟

15 2021/3/17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厚燒海苔分享包1箱 聖方濟

16 2021/3/17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厚燒鹽味分享包1箱 聖方濟

17 2021/3/16 博納爾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阿憨鹹粥-虱目魚純魚酥800盒 聖方濟

18 2021/3/25 財團法人福琳工商發展基金會  口罩20000個 聖方濟

19 2021/3/25 財團法人福琳工商發展基金會  口罩2000個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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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21/3/25 財團法人福琳工商發展基金會  口罩18000個 聖方濟

21 2021/3/27 宜蘭縣歡笑愛心協會  雞肉鬆2罐 聖方濟

22 2021/3/27 宜蘭縣歡笑愛心協會  茶葉1包 聖方濟

23 2021/3/27 宜蘭縣歡笑愛心協會  肉鬆禮盒1盒 聖方濟

24 2021/3/27 宜蘭縣歡笑愛心協會  黑米紅柚果乾1份 聖方濟

25 2021/3/27 宜蘭縣歡笑愛心協會  餅乾(批)1批 聖方濟

26 2021/3/30
財團法人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
募基金會

 鳳梨7箱 聖方濟

27 2021/3/31 林惠美  白米(包)1包 聖方濟

28 2021/3/31 林惠美  魚罐頭6罐 聖方濟

29 2021/3/31 吳林美雪  電動床1張 聖方濟

30 2021/3/24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IPEVO 愛比科技VZ-R HDMI 雙模式實物攝
影機800萬像素(整新品)

基金會

31 2021/3/29 喜年來股份有限公司  海苔蛋捲禮盒 基金會

32 2021/3/29
甘淑君、Michelle Yen、曾嘉
慧、曾玲芳、Jasmin Chang、
張瑋琪、黃依娃

 7公斤洗衣機㇐台指定用途:給服務對象李○
○家庭使用

臺南

33 2021/3/31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事業基金會  全聯五佰元禮卷160張 臺南

34 2021/3/4 陳純惠  三好鮮米12KG㇐包 臺東

35 2021/3/1 何秀銀  高麗菜(3顆)。 聖安娜

36 2021/3/1 蔡正元 蔡林玉  白米3公斤(2包)。 聖安娜

37 2021/3/2 張宏育  沙拉油(2罐)、鹽巴(2包)。 聖安娜

38 2021/3/3 蔡萬全  雞肉(1批)。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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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021/3/3 奕瑪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紅牛全脂奶粉1kg/20包(2箱)。 聖安娜

40 2021/3/3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洗髮精(12包)、沐浴乳(6包)。 聖安娜

41 2021/3/4 淡水行天武聖宮  物資(1批)。 聖安娜

42 2021/3/4 張宏育  麥片(1盒)、洗手乳(2罐)。 聖安娜

43 2021/3/4 林佩儀(林君)  白米(50斤)。 聖安娜

44 2021/3/5 陸弘股份有限公司  棒腿(1箱)。 聖安娜

45 2021/3/5 方之心邵弘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46 2021/3/6 黃士璿  白米(50斤)。 聖安娜

47 2021/3/6 新店民權路永和豆漿  白米(12公斤)。 聖安娜

48 2021/3/7
謝朝斌.謝徐蜜.謝俊緯.謝俊儀.陳
欣怡

 白米(100斤)。 聖安娜

49 2021/3/9 孫碧貞等人

 洗碗精(5瓶)、漂白水(5瓶)、沙拉油(5瓶)、
玉米罐(6罐)、牙膏牙刷(10組)、果醬(3罐)、
花生醬(3罐)、奶油(3罐)、蒸煮麵(6包)、八
寶粥(10罐)。

聖安娜

50 2021/3/9
謝國鍾 謝明衛 謝佳青 謝佳芬 謝
睿宸 謝睿芸

 白米(200斤)。 聖安娜

51 2021/3/11 謝昌宇  白米(50斤)。 聖安娜

52 2021/3/11 劉文筠  尿布(2箱)。 聖安娜

53 2021/3/11 賴倉海  白米(100斤)。 聖安娜

54 2021/3/11 朱⾧慶  白米(100斤)。 聖安娜

55 2021/3/11 曾子瑞  威猛先生地板清潔劑3785ml(10罐)。 聖安娜

56 2021/3/12 作廢  白(00)。 聖安娜

57 2021/3/13 潘人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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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2021/3/13 陳淑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59 2021/3/14 沈泳翰  白米(50斤)。 聖安娜

60 2021/3/14 茵茵美髮 林新傑
 白米(100斤)、麵條(10包)、麥片(2罐)、沙
拉油(4瓶)、奶粉(2罐)。

聖安娜

61 2021/3/14 李佳娟  麵包(20個)。 聖安娜

62 2021/3/14 陳琇樺  麵包(20個)。 聖安娜

63 2021/3/14 戚念慈  麵包(4個)。 聖安娜

64 2021/3/14 林珈妤  藥品(1批)。 聖安娜

65 2021/3/15 張宏育  麥片(1盒)、洗手乳(2罐)。 聖安娜

66 2021/3/18 鄭文然  高級肉鬆(15斤)。 聖安娜

67 2021/3/18 許明賢代表善心人士  高級肉鬆(25斤)。 聖安娜

68 2021/3/21 黃川谷 施瓊芬  白米(30斤)。 聖安娜

69 2021/3/21 莊雅如  白米(30公斤)。 聖安娜

70 2021/3/21 茵茵美髮 林新傑

 奶粉(5罐)、麥片(4包)、沙拉油(4罐)、清潔
劑(13罐)、杏仁粉(4瓶)、黑豆粉(4瓶)、芝麻
(4包)、亞麻仁籽(4瓶)、燕麥片(4包)、洗衣
粉(4盒)。

聖安娜

71 2021/3/23 呂庭華  麵包(8個)。 聖安娜

72 2021/3/23 簡美珠
 馬桶清潔劑(3罐)、沙拉油(4罐)、素蠔油(1
罐)、營養面(1箱)、牙膏(5條)、砂糖(1包)。

聖安娜

73 2021/3/23
財團法人臺灣自閉兒家庭關懷協
會

 白米2公斤(5包)。 聖安娜

74 2021/3/24 薛芸涵  洗衣精(1瓶)、洗衣精補充包(2包)。 聖安娜

75 2021/3/25 張維恬
 洗手乳(12罐)、蔓越莓汁(12罐)、沙拉油(8
罐)、麥片(12罐)、醬油(6罐)、地板清潔劑
(10罐)、酒精(2罐)、漂白水(2罐)。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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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2021/3/25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洗髮精(12包)、沐浴乳(6包)。 聖安娜

77 2021/3/27 張正元  白米3公斤(2包)、白米1.8公斤(1包)。 聖安娜

78 2021/3/27 謝寶娜  益力壯(120罐)。 聖安娜

79 2021/3/29 中華209行善協會  物資(1批)。 聖安娜

80 2021/3/29 張宏育  沙拉油(2罐)、台鹽(2包)。 聖安娜

81 2021/3/30
丁佩芬 王辰芸 糖糖 金金 美仙姐
姐 逸勉姐姐

 益力壯(7罐)。 聖安娜

82 2021/3/30 劉依霖  益力壯(1罐)、益力壯2月(10罐)。 聖安娜

83 2021/3/30 賴碧珠 鍾珮寧 薛志仁 蔡華美
 海綿蛋糕(36個)、鹹光餅(10斤)、海綿蛋糕
2(36個)。

聖安娜

84 2021/3/30 蔡政樺  海綿蛋糕(36個)。 聖安娜

85 2021/3/30 張傳綱 蔡孟潔  海綿蛋糕(100個)。 聖安娜

86 2021/3/30 陳玉燕 許麗娥 陳洲松 李宗洮
 地瓜(50斤)、白花(1箱)、小黃瓜(1袋)、紅
蘿蔔 (1袋)。

聖安娜

87 2021/3/30
林振好 李宗兆 陳修如 李彥章 李
凰綺 林映谷

 菠菜(1袋)、馬鈴薯(1袋)、高麗菜(4個)、手
套(3盒)。

聖安娜

88 2021/3/30
洪旻 林配淳 李建銘 陳天賜 劉育
愷 趙興華

 香腸(20斤)、絲瓜(1袋)、番茄(1箱)。 聖安娜

89 2021/3/30 張蕭莧菜  手鍊(200條)。 聖安娜

90 2021/3/31 曾樂施  白米(20斤)、白木耳(1袋)。 聖安娜

91 2021/3/31 TUV SUD TAIWAN  餅乾(3箱)、飲料(2箱)。 聖安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