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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7/31 黃秀苓  白米(50斤)。 聖安娜

2 2021/7/29 吳至晟  白米(300斤)。 聖安娜

3 2021/7/29 謝兆奇  白米(100斤)。 聖安娜

4 2021/7/29
財團法人臺灣自閉兒家庭關懷協

會
 白米小(5包)。 聖安娜

5 2021/7/28 林桂榛  白米(100斤)。 聖安娜

6 2021/7/27 第一閣旅社  保久乳(2箱)。 聖安娜

7 2021/7/27 賴秀卿

 蔓越莓汁(4箱)、包大人看護墊(10箱)、來復

易看護墊(10箱)、東元14吋電風扇(15台)、

台塑清潔袋大(80支)、台塑清潔袋超大(60

支)。

聖安娜

8 2021/7/27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蔬果(1批)。 聖安娜

9 2021/7/26 財團法人台北市萬和宮  物資(1批)。 聖安娜

10 2021/7/24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雞蛋(1箱)。 聖安娜

11 2021/7/24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洗髮精(2箱)、沐浴乳(1箱)。 聖安娜

12 2021/7/22 謝睿宸  白米(50斤)。 聖安娜

13 2021/7/22 謝明衛  白米(50斤)。 聖安娜

14 2021/7/22 謝國鐘  白米(50斤)。 聖安娜

15 2021/7/21 台北市寒士關懷協會
 成人紙尿褲M號(5箱)、舒寶柔濕巾(4箱)、

妙管家地板清潔劑(6桶)、洗潔精(10瓶)。
聖安娜

16 2021/7/20 譚秋蓮  白米小(2包)。 聖安娜

17 2021/7/19 謝仁泰  藥品(1批)。 聖安娜

18 2021/7/19 Abby  包大人尿布(1箱)。 聖安娜

19 2021/7/19
財團法人臺北市友信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特製輪椅(3台)。 聖安娜

20 2021/7/17 天兜  白米(5包)。 聖安娜

21 2021/7/16 謝黃美玉  藥品(1批)。 聖安娜

22 2021/7/16 天母善心人士  安親活力褲(12包)。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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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21/7/15 岢苡有限公司  立體洗衣袋(20個)。 聖安娜

24 2021/7/15 歐鎂鈴  藥品(1批)。 聖安娜

25 2021/7/14 正剛圓  白米(50斤)。 聖安娜

26 2021/7/14 北投愛心民眾  光泉保久乳(12箱)。 聖安娜

27 2021/7/14 杏一醫療用品淡水馬偕樓店  紙尿褲(3箱)、營養素(1箱)。 聖安娜

28 2021/7/13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紅蘿蔔(3斤6兩)、馬鈴薯(3斤)、洋蔥(3

斤)、大黃瓜(3斤)、地瓜葉(3斤)、牛番茄中

(3斤)、板豆腐(2板)。

聖安娜

29 2021/7/13 黃士璿  白米(50斤)。 聖安娜

30 2021/7/13 王雪菊  白米(100斤)。 聖安娜

31 2021/7/12 臺北市磁山育禾觀音協會  檸檬酵素烏梅汁(100瓶)、有機南瓜(3個)。 聖安娜

32 2021/7/10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雞蛋(1箱)。 聖安娜

33 2021/7/9 陸弘股份有限公司  骨腿丁18kg(1箱)。 聖安娜

34 2021/7/9 北投愛心民眾  物資(1批)。 聖安娜

35 2021/7/8 陳淑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36 2021/7/8 潘人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37 2021/7/7 中央印製廠  毛巾(40條)、香皂(55個)。 聖安娜

38 2021/7/6 奕瑪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紅牛全脂奶粉20包/1KG(2箱)。 聖安娜

39 2021/7/5 方之心 邵弘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40 2021/7/5 林綉美  食物增稠劑(30罐)。 聖安娜

41 2021/7/4
謝朝斌 謝徐蜜 謝俊緯 謝俊儀 陳

欣怡
 白米(100斤)。 聖安娜

42 2021/7/4 王心岑  蔓越莓汁(24瓶)。 聖安娜

43 2021/7/4 施鴻鳴  電風扇/中央牌(15台)。 聖安娜

44 2021/7/3 蔡芷柔  大同電風扇(3台)。 聖安娜

45 2021/7/3 新店民權永和  白米(12公斤)。 聖安娜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褔利基金會

2021年7月份捐物芳名錄

46 2021/7/1 荷里豆腐  16吋電扇2台 聖方濟

47 2021/7/1 捷斯登顧問有限公司  口罩200個 聖方濟

48 2021/7/1 捷斯登顧問有限公司  酒精1罐 聖方濟

49 2021/7/2 沈明賢/沈正傑/陳秋梅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50 2021/7/5 邱陳美雲/邱寅次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51 2021/7/5 鄭育欣/鄭東旭/牙美琇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52 2021/7/12 雙園肉脯食品行  肉鬆20斤 聖方濟

53 2021/7/14 袁秀麗  淼苗稻人有機白米30包 聖方濟

54 2021/7/14 袁秀麗  香草食堂小魚乾醬16罐 聖方濟

55 2021/7/16 羅建軍  奶粉2罐 聖方濟

56 2021/7/16 羅建軍  安素4罐 聖方濟

57 2021/7/16 羅建軍  力增4罐 聖方濟

58 2021/7/16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紅麴物語分享包2箱 聖方濟

59 2021/7/16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雪町歐蕾雪餅(草莓)2箱 聖方濟

60 2021/7/16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旺旺仙貝分享包2箱 聖方濟

61 2021/7/16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夾心酥捲草莓2箱 聖方濟

62 2021/7/16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金薯物語分享包2箱 聖方濟

63 2021/7/21 善心人士  濕紙巾36包 聖方濟

64 2021/7/21
李蓮珠/蕭世綸/王淑靜/林育雅/

黃佳子
 替換式小尿片30包 聖方濟

65 2021/7/25 宜蘭縣歡笑愛心協會  紅茶、綠茶、米等物資1批 聖方濟

66 2021/7/29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

會
 全聯五佰元禮卷160張 台南

67 2021/7/16 善心人士 奈森克林水滴將純水柔濕巾90抽2箱(48包) 基金會

68 2021/7/29 吳榮宗
 繪本2本(為什麼不能等一下、鱷魚艾倫又大

又可怕的牙齒)A4影印紙1箱
高雄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褔利基金會

2021年7月份捐物芳名錄

69 2021/7/29 吳雅玲
 繪本3本(前面還有什麼車、李歐納國王的泰

迪熊、企鵝旅館)
高雄

70 2021/7/29 日月瀞頌缽瑜珈水療  繪本1本(森林旅館) 高雄

71 2021/7/2 陳純惠  三好米12kg一包 台東

72 2021/7/5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

會
 110年7月公益福利卡儲值金3萬元整 台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