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1 2021/8/1 興璇豬肉舖 潘柏璇  肉品(7大包)。 聖安娜

2 2021/8/1 韓先生  意麵(4箱)。 聖安娜

3 2021/8/3 方之心 邵弘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4 2021/8/3 台北市殯葬管理處  7月份水果(245斤)。 聖安娜

5 2021/8/5 孫碧貞等人

 衛生紙(1箱)、泡麵(1箱)、日用夜用衛生棉

(10包)、漂白水(5罐)、鮪魚麵筋肉醬(5各5

罐)、玉米罐(10罐)、沙拉油(5罐)、蒸煮麵(5

包)、草莓奶油巧克力醬(3各3罐)。

聖安娜

6 2021/8/5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雞蛋(1箱)。 聖安娜

7 20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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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21/8/6 陸弘股份有限公司  骨腿丁18kg(1箱)。 聖安娜

9 2021/8/7 新店民權路永和豆漿  白米(12公斤)。 聖安娜

10 2021/8/9 鄧維龍 鄧瑄婷 鄧少行 宋敏  白米(50斤)。 聖安娜

11 2021/8/9 鄧維豪 鄧宇哲 葉于慧 周秀玲  白米(50斤)。 聖安娜

12 2021/8/9 天母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聖安娜

13 2021/8/10 張有如 張文賢 張翼德

 龍眼乾(3包)、五糧糙米銘菓(7包)、蓮藕粉

(2瓶)、南瓜子酥(2包)、黑芝麻粉(5瓶)、埔

里有機小香菇(2包)、養生麵條(10包)、檸檬

酵素梅子汁(20瓶)、32種精華粉(5包)、仙楂

餅(2包)。

聖安娜

14 2021/8/13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白蘿蔔(4斤)、馬鈴薯(3斤)、小黃瓜(3斤)、

地瓜葉(3斤)、大陸妹(3斤)、牛番茄(3斤)、

板豆腐(2版)、吻仔魚(1斤)。

聖安娜

15 2021/8/14 大展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白米(50斤)。 聖安娜

16 2021/8/14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雞蛋(1箱)。 聖安娜

17 2021/8/14 廣修禪寺  食物(1 批)。 聖安娜

18 2021/8/16 台北池天宮  白米50斤(35包)。 聖安娜

19 2021/8/16 廖美珠  水果(2袋)。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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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21/8/16 王文玿  食品(1批)。 聖安娜

21 2021/8/16 歐鎂鈴  藥品(1批)。 聖安娜

22 2021/8/18 暐康實業有限公司  健康無毒水梨(10盒)。 聖安娜

23 2021/8/18
財團法人臺灣自閉兒家庭關懷協

會
 白米(6包)。 聖安娜

24 2021/8/18 張宏育  沙拉油(2罐)、鹽巴(2包)。 聖安娜

25 2021/8/20 曹建祥全家  夢膳壽司米(75台斤)。 聖安娜

26 2021/8/20 張宏育  浴巾(3條)。 聖安娜

27 2021/8/21 作廢  無(0無)。 聖安娜

28 2021/8/21 茵茵美髮 吳秀鶯  白米(50斤)。 聖安娜

29 2021/8/21 沈育安  白米(50斤)。 聖安娜

30 2021/8/21 沈泳翰  白米(50斤)。 聖安娜

31 2021/8/21 林新傑 陳佳瑀 顏瑞呈 邱素珍  白米(100斤)。 聖安娜

32 2021/8/21 陳建昌 陳若慈  白米(100斤)。 聖安娜

33 2021/8/21 家居雲門社區  沙拉油 白米 等(1批)。 聖安娜

34 2021/8/23 有誠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50*25包(250斤)。 聖安娜

35 2021/8/23 林道東  白米(250斤)。 聖安娜

36 2021/8/23
謝朝斌 謝徐蜜 謝俊緯 謝俊儀 陳

欣怡
 白米(100斤)。 聖安娜

37 2021/8/23 財團法人台北市士林神農宮  烤雞(10隻)。 聖安娜

38 2021/8/23 蘆洲無極五母宮  物資(1批)、白米(1批)。 聖安娜

39 2021/8/23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白米(200斤)、飲料(4箱)、泡麵(2箱)。 聖安娜

40 2021/8/23 美國童軍202團  尿布(4箱)、沙威隆(8罐)、益力壯(1箱)。 聖安娜

41 2021/8/24 彩雲仙居  米各類麵食等物資(1批)。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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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21/8/24 瑪里士實業有限公司
 DUE ORI 頂級冷壓初榨橄欖油(12瓶)、碧華

莊穀粉(12瓶)。
聖安娜

43 2021/8/24 溪霞館社區管委會  物資(1批)。 聖安娜

44 2021/8/25 阿琴女士  雞蛋糕(335粒)。 聖安娜

45 2021/8/26 懷憶停  物資(1批)。 聖安娜

46 2021/8/26 陳淑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47 2021/8/26 潘人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48 2021/8/27 家居天和管理委員會

 白米(74公斤)、食用油(39公升)、醬油(20公

升)、麵條(24公斤)、米粉200克(28包)、玉

米粒340克(57罐)、各式調味醬(8大罐)、肉

鬆魚鬆(6大罐)。

聖安娜

49 2021/8/27 蕭安淇  大浴巾(60條)。 聖安娜

50 2021/8/27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馬鈴薯(1批)、洋蔥(1批)、清江菜(1批)、蚵

白菜(1批)、黃地瓜(1批)、板豆腐(1批)、綠

豆芽(1批)、海帶絲(1批)。

聖安娜

51 2021/8/27 張宏育  浴巾(3條)。 聖安娜

52 2021/8/27 簡美珠
 白米小(15包)、沙拉油小(2罐)、油膏(1

罐)、餅乾(2包)。
聖安娜

53 2021/8/27 臺北市慧智獅子會  成人尿布M號(11箱)、兒童尿布xl號(8箱)。 聖安娜

54 2021/8/27 幸福盛會  吐司(8包)。 聖安娜

55 2021/8/28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雞蛋(1箱)。 聖安娜

56 2021/8/29 王雪梅  禮盒(2盒)。 聖安娜

57 2021/8/29 王雪菊  禮盒(1盒)。 聖安娜

58 2021/8/29 劉依霖 劉尊彰  芳柔擦手紙20包(1箱)。 聖安娜

59 2021/8/29
丁佩岑 王辰芸 糖糖 金金 美仙姐

姐 逸勉姐姐
 芳柔擦手紙20包/箱(4箱)。 聖安娜

60 2021/8/29 石月霞  五月花高效導水折疊紙(20箱)。 聖安娜

61 2021/8/31 黃士璿  白米(50斤)。 聖安娜

62 2021/8/31 金玄宮  白米50斤/包(7包)。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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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2021/8/2
水瓶座員工鄭育欣/牙美琇/鄭東

旭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64 2021/8/2 林清風  白米25斤 聖方濟

65 2021/8/2 沈明賢/沈正傑/陳秋梅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66 2021/8/3 林康碧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67 2021/8/3 賴秀梅  成人紙尿褲1批 聖方濟

68 2021/8/3 賴秀梅  電動床1張 聖方濟

69 2021/8/3 賴秀梅  便盆椅1張 聖方濟

70 2021/8/3 賴秀梅  助行器1個 聖方濟

71 2021/8/3 賴秀梅  氣墊床1張 聖方濟

72 2021/8/6 賴元皓  奶粉8袋 聖方濟

73 2021/8/6 頂埔陳美雲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74 2021/8/7 張欽敬/張進忠  飲料2袋 聖方濟

75 2021/8/7 張欽敬/張進忠  禮券2千元 聖方濟

76 2021/8/9 頂埔順天府池府王爺  西瓜13顆 聖方濟

77 2021/8/10 善心人士  防護面罩100個 聖方濟

78 2021/8/10 善心人士  口罩4000個 聖方濟

79 2021/8/10 善心人士  酒精8桶 聖方濟

80 2021/8/12 黃婕涵  替換式小尿片18包 聖方濟

81 2021/8/12 謝玉研  替換式小尿片6包 聖方濟

82 2021/8/12 林雅慧  替換式小尿片6包 聖方濟

83 2021/8/12 何宛玲  替換式小尿片6包 聖方濟

84 2021/8/12 劉德謙  替換式小尿片6包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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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2021/8/12 何俋欣  替換式小尿片6包 聖方濟

86 2021/8/12 劉奕庭  替換式小尿片6包 聖方濟

87 2021/8/12 蔡宜芳  替換式小尿片12包 聖方濟

88 2021/8/12 陳林麗美  替換式小尿片6包 聖方濟

89 2021/8/17 簡樹木  豆子10斤 聖方濟

90 2021/8/17 張卓阿盆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91 2021/8/17 張卓阿盆  白米18公斤 聖方濟

92 2021/8/17 林吳阿美(林胤谷的媽媽)  四輪電動車1輛 聖方濟

93 2021/8/21 明湖福安宮  白米250公斤 聖方濟

94 2021/8/23 財團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蔓越莓醋16桶 聖方濟

95 2021/8/23 財團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替換式小尿片23箱 聖方濟

96 2021/8/23 財團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紙尿褲(M)15箱 聖方濟

97 2021/8/23 財團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紙尿褲(L)12箱 聖方濟

98 2021/8/23 財團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水晶肥皂絲20盒 聖方濟

99 2021/8/23 財團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水晶肥皂絲20盒 聖方濟

100 2021/8/23 財團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肥皂(洗手、洗澡用)48塊 聖方濟

101 2021/8/23 財團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肥皂(洗手、洗澡用)96塊 聖方濟

102 2021/8/23 財團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無粉塑膠手套(M)100盒 聖方濟

103 2021/8/23 財團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無粉塑膠手套(L)10盒 聖方濟

104 2021/8/23 財團法人薛長興慈善文教基金會  鯖魚罐頭180罐 聖方濟

105 2021/8/27 奠安宮  白米180公斤 聖方濟

106 2021/8/27 奠安宮  奶粉8包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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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2021/8/27 奠安宮  米粉80包 聖方濟

108 2021/8/31
財團法人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

募基金會
 白米150公斤 聖方濟

109 2021/8/31
財團法人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

募基金會
 快樂麵1箱 聖方濟

110 2021/8/31
財團法人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

募基金會
 禮盒20盒 聖方濟

111 2021/9/3 邱則愷  濕紙巾24包 高雄

112 2021/9/8 善心人士
 500ml酒精12瓶、4000ml漂白水4桶、好

神拖拖把組1組
高雄

113 2021/9/9 善心人士  濕紙巾10包 高雄

114 2021/9/10 胡月琴  板夾15個 高雄

115 2021/8/3 陳純惠  三好米12KG一包 臺東

116 2021/8/5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

會
 110年8月公益福利卡儲值金3萬元整 臺東

117 2021/8/4 黃莉珺
 肥皂、刮鬍刀、牙刷、浴帽、拖鞋、護手

霜、紙巾球一批
基金會

118 2021/8/11 善心人士  添寧成人紙尿褲-透氣防漏M號 聖安娜

119 2021/8/11 善心人士  滿意寶寶瞬潔乾爽紙尿褲XL號 聖安娜

120 2021/8/11 百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洗手乳 60、醫用口罩20盒*180、紙尿褲

480包、紙尿褲 480包
基金會

121 2021/8/11 百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加長尿片 440包、酒精消毒液8桶、手術帽

400頂、次氯酸水115桶、抑平菌液13桶
基金會

122 2021/8/11 合潤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眼鏡156PC、隔離衣700、防護面罩60

組、N95杯狀口罩720PCS
基金會

123 2021/8/11 合潤股份有限公司
 百潤牌D級連身式水針布防護衣200、防護

面罩600PC、丟棄式網帽40包
基金會

124 2021/8/11 合潤股份有限公司  、N95折疊口罩420PC 基金會

125 2021/8/11 合潤股份有限公司  防護面罩130組 基金會

126 2021/8/23 簡裕梁  紙尿布1批、奶粉1批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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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2021/8/27 萬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隔離衣280件 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