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1 2021/9/1 吳宛珊  奶粉12包 聖方濟

2 2021/9/1 南雲宮  沙拉油60罐 聖方濟

3 2021/9/2 沈明賢/沈正傑/陳秋梅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4 2021/9/2 林康碧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5 2021/9/3 蘇美燕  鳳梨酥40盒 聖方濟

6 2021/9/5 蘭陽白天宮  白米120公斤 聖方濟

7 2021/9/7 頭城淨根慈惠堂  白米288公斤 聖方濟

8 2021/9/7 頭城淨根慈惠堂  供品4袋 聖方濟

9 2021/9/7 陳文榮  鳳梨酥5盒 聖方濟

10 2021/9/7 賴言紘  奶粉4袋 聖方濟

11 2021/9/7 賴元皓  奶粉4袋 聖方濟

12 2021/9/8 雙園肉脯食品行  肉鬆20斤 聖方濟

13 2021/9/8 媽媽號  柚子4箱 聖方濟

14 2021/9/7 7-11新慶陽門市  太陽餅80盒 聖方濟

15 2021/9/8 宋麗玉  柚子1批 聖方濟

16 2021/9/8 林一雄  白米18公斤 聖方濟

17 2021/9/8 陳美雲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18 2021/9/9 陳進益  白米48公斤 聖方濟

19 2021/9/9 善心人士  冰箱1台 聖方濟

20 2021/9/9 善心人士  洗衣機1台 聖方濟

21 2021/9/9 善心人士  烘碗機2台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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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21/9/17 王俊皓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23 2021/9/22 王象武  太陽餅2盒 聖方濟

24 2021/9/22 林小妤  太陽餅1盒 聖方濟

25 2021/9/22 舒郁  太陽餅2盒 聖方濟

26 2021/9/22 游淑貞  太陽餅4盒 聖方濟

27 2021/9/22 廖莊凱  太陽餅3盒 聖方濟

28 2021/9/22 濮傅蕙  太陽餅1盒 聖方濟

29 2021/9/22 廖華櫻  太陽餅5盒 聖方濟

30 2021/9/22 林芳君  太陽餅10盒 聖方濟

31 2021/9/22 李玉燕  太陽餅4盒 聖方濟

32 2021/9/22 鄭文榮  太陽餅4盒 聖方濟

33 2021/9/22 吳明德  太陽餅4盒 聖方濟

34 2021/9/23 尤秀儒  氣墊床1張 聖方濟

35 2021/9/24 羅東妙覺寺  白米90公斤 聖方濟

36 2021/9/24 羅東妙覺寺  麥片18罐 聖方濟

37 2021/9/24 羅東妙覺寺  餅乾(批)1批 聖方濟

38 2021/9/24 吳信志  口罩50片 聖方濟

39 2021/9/24 吳信志  酒精24瓶 聖方濟

40 2021/9/24 高淑錦  口罩250個 聖方濟

41 2021/9/26 林一雄  白米12公斤 聖方濟

42 2021/9/28 謝愛國  成人紙尿褲2袋 聖方濟

43 2021/9/28 謝愛國  看護墊3袋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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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21/9/29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五拜有保庇包5箱 聖方濟

45 2021/9/29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野川蛋黃派1箱 聖方濟

46 2021/9/29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紅麴物語2箱 聖方濟

47 2021/9/1 興璇肉品 潘璇柏  肉品1批 聖安娜

48 2021/9/1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物資1批 聖安娜

49 2021/9/1 張宏育  蔓越莓汁2瓶 聖安娜

50 2021/9/1 蔡敏妙  白米50斤 聖安娜

51 2021/9/1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洗髮精12包,沐浴乳6包 聖安娜

52 2021/9/1 台北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156斤 聖安娜

53 2021/9/1 TUV SUD TAIWAN  餅乾4相,飲料10箱 聖安娜

54 2021/9/2 蘆洲保和宮  白米800斤 聖安娜

55 2021/9/2 天母三玉宮  白米200斤 聖安娜

56 2021/9/2 林月呂  紅麴酵母餅67顆 聖安娜

57 2021/9/3 雙福基金會 社企一起幫  小鬍子咖啡師系列豆奶30瓶 聖安娜

58 2021/9/3 奕瑪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紅牛全脂奶粉20包/1箱/共2箱 聖安娜

59 2021/9/3 吳明昌  白米5包 聖安娜

60 2021/9/3 張宏育  蔓越莓汁2瓶 聖安娜

61 2021/9/4 陳琳琇  白米16斤 聖安娜

62 2021/9/4 新店民權永和  白米12公斤 聖安娜

63 2021/9/4 方之心 邵弘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64 2021/9/4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雞蛋1箱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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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021/9/5 楊根港 大仙

 32種精華粉2包,埔里香菇1包,野生無籽紅棗

1包,龍眼乾1包,仙楂餅1包,純天然特製冬粉2

包

聖安娜

66 2021/9/5 楊根港 大仙
 超大葡萄乾1包,素香鬆1罐,養生印度咖哩粉

1瓶,冰梅1瓶
聖安娜

67 2021/9/5 王母救世宮  白米700斤,乾糧30箱 聖安娜

68 2021/9/6 健智企業社
 來復易成人尿布M號3箱,來復易易換式尿片

7箱,來復易成人尿布S號2箱,
聖安娜

69 2021/9/7
謝朝斌 謝徐蜜 謝俊緯 謝俊儀 陳

欣怡 謝沛庭
 白米100斤 聖安娜

70 2021/9/7 TUV SUD TAIWAN  餅乾6箱,飲料6箱 聖安娜

71 2021/9/7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雞蛋1箱 聖安娜

72 2021/9/8 財團法人臺北市典亮慈善基金會  成人尿片8包,濕紙巾1箱,洗碗精4罐 聖安娜

73 2021/9/9 財團法人台北市普濟寺  白米500斤 聖安娜

74 2021/9/9
新棋室內修設計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白米201包 聖安娜

75 2021/9/9
億特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白米201包 聖安娜

76 2021/9/9 張永丞 班長  文旦2箱 聖安娜

77 2021/9/9 財團法人台北市普濟寺  飲料6箱,文旦1箱,餅乾6箱 聖安娜

78 2021/9/10

許淑惠 林純琤 林雲錠  邱員妹 陳

洲松 高嫦娥 王采蘋 陳肇聰 陳淑

真 陳玉燕 劉育丞 陳玉鳳 趙興華

劉育愷 陳天賜 陳群堯 陳歐元

 零錢包200個,無粉乳膠手套M,L各4盒 聖安娜

79 2021/9/10 許禮傑  白米50斤 聖安娜

80 2021/9/10 曾樂施
 越南河粉1批,義大利麵1批,白木耳1批,蒸肉

粉1批
聖安娜

81 2021/9/10 作廢                                                                           - 聖安娜

82 2021/9/10 鄭文然  肉鬆15斤 聖安娜

83 2021/9/10 許明賢代表善心人士  肉鬆25斤 聖安娜

84 2021/9/10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蔬果1批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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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2021/9/10

杜艾玲 徐斌 林佳諭 薛志仁 黃美

祝 吳錝鋐 吳茟蓁 蕭也白 涂陳瓊

花

 雞肉20隻 聖安娜

86 2021/9/10 謝兆奇  白米50斤 聖安娜

87 2021/9/10 大展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白米50斤 聖安娜

88 2021/9/10 芊虹美髮A  無粉低過敏乳膠手套M L 各5盒 聖安娜

89 2021/9/10
財團法人臺灣自閉兒家庭關懷協

會
 白米4小包 聖安娜

90 2021/9/11 總統府  慢兔兔月餅禮盒19盒 聖安娜

91 2021/9/13 鄧鈺蓉  白米300斤 聖安娜

92 2021/9/13 蘇怡璁  尿布3箱 聖安娜

93 2021/9/13 慶都美髮院  白米60斤 聖安娜

94 2021/9/15 潘人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95 2021/9/15 陳淑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96 2021/9/15 張宏育  蔓越莓汁2瓶 聖安娜

97 2021/9/16 台北市中華愛心會  月餅3盒 聖安娜

98 2021/9/17 陸弘股份有限公司  大棒腿丁18kg 1箱 聖安娜

99 2021/9/17 鄭雅菁  無粉低過敏乳膠手套M  10盒 聖安娜

100 2021/9/18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雞蛋1箱 聖安娜

101 2021/9/21 興璇肉品 潘璇柏  豬肉90斤 聖安娜

102 2021/9/23 中央印製廠

 來復易整夜一片就安心尿片29箱,樹頂蔓越

莓果汁200ml*6/組  10組,大同電子鍋 5個,

滑鼠10個

聖安娜

103 2021/9/23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雞蛋1箱 聖安娜

104 2021/9/23 劉依霖 劉尊彰  蔓越莓汁5瓶 聖安娜

105 2021/9/23
丁佩岑 王辰芸 糖糖 金金 美仙迷

魅
 蔓越莓汁15瓶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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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2021/9/23 鄭阿雀  來復易整夜一片就安心2箱 聖安娜

107 2021/9/24 張琪玲  白米100斤 聖安娜

108 2021/9/24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蔬果1批 聖安娜

109 2021/9/24 張宏育  沙拉油2罐,鹽2包 聖安娜

110 2021/9/24 許宏成  易立爽成人紙尿褲L號1箱 聖安娜

111 2021/9/24 莊先生  kolin kr-se21005T小冰箱 聖安娜

112 2021/9/25 洪淑慧 周予婕  白米100斤 聖安娜

113 2021/9/25 北投洲美三玉宮  白米3大包 聖安娜

114 2021/9/25
財團法人臺灣自閉兒家庭關懷協

會
 白米(小)6包 聖安娜

115 2021/9/26 永慶房屋南門店 店長陳冠瑋  白米9包 聖安娜

116 2021/9/26 呂庭華  麵包10個 聖安娜

117 2021/9/27 阿琴女士  雞蛋糕335個 聖安娜

118 2021/9/27 仁華里里長洪國林及里民  白米+物資 1批 聖安娜

119 2021/9/27 張宏育  蔓越莓汁2罐 聖安娜

120 2021/9/28 廖許玉琴  香米3包 ,富里米3包 聖安娜

121 2021/9/28 張宏育  蔓越莓汁4瓶 聖安娜

122 2021/9/28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白米400斤,餅乾6箱 聖安娜

123 2021/9/28 台北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139斤 聖安娜

124 2021/9/29 練碧妙  水壺6個 聖安娜

125 2021/9/29 簡美珠
 白米6包,玉米罐頭3罐,醬油2瓶,浴廁清潔劑2

瓶,巧克力4包
聖安娜

126 2021/9/30 黃郁喬 黃郁芯  白米100斤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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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2021/9/30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洗髮精12包,沐浴乳6包 聖安娜

128 2021/9/17 邱麗珊  衛生紙一箱(110抽72包) 台南

129 2021/9/17 卓建旭
 煙燻前腿1支、培根4包、德國香腸4包、鐵

板燒肉1盒
台南

130 2021/9/24 陳永昌  置物角鋼架含輪子(高180*深60公分三層) 台南

131 110/09/03 邱則愷  濕紙巾24包 高雄

132 11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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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110/09/09 善心人士  濕紙巾10包 高雄

134 110/09/10 胡月琴  板夾15個 高雄

135 2021/9/6 全家便利股份有限公司  村里珍惜卡2000元*2張=4000元 基金會

136 2021/9/10 余建慧  鳯梨酥2盒 基金會

137 2021/9/11 沈嶸魔法有限公司  糖果25件、精油皂4件、書籍3本 基金會

138 2021/9/28 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後背包50個、康寧餐盤20個 基金會

139 2021/9/1 陳純惠  三好米12kg一包 台東

140 2021/9/5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

會
 110年9月公益福利卡儲值金3萬元整 台東

141 2021/9/14 林瑞芬  太陽餅10盒 台東

142 2021/9/14 陳嘉馨  太陽餅10盒 台東

143 2021/9/14 陳淑娟  太陽餅5盒 台東

144 2021/9/14 陳世敏  太陽餅25盒 台東

145 2021/9/14 王泗兼  太陽餅10盒 台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