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1 2022/1/5 林崇彥
 來復易俐落褲10包.來復易棉

墊28包
基金會

2 2022/1/10
全家便利商店(股)公司代消

費者轉贈
愛心年菜100份 基金會

3 2022/1/12 蔡坤騰 尿布1包 基金會

4 2022/1/25 財團法人頂新和德文教基金會 冷凍水餃40包 基金會

5 2022/1/1 沈泳翰 楊家溱 白米50斤 聖安娜

6 2022/1/1
林新傑 吳秀鶯 顏瑞呈 邱素

珍 陳佳瑀 林智烺
白米150斤 聖安娜

7 2022/1/1 手串本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食家沙拉油3桶 聖安娜

8 2022/1/1 許恆嘉 白米50斤 聖安娜

9 2022/1/1 許文瑜 白米50斤 聖安娜

10 2022/1/4 陳涵瑜 看護墊12包 聖安娜

11 2022/1/5 張宏育 麥片2罐 聖安娜

12 2022/1/5
財團法人臺灣自閉兒家庭關

懷協會
白米(小)5包 聖安娜

13 2022/1/5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沐浴乳6包,洗髮精24包 聖安娜

14 2022/1/6 孫碧貞等人

漂白水5罐,洗衣粉5包,蒸煮麵

3包,玉米罐頭10罐,洗碗精5罐,

肉骨茶麵2袋,排骨麵2袋,鮪魚

罐5罐,醬瓜5罐,麵筋5罐,餐巾

紙3袋

聖安娜

15 2022/1/6 方之心 邵弘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16 2022/1/7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頂級肯肯鮮乳20罐 聖安娜

17 2022/1/7 新店民權永和 白米12公斤 聖安娜

18 2022/1/7 陸弘股份有限公司 骨腿丁18公斤1箱 聖安娜

19 20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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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褔利基金會

2022年1月份捐物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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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22/1/10 張宏育 看護墊3包 聖安娜

21 2022/1/11 允富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蔓越莓果汁2.82公升/20組,沙

拉油10桶,黑色垃圾袋52捆
聖安娜

22 2022/1/11 黃鴻林 王雪菊 白米100斤 聖安娜

23 2022/1/11 賴秀卿
筋膜按摩槍2支,益力壯2箱,垃

圾袋30捲,蔓越莓汁40瓶
聖安娜

24 2022/1/12 廖德貴 白米500斤 聖安娜

25 2022/1/13 車文成 車志炫 張苑甫 白米50斤 聖安娜

26 2022/1/13 張庭華 洪郁淇 張之語 白米50斤 聖安娜

27 2022/1/13 張景徽 黃淑貞 張喨棋 白米50斤 聖安娜

28 2022/1/13 謝佳芬 白米50斤 聖安娜

29 2022/1/13 李蕙伶 衣服1袋 聖安娜

30 2022/1/13 黨治政 衣服1袋 聖安娜

31 2022/1/13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雞蛋1箱 聖安娜

32 2022/1/13 楊金安 白米1500斤 聖安娜

33 2022/1/13 甘承玲 洋芋片1箱 聖安娜

34 2022/1/14 曾玫萍 益力壯3箱 聖安娜

35 2022/1/14 楊源明 椪柑3箱,禮盒1箱 聖安娜

36 2022/1/15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蔬菜1批 聖安娜

37 2022/1/15 善心人士捐物 白米50斤 聖安娜

38 2022/1/15 善心人士捐物 白米50斤 聖安娜

39 2022/1/15 曹逸竹 白米100斤 聖安娜

40 2022/1/15 曹守倫 白米100斤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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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22/1/15 陳建昌 陳若慈 白米100斤 聖安娜

42 2022/1/15 陳碧 白米100斤 聖安娜

43 2022/1/16 涂永德大仙

素蹄筋3包,養生白木耳2包,養

生滷蛋10碗,有機豆干8盒,何

首烏芝麻軟糖1包,綜合糖果2

包,卡布奇若咖啡糖1包,超大葡

萄乾2包,養生蜜棗2包,白酥花

生1瓶,素香鬆2瓶,養生紫菜2

瓶,紅棗桂圓薑糖2包,養生埔里

香菇1包,福氣滿滿軟糖1包

聖安娜

44 2022/1/16 賴秀美

芝麻香油2瓶,化核無籽橄欖2

瓶,32種精華粉10包,寸棗1包,

仙楂餅1包,飛機造型餅乾1包

聖安娜

45 2022/1/17 陳薇妮 肉品1箱,丸子1箱 聖安娜

46 2022/1/17 TUV SUD TAIWAN 餅乾8箱,飲料3箱 聖安娜

47 2022/1/17 游允真 毛毯1件 聖安娜

48 2022/1/17 阿琴女士 雞蛋糕335個 聖安娜

49 2022/1/18 大展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清潔袋2箱 聖安娜

50 2022/1/19 廖滄智
看護墊7包,垃圾袋大4包,垃圾

袋中4包,垃圾袋小21包
聖安娜

51 2022/1/19 廖清清
調理機1台,垃圾袋5包,餅乾3

包
聖安娜

52 2022/1/19 洪瑞麟 白米50斤 聖安娜

53 2022/1/19 洪瑞澤 白米50斤 聖安娜

54 2022/1/19 洪聰明 白米50斤 聖安娜

55 2022/1/19 蔡敏妙 白米50斤 聖安娜

56 2022/1/19 侯雅惠 藥品1批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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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2022/1/19 歐鎂鈴 藥品1批 聖安娜

58 2022/1/19 邱達霖
白米小4包,沙拉油2罐,麵條1

箱,醬油膏2罐,米粉2包
聖安娜

59 2022/1/20 潘人榮 白米50斤 聖安娜

60 2022/1/22 陳淑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61 2022/1/22 游聰謀 陳羿祁 看護墊3箱 聖安娜

62 2022/1/23 黃士璿 白米50斤 聖安娜

63 2022/1/23 吳子宜 吳子立 吳子坦 白米50斤 聖安娜

64 2022/1/24 新北市蘆洲區青年愛心協會 白米150斤 聖安娜

65 2022/1/24 劉依霖 劉尊彰 益力壯1罐 聖安娜

66 2022/1/24
丁佩岑 王辰芸 糖糖 金金 美

仙迷魅
益力壯5罐 聖安娜

67 2022/1/24 全家便利商店 中和世紀店 2022福袋85袋 聖安娜

68 2022/1/24 全家便利商店 中和勝鴻店 2022福袋126袋 聖安娜

69 2022/1/24
財團法人釋迦牟尼佛救世基

金會天母禪修會館
玩具15份 聖安娜

70 2022/1/24 奕瑪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紅牛全脂奶粉80包 聖安娜

71 2022/1/25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物資1批 聖安娜

72 2022/1/25 陳福祥 白米小3包 聖安娜

73 2022/1/25 張碧珍 港式蘿蔔糕15個 聖安娜

74 2022/1/25 謝朝斌 中古自行車1台,中古衣服1箱 聖安娜

75 2022/1/26 金貴利蛋行 雞蛋2箱 聖安娜

76 2022/1/26 陳百翔 電腦螢幕1台,電腦鍵盤1台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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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2022/1/26 善心人士捐物 精選美國新米30公斤/22包 聖安娜

78 2022/1/27 恆生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食品調理機1台 聖安娜

79 2022/1/27 謝佳蓉 黃熙 看護墊24包,益力壯3箱 聖安娜

80 2022/1/27 TUV SUD TAIWAN 餅乾6箱,飲料2箱 聖安娜

81 2022/1/27 吳敏 羊奶饅頭36盒 聖安娜

82 2022/1/27 陳武雄 陳奕中 羊奶饅頭6盒 聖安娜

83 2022/1/27 台北市殯葬管理處 水果216斤 聖安娜

84 2022/1/28 高 海鮮1批 聖安娜

85 2022/1/28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蔬果1批 聖安娜

86 2022/1/28 江靜芝 看護墊10箱,益力壯10箱 聖安娜

87 2022/1/29 捷寶有限公司 元首鳳梨酥20盒 聖安娜

88 2022/1/29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沐浴乳6包,洗髮精24包 聖安娜

89 2022/1/29 方之心 邵弘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90 2022/1/29 張馨于 白米2包 聖安娜

91 2022/1/29 陳春美 白米150台斤 聖安娜

92 2022/1/30 慶都美髮院 白米/6台斤/6包 聖安娜

93 2022/1/30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雞蛋1箱 聖安娜

94 2022/1/30 明山天行宮 白米30kg/3包,供品1批 聖安娜

95 2022/1/30 明山天行宮 平安米60包 聖安娜

96 2022/1/31 張維恬

易換式尿片5包,成人尿片6包,

益力壯2罐,垃圾袋4袋,看護墊

1箱

聖安娜

97 2022/1/31 簡文榮 絞肉40斤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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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2022/1/1 林錦田/林鑫佑/林虹吟 白米36公斤 聖方濟

99 2022/1/2 善心人士 白米12公斤 聖方濟

100 2022/1/2 沈明賢/沈正傑/陳秋梅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101 2022/1/3 游錫財代表 橘子2箱 聖方濟

102 2022/1/4 冬山鹿埔鹿安宮義女會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103 2022/1/5 羅東妙覺寺 麥片6罐 聖方濟

104 2022/1/5 羅東妙覺寺 桂格特濃燕麥片1箱 聖方濟

105 2022/1/5 張卓阿盆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106 2022/1/10 何謹如 成人紙尿褲1批 聖方濟

107 2022/1/11 吳阿梅 輪椅1張 聖方濟

108 2022/1/11 吳阿梅 助行器1個 聖方濟

109 2022/1/11 吳阿梅 便盆椅1張 聖方濟

110 2022/1/11 吳阿梅 洗澡椅1張 聖方濟

111 2022/1/11 吳阿梅 四腳拐杖 聖方濟

112 2022/1/11 艾莉美尚有限公司 面膜100個 聖方濟

113 2022/1/11 連家億/林玉昌 漁貨1批 聖方濟

114 2022/1/12
財團法人宜蘭縣社會福利聯

合勸募基金會
愛心年菜8套 聖方濟

115 2022/1/12
財團法人宜蘭縣社會福利聯

合勸募基金會
愛心年菜18道 聖方濟

116 2022/1/12 賴元皓 奶粉8份 聖方濟

117 2022/1/13 頂埔陳美雲 白米90公斤 聖方濟

118 2022/1/15
林鈺婷/陳玫陵/李泳霖/田佳

燕
食品1批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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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2022/1/16 林太木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120 2022/1/16 鄒佳益/潘彥伶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121 2022/1/16 鄒宜霖/鄒開芯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122 2022/1/16 鄒文森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123 2022/1/17
頭城鎮頂埔順天府池府王爺

廟
毛毯5件 聖方濟

124 2022/1/17
頭城鎮頂埔順天府池府王爺

廟
白米90公斤 聖方濟

125 2022/1/19 凱帷實業有限公司 白米20包 聖方濟

126 2022/1/21 宜蘭縣頭城鎮公所 白米216公斤 聖方濟

127 2022/1/24 吳佩倚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128 2022/1/24 樂善行 全天然十六穀珍麥片4袋 聖方濟

129 2022/1/24 樂善行 全天然五麥麥片36袋 聖方濟

130 2022/1/27 亨龍工業有限公司 高麗菜1籠 聖方濟

131 2022/1/27 亨龍工業有限公司 大白菜1籠 聖方濟

132 2022/1/28 林錦田/林鑫佑/林虹吟 白米36公斤 聖方濟

133 2022/1/29 盧廷宇-長來 漁貨1箱 聖方濟

134 2022/1/12 洪華穗 輕質土3包、百變金塔(教具) 聖文生

135 2022/1/11 呂建南
富士通負離子空氣清淨機1台

(5坪用)
臺南

136 2022/1/12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年菜1批 臺南

137 2022/1/21 姜增和、劉淑霞 星川米1.5kg  2包 臺南

138 2022/1/21 善心人士
一芯一粒CNS一等白米3kg 3

包
臺南

139 2022/1/28 周紓妘 42吋液晶電視1台 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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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2022/1/5 陳純惠  中興米12KG一包 臺東

141 2022/1/26 陳純惠  中興米12KG一包 臺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