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捐贈日期 捐 贈 單 位  捐 物 明 細 捐款用途

1 2022/03/11 全家便利商店(股)公司  村里珍惜卡2000元*1張 基金會

2 2022/03/11 善心人士 食品一批 基金會

3 2022/03/12 星享科技有限公司 家樂福禮卷3000元*張 基金會

4 2022/03/12 宋雪珍 家樂福禮卷3000元*張 基金會

5 2022/03/01 溫振瑞 愛心饅頭22盒 聖安娜

6 2022/03/01 張宏育 大豆沙拉油2瓶,鹽巴2包 聖安娜

7 2022/03/02 張宏育 擦手紙1串 聖安娜

8 2022/03/02
社團法人台灣自閉兒家庭關懷
協會

白米小包5包 聖安娜

9 2022/03/02 謝朝斌

中古自行車1台,中古鞋子1
雙,中古茶胚蓮蓬頭1組,中
古延長線1組,中古不織布袋
子1式

聖安娜

10 2022/03/03 呂咏竤 無粉手套5盒 聖安娜

11 2022/03/03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雞蛋1箱 聖安娜

12 2022/03/03 鄭羽彤 成人紙尿褲黏貼型M號1批 聖安娜

13 2022/03/03 蔡岑嬰 純水濕紙巾80抽1批 聖安娜

14 2022/03/03 廖淑敏

成人紙尿褲黏貼型M號1批,
成人紙尿褲添寧長效型1批,
來復易極致乾爽肌安心1批,
成人紙尿褲復健褲1批,純水
濕紙巾80抽1批,無粉低過
敏乳膠手套1批

聖安娜

15 2022/03/03 巫素菁
成人紙尿褲添寧長效M號1
批

聖安娜

16 2022/03/03 張以姍
純水濕紙巾80抽1批,無粉
低過敏乳膠手套1批

聖安娜

17 2022/03/03 湛惠津
成人紙尿褲黏貼型M號1批,
無粉低過敏乳膠手套1批

聖安娜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褔利基金會
2022年3月份捐物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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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22/03/03 鄭惠玲
成人紙尿褲添寧長效M號1
批

聖安娜

19 2022/03/03 陳麗娟
成人紙尿褲黏貼型M號1批,
成人紙尿褲復健褲M號1批

聖安娜

20 2022/03/03 張玉詮
來復易極致乾爽肌安心易
換式尿片1批,純水濕紙巾
80抽1批

聖安娜

21 2022/03/03 劉建村
來復易極致乾爽肌安心易
換式尿片1批,純水濕紙巾
80抽1批

聖安娜

22 2022/03/03 程照惠
來復易極致乾爽肌安心1批,
無粉低過敏乳膠手套1批

聖安娜

23 2022/03/03 陳惠美 成人紙尿褲復健褲1批 聖安娜

24 2022/03/03 陳惠貞 成人紙尿褲復健褲1批 聖安娜

25 2022/03/03 陳婉卿 成人紙尿褲復健褲1批 聖安娜

26 2022/03/03 楊炳炘
來復易極致乾爽肌安心易
換式尿片1批

聖安娜

27 2022/03/03 陳惠娥
來復易極致乾爽肌安心易
換式尿片1批

聖安娜

28 2022/03/03 陳建安
來復易極致乾爽肌安心易
換式尿片1批

聖安娜

29 2022/03/03 楊雅棠
來復易極致乾爽肌安心易
換式尿片1批

聖安娜

30 2022/03/03 陳俊宇
來復易極致乾爽肌安心易
換式尿片1批

聖安娜

31 2022/03/03 陳思玗 無粉低過敏乳膠手套1批 聖安娜

32 2022/03/03 陳啟宗 成人紙尿褲黏貼型M號1批 聖安娜

33 2022/03/03 葉素綾
成人紙尿褲添寧長效M號1
批

聖安娜

34 2022/03/03 啟綾國際工程有限公司 成人紙尿褲黏貼型M號1批 聖安娜

35 2022/03/04 陳淑慧 白米50斤 聖安娜

36 2022/03/04 李小姐 水餃300顆 聖安娜

37 2022/03/05 方之心 邵弘毅 白米50斤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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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22/03/05 陳金華 電動醫療床1床,便盆椅1張 聖安娜

39 2022/03/06 新店民權永和豆漿 白米12公斤 聖安娜

40 2022/03/06 天母國小故事志工團
幫寶適紙尿褲XL 20箱,M號
無粉乳膠手套6盒

聖安娜

41 2022/03/07 鄭文然 肉鬆15斤 聖安娜

42 2022/03/07 許明賢代表善心人士 肉鬆25斤 聖安娜

43 2022/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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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2022/03/08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頂級肯啃鮮乳20罐 聖安娜

45 2022/03/08 奕瑪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紅牛全脂奶粉1公斤20袋 2
箱

聖安娜

46 2022/03/08 張宏育 擦手紙2袋 聖安娜

47 2022/03/08 陳旭宏 麵包5個 聖安娜

48 2022/03/08 鍾招娣 麵包5個 聖安娜

49 2022/03/09 阿強西瓜店 蘋果1袋 聖安娜

50 2022/03/10 張慧靜 食物1袋 聖安娜

51 2022/03/10 李翠頻 蔡美華 李昌銘 看護墊8包 聖安娜

52 2022/03/10 王美丹 看護墊3包 聖安娜

53 2022/03/10
林濬欣 許心綺 林宇洋 林志宇
賴碧珠

看護墊12包 聖安娜

54 2022/03/10 蔡政樺 看護墊1包 無粉手套4盒 聖安娜

55 2022/03/10 鐘珮寧 鐘安龍 看護墊6包 聖安娜

56 2022/03/10 周今惠 看護墊6包 聖安娜

57 2022/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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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粉手套10盒 聖安娜

58 2022/03/11 陳金鳳 許明貴 余曜丞 余瑞庭 無粉手套9盒 聖安娜

59 2022/03/11 陸弘股份有限公司 骨腿丁18KG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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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2022/03/11 張惠雯 擦手紙12包 聖安娜

61 2022/03/11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蔬果1批 聖安娜

62 2022/03/12 李美珠 白米100斤,砂糖10斤 聖安娜

63 2022/03/12 鄭鈺臻 白米100斤 聖安娜

64 2022/03/14 張哲豪
白米50斤,沙拉油18公升2
桶

聖安娜

65 2022/03/14 沈琬婷 白米50斤 聖安娜

66 2022/03/14 陳麗玲 藥品1批 聖安娜

67 2022/03/15 先生 蝦仁2包,水果1箱 聖安娜

68 2022/03/15 陳旭宏 麵包10個 聖安娜

69 2022/03/15 張維甜
擦手紙8包入 2串,看護墊
60*90CM 4包,牙膏28支,濕
紙巾16包

聖安娜

70 2022/03/16 黃士璿 白米50斤 聖安娜

71 2022/03/16 大展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無粉檢查用手套10盒 聖安娜

72 2022/03/16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大王兒童紙尿褲XL號79包 聖安娜

73 2022/03/16 社團法人中華賀聖宮愛心協會 大王兒童紙尿褲XL號14包 聖安娜

74 2022/03/16 凱普景文工商同學會 大王兒童紙尿褲XL號27包 聖安娜

75 2022/03/16 誠泰銀行同事會 大王兒童紙尿褲XL號4包 聖安娜

76 2022/03/16 張宏育 牙膏6條,洗碗精2瓶 聖安娜

77 2022/03/17 張宏育 濕紙巾4包 聖安娜

78 2022/03/17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雞蛋1箱 聖安娜

79 2022/03/19 呂艷秋
來復易整夜一片就安心3箱,
來復易極致乾爽3箱,濕紙巾
1箱

聖安娜

80 2022/03/20 蔡政樺 海綿蛋糕36個 聖安娜

81 2022/03/20 洪金枝 海綿蛋糕20個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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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2022/03/20 留美鳳 吳明儀 海綿蛋糕36個,洗碗精9桶 聖安娜

83 2022/03/20 林濬欣 許心綺 林宇洋 林志宇 海綿蛋糕36個 聖安娜

84 2022/03/20 陳齡玉 楊至仁 海綿蛋糕30個 聖安娜

85 2022/03/20 李翠頻 蔡美華 李昌銘 海綿蛋糕30個 聖安娜

86 2022/03/20 鄭培元 牙膏20條 聖安娜

87 2022/03/20 廖滄智 擦手紙40包,濕紙巾28包 聖安娜

88 2022/03/11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蔬果1批 聖安娜

89 2022/03/20 陳林麗玉 白米1包 聖安娜

90 2022/03/22 王雪菊 白米100斤 聖安娜

91 2022/03/23 林東興 林鼎文 林鼎欽 白米50斤 聖安娜

92 2022/03/23 車文成 張菀茵 車至炫 白米150斤 聖安娜

93 2022/03/23 陳醉吟 白米50斤 聖安娜

94 2022/03/23 劉依霖 劉尊彰 擦手紙2包 聖安娜

95 2022/03/23
丁佩岑 王辰芸 糖糖 金金 美仙
迷魅

擦手紙6包 聖安娜

96 2022/03/23 張宏育 濕紙巾4包 聖安娜

97 2022/03/24 斯朵利專業髮型美容 洗髮精24包,沐浴乳12包 聖安娜

98 2022/03/24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雞蛋1箱 聖安娜

99 2022/03/25 明隆生鮮 蔬果1批 聖安娜

100 2022/03/26 李政昌 床單/枕頭套各76件 聖安娜

101 2022/03/28 TUV SUD TAIWAN 餅乾5箱 聖安娜

102 2022/03/29 社團法人親慈慈善會
白雪環保擦手紙20箱 20包
/箱,康乃馨水濕巾5箱 80片
*24包/箱

聖安娜

103 2022/03/31 黃秀妹 優力寶紙尿褲XL 1批 聖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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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2022/03/31 林惠雯 優力寶紙尿褲XL 1批 聖安娜

105 2022/03/31 謝幸樺 優力寶紙尿褲XL 1批 聖安娜

106 2022/03/31 江梅君 優力寶紙尿褲XL 1批 聖安娜

107 2022/03/31 粘詠淵 優力寶紙尿褲XL 1批 聖安娜

108 2022/03/31 洪君怡 優力寶紙尿褲XL 1批 聖安娜

109 2022/03/31 張美慧 優力寶紙尿褲XL 1批 聖安娜

110 2022/03/31 黃靖雅 優力寶紙尿褲XL 1批 聖安娜

111 2022/03/31 陳玉慈 優力寶紙尿褲XL 1批 聖安娜

112 2022/03/31 金玄宮 白米50斤7包 聖安娜

113 2022/03/25 愛的幸福空中瑜珈工作室 蔬果1批 聖安娜

114 2022/03/31 黑白麥客善心客
好清淨純水濕巾60箱 86抽
12包/箱

聖安娜

115 2022/03/01 林玉昌/黃梅馨 漁貨1批 聖方濟

116 2022/03/01 沈明賢/沈正傑/陳秋梅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117 2022/03/03 王泗兼 暖暖包30包 聖方濟

118 2022/03/03 李玉燕 暖暖包10包 聖方濟

119 2022/03/03 吳秀珍 炸魷魚6包 聖方濟

120 2022/03/03 吳秀珍 湯包1包 聖方濟

121 2022/03/03 吳秀珍 暖暖包2包 聖方濟

122 2022/03/03 吳秀珍 中一排骨12片 聖方濟

123 2022/03/03 廖莊凱 中一排骨50片 聖方濟

124 2022/03/03 林妙憶 醉雞腿20組 聖方濟

125 2022/03/03 涂炫清 蔥油派5包 聖方濟

126 2022/03/03 涂炫清 中一排骨50片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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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3月份捐物芳名錄

127 2022/03/07 人文首富建設有限公司 衛生紙1800包 聖方濟

128 2022/03/07 楊嬌娜 糙米粉四神6包 聖方濟

129 2022/03/07 楊嬌娜 糙米粉四神5包 聖方濟

130 2022/03/07 楊嬌娜 糙米粉四神5包 聖方濟

131 2022/03/07 楊嬌娜 糙米粉四神5包 聖方濟

132 2022/03/07 楊嬌娜 黑芝麻粉1包 聖方濟

133 2022/03/07 楊嬌娜 黑芝麻粉1包 聖方濟

134 2022/03/07 楊嬌娜 黑芝麻粉1包 聖方濟

135 2022/03/07 楊嬌娜 黑芝麻粉2包 聖方濟

136 2022/03/07 楊嬌娜 黃豆粉2包 聖方濟

137 2022/03/07 楊嬌娜 黃豆粉2包 聖方濟

138 2022/03/07 楊嬌娜 黃豆粉3包 聖方濟

139 2022/03/07 楊嬌娜 黃豆粉3包 聖方濟

140 2022/03/07 30公斤2袋(善心人士) 白米60公斤 聖方濟

141 2021/12/31 財團法人兆豐慈善基金會 唯豐肉乾+肉鬆10份 聖方濟

142 2021/12/31 財團法人兆豐慈善基金會 豆漿10份 聖方濟

143 2021/12/31 財團法人兆豐慈善基金會 麥片10份 聖方濟

144 2022/03/09 王俊皓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145 2022/03/10 頂埔陳美雲 白米90公斤 聖方濟

146 2022/03/10 雙園肉脯食品行 肉鬆20斤 聖方濟

147 2022/03/21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岩琢2箱

聖方濟

148 202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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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箱

聖方濟

149 2022/03/21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蛋黃派1箱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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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2022/03/21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提拉米蘇派1箱

聖方濟

151 2022/03/21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燒米屋分享包1箱

聖方濟

152 2022/03/21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紅麴物語1箱

聖方濟

153 202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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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2022/03/21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米起士厚脆片1箱

聖方濟

155 2022/03/21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厚燒海苔1箱

聖方濟

156 2022/03/21 財團法人仕招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雪餅1箱

聖方濟

157 2022/03/22 賴元皓 奶粉8份 聖方濟

158 2022/03/27 林玉昌、黃梅馨(全家) 漁貨1批 聖方濟

159 2022/03/29 吳慧苓 白米30公斤 聖方濟

160 2022/03/29 樂善行 擦手紙80包 聖方濟

161 2022/03/31 黃燕忠 餅乾(批)1批 聖方濟

162 2022/03/31 歐鴻銘 飲料1箱 聖方濟

163 2022/03/31 歐鴻銘 飲料1箱 聖方濟

164 2022/03/31 歐鴻銘 飲料1箱 聖方濟

165 2022/03/31 歐鴻銘 純濃燕麥2箱 聖方濟

166 2022/03/04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冷凍櫃1台、手推餐車1
台、木櫃1台

臺南

167 2022/03/11 李雅慧 室內健身腳踏車1台 臺南

168 2022/03/16 邱麗珊 衛生紙一箱(110抽72包) 臺南

169 2022/03/17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
金會

全聯五佰元禮卷100張 臺南

170 2022/03/17 胡月琴 4L酒精5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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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3月份捐物芳名錄

171 2022/03/17 郭芩婷 4開日本水彩紙50張 高雄

172 2022/03/04 陳純惠 中興米12kg 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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