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者 捐款金額

盧森堡商達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6,000,000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472,500

樹林頭觀光夜市 100,000

陳韋茹 100,000

鄭森源 20,000

陳冠宇 1,000

陳星汝 1,000

陳星翰 1,000

黃翊軒 1,000

○○○(依捐款者不公開姓名) 200,000

○○○(依捐款者不公開姓名) 200,000

○○○(依捐款者不公開姓名) 200,000
○○○(依捐款者不公開姓名) 200,000

捐贈者 捐贈物品項目及數量

財團法人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 Hyper Light超紫光滅菌機器人3台

忠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高流量氧氣鼻導管全配系統(HFNC)5台

慶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經鼻高流量加熱式呼吸加濕器供應系統2台

王聖博、張佩纹、李正鐸、鍾彩鳳、王博翰、洪琪翔 蘆薈潤膚膠13條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必勝客) 個人比薩80個

台灣紅牛股份有限公司 RED BULL能量飲料2箱
雅可樂多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 鮮奶18箱

平嚐心take it easy bakery 麵包40個

Sugar Pea 餐盒50個、咖啡50杯、耳掛咖啡包

惟愛公益協會×旅沐豆行 耳掛咖啡包90包、薄荷茶10包

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59包包裝餅乾、90片單包裝餅乾

東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國百靈油192瓶

申豐特用應材股份有限公司
依諾來富臨床化學分析儀COVID-19專用機套組1組

依諾來富新型冠狀病毒抗原檢驗試劑13盒

愛康生技公司 愛康衛生棉32盒

德利豆乾專賣店 豆乾200包

丹莉手作蛋捲 蛋捲86盒

○○○ 麵包120個

龍國企業有限公司 洋芋片20箱、果凍飲10箱

林瑞富 醫療手套8箱

小麥的家有限公司 燕麥棒135箱

新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仁愛分公司) 司康100顆

紅豆食府 防護面罩2箱

花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防護面罩400個

鮮烘咖啡工作室 濾掛式咖啡包500包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璞韻日本煎茶、璞韻四季清茶共50箱

彤達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便當60個

夏佳音、蔣佳韻 護手霜43條、蘆薈膠66條

賈永婕暨彭園餐廳 便當100個

吉旺財飲料店 飲料100杯

林美秀 防護面罩800個

鑲裕國際有限公司 隔離衣1000件

健民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五鶴標薄荷棒240支

賦真妍皮膚專科診所、林泰名、林國勇、林郁嘉、鄭怡燁、翁大米、品冠、陳妍蓉 口罩2000個

宏亞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嘉丹妮爾VECS GARDENIA 防護衣5箱、面膜112盒

四知堂國際有限公司 點心105份

楊耀宇 便當60個

林岑臻 壽司40份、便當30份

嬌聯股份有限公司 蘇菲女性用品9箱

林芬綾 滴雞精60包

全美診所 麵包100個

林心如 飲料200杯

楊謹華 飲料100杯

蔣萬安委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材資系教育基金會、台北市華僑國際獅子會、

臺北市大直居民

合成乳膠無粉手套10箱

N95口罩100個

黃羅坤 防護面罩200個

黃紫緹及友人 木瓜霜300條

甯方中 濾掛式咖啡包100包

利百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德國施巴) 護潔泡泡慕斯30條

耿畫廊及元鍋餐廳 便當200個

呂旭彥醫師 咖啡330杯

蘋果妍有限公司 便當150個

CUPPA CUPPA CAFÉ 咖啡100杯

驛站便利超商有限公司(LHK Doux Cadeau) 燕窩果醬吐司50份、飲料50杯

東冠行銷有限公司 面罩600個、毛巾1000條、口罩支架2000個

太平洋醫材股份有限公司 密閉式抽痰套14FR 400組

何歡劇團 飲料及點心一批、面膜46盒、洗髮乳36瓶、沐浴乳36瓶

雅植食品有限公司 薄荷紫蘇茶200包

握咖啡信義店 咖啡50杯

110年度1月~7月COVID-19防疫捐款及捐贈徵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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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劉阿圓、李信宏 防護面罩1000個

噗嚨哄海鮮餐廳 便當50個

七盞茶股份有限公司 飲料50杯

慶州館 便當100個

NKU柴庫餐廳 地瓜球50份、餐盒124份

三兄妹雪花冰(臨江店) 甜點312碗

王媽媽廚房 飲料100杯、餐點40份

帽哥海味 餐點23份

義饗屋及八王子 餐點30份

劉媽媽抄手 餐點10份

信義房屋五期店 李俊彥 飲料60杯

莊鈺芬 飲料25杯

簡吟芳 飲料25杯

詹淑子、吳芷穎 餐點5份

阿珍烘焙 點心25份

林永水 素便當100個

統昇數位顧問有限公司 美式咖啡50杯
Shawn Chia 便當150個

雲林媳婦女兒會創會會長 陳麗芳 髮帽500個、鞋套250雙、隔離衣250件、防護衣250件

開泰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便當100個

李家瑋 防護面罩200個

全家光復南路店 養氣人蔘162罐

藝珂廣告媒體有限公司 咖啡60杯、點心60份

尹老師傳愛協會 老虎牙子216瓶

六月初一股份有限公司 蛋捲144盒

政大EMBA壘球社 防護面罩1000個

狸小路日式餐廳 日式便當60個

咪妮手作甜點店 蛋糕500片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養氣人蔘612罐

柯先生、合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厚餅乾2箱

美商如新皇家團隊 蘆薈潤膚膠14條、甦活保濕凍露14條、蔓越莓精粹2盒

宿玉潔 便當134個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滴雞精200包

祈煦有限公司 便當75個

巫政鴻、葉怡彣 防護衣100件、N95口罩200個

依斯蓓SPA仁愛店 面膜100片、精油棒60支

陳宏斌 點心及防護用品

李傳瑜 點心及防護用品

黃美連 點心及防護用品

楊菀琳 點心及防護用品

幸福手工窯烤 點心及防護用品

鄭知瑜 點心及防護用品

新北市中天門元興救濟會 點心及防護用品

羅曼寧 3M柔軟傷口敷料200片

巴爾桑波有限公司 保養品100份

周英琪、周昀瑾、連苡辰 隔離衣300件

蔡孟真 濾掛式咖啡（10入）70組

24磅咖啡 咖啡100杯

Moomin Café嚕嚕米主題餐廳 便當50個

北桃會、劉盈盈、EVOPURE+、三顧生醫Alex、君悅國際拍賣、黃玲憶、左太

太、花花、Wei、Natasha、Joseph、Lewis Kuan、Pinky、Gary
吐司32條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必勝客) 個人比薩80個

邱淑華、天地人企業社、周奕均、游金泉、邱烏綠、陳姵妤 便當270個

董宏思、林世玲 便當200個

中華蓮花雨顯密佛學會 巧克力200份、精油200支、開運麵108包

明星獅子會長李麗莎、王廷凱、大品國際聯合餐飲公司、明星獅子會第三副會長洪湘云 餐點一批

初 拉麵&煎餃 日式燒肉餐盒100份

汝菓 飲料100杯

善心人士 便當100個

廖德云 防護面罩50個、西式點心50份

鄭玫玲、桂芬、邱孟涵、莊惠雯 便當120個

台灣公益聯盟創辦人高嘉璘 飲料200杯

江甯安 海鹽麵包200個

厚野雞排通化店 雞排150份、飲料150瓶

The Studio 餐盒60個

福智台北學苑19春002班 素便當160個

新北市五股區合源珠寶 植物奶5箱

英屬維爾京群島商寶貝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公司 食品一批

章宗棋、曾欣怡、張博元 防護衣200件

全家便利商店新莊龍鳳店(團購群組) 餐盒50份

台灣田山股份有限公司 活力水之靈17箱

陳韋茹 餐盒230個

波樂手搖茶飲 茶飲40杯、茶點40份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便當50份

冠亞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點心250盒

李柔儀 手工餅乾100份

星巴克南京復興門市 咖啡100杯、肉紙6包、肉條6包、粽子禮盒2袋

宙勝數位企業有限公司 便當50個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專頁網路施設一式

賈永婕
貝果50個、肉桂捲50個、吐司22個、三明治50盒、飲料50杯、便當100

個、點心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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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宏蘭業股份有限公司 蝴蝶蘭禮盒50盒

希望菓子 餅乾28包

超級好幸福歌友會 百靈油5ml 200瓶

凝靜時光咖啡廳及湯圓妹甜甜圈 咖啡50杯、甜甜圈50個

呂旭彥醫師 咖啡401杯

何添壽、莊阿詩 一般醫用口罩80盒、兒童醫用口罩20盒
北桃會、劉盈盈、EVOPURE+、三顧生醫Alex、君悅國際拍賣、黃玲憶、左太太、花

花、Wei、Natasha、Joseph、Lewis Kuan、Pinky、Gary
餐點100份、飲品100份

Fika Fika Café 咖啡100杯

賈永婕

便當230個、貝果50個、飲料250杯、肉桂捲及莫甜吐司一批、精油口

罩磁扣400組、資生堂潤紅蜂蜜香皂96個、資生堂護手霜39罐、專科保

濕乳液54罐、專科保濕輕乳霜72個

黃怡蓓 蛋糕500片

「有點甜，送點暖」活動及召集人楊詠帆甜點師 甜點、濾掛式咖啡共100份

Sugar tide糖潮糖菓專賣 蛋糕30個

○○○ 防護面罩100個

九日行銷有限公司 手工皂50個

台北惠安堂爐下眾善信 點心50份、飲料50份

真的咖啡 點心30份、咖啡30杯
Rapha Taiwan 冷萃冰咖啡510杯

日香高級吐司專賣店 吐司29條、食品一批

旺咖啡oen coffee 咖啡飲品70杯

成家小館 便當130個

社團法人藝享愛樂音樂教育推廣協會、葛里悅廣告有限公司 便當85個

笠正整合行銷、凱雷國際顧問、謝寶、魚兒、董華蔓、翁國薰、魔術師神奇傑克 飲料130杯

樹與天空娛樂有限公司 便當75個

台灣愛心關懷公益協會 燕窩湯、人蔘湯共120包

其利國貿股份有限公司 便當100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壽司便當50個、芒果6箱、火龍果6箱

張惠妹 飲料150杯

陳鎮川 飲料150杯

明星獅子會長李麗莎、明星獅子會三副會長洪湘云 防疫水果禮盒一批

鮮烘咖啡工作室 濾掛式咖啡包400包

丁健鑫、張友瑜 N95工業用口罩300個、隔離防護衣50件、防護面罩300個

Ahbuffett 醫護防滑鞋55雙

一品順股份有限公司 咖啡包(10入)300盒

慈心靜源茶 茶包900包

南信義靈糧福音中心 點心100份

BNI大耀分會 點心餐盒50盒、飲料50杯

財團法人臺北市大益愛心慈善基金會 益原素茶晶2箱

Big Table大桌有限公司 點心60份

日子正甜 無糖冰淇淋100個

三重光明社 便當130個、飲料160杯

劉婉君 飲料50杯

TUMAZ黑熊咖啡 咖啡包50盒

鍾培生CEO與HKES香港電競有限公司 防護隔離衣150件

海濤慈悲基金會、板橋悲觀寺、台中張進財居士大德、台中陳奮立居士大德、

蔬Time素食館
素便當150個

The Studio 餐盒80個

元智大學EMBA博雅社、東海萊姆園 飲料460杯

王立凡、李宜樺 便當95個

晶朵有限公司 沐恩保濕舒敏組(保濕棒+乖乖霜)100組

鍾豐丞、夏佳音、劉彥廷等愛心人士 NU SKIN蘆薈膠8條

山焙Sunbay TEA BREW與善心人士 飲料55杯

卯志勇、黃秀琴、黃芳珍、張雅雯、張雅青、吳文琪、利新油漆工程行 隔離衣1800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灣花店協會、聖她安娜花坊共同贊助 花束100束

○○○ 便當一批

黃聯鑫、黃陳淑娟、黃鈞奕、黃鈞暉、黃鈞楷、黃鈞晟 飲料100杯

李漢霖 咖啡20杯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國中學第三十八屆同學會、中原大學醫學工程系第十五屆同學會 三明治100份、飲料100杯

台灣普右實業有限公司 酒精護手噴霧50瓶

鄉民娛樂有限公司 FIDO醫用N95口罩2400片

培生文教基金會 便當500個

H1980運動營養生活空間 飲料50杯

奈絲芮Nursery 防護面罩1000個

De Hsu'、M.dayz、Home Hotel 便當85個

京都鐵板燒有限公司 便當140個

詹弘仁、林吳展、菲尼斯 便當40個

綠洲餐飲(粟米肉粒) 便當70個

李柔儀 手工餅乾100份

星巴克南京復興門市 咖啡100杯

VG The Seafood Bar 便當40個

白巷子大安店(沏品冷飲) 飲料100杯

好了啦紅茶冰安東店游振輝 飲料一批

陳少墉 防疫護目鏡200支

茗華堂 茶飲100瓶

○○○ 能量飲、飲品、餅乾共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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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ly Café 飲料45杯

許淑慧、邱奕竹、麟手創料理餐廳陳冠宇、蔡依迪、伊莉莎白紅茶書坊 便當50個、飲料85杯

賴弘國 便當75個

蘇郁茹、沈琪琪、王芷淇、唐琦琦、關晴 隔離衣1000件、護目鏡100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亞東劇團藝術協會 手工麵包50個

日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吳陳月嬌 便當75個

王尹澤 便當150個

財團法人準提淨心基金會劉泰英、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郭李桂香、魏淑蓮、蘇文玉胡大

民、曾文蔚、侯翠芬、涂樹蘭、吉力家公司、上佳國際公司
便當、飲料共一批

肺長壽協會 乳霜100罐

和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奇蹟莊園 沐浴乳12瓶

高仕生技有限公司 腳踏式手部消毒機5台

財團法人福華慈善公益事業基金會 便當200個

沈春華 便當、飲料共一批

○○○(依捐贈者不公開姓名) 食品一批

ABV加勒比海餐酒館 餐盒100份

劉益逢、江凱瑞 飲料100杯

研華科技張美玲、世華華董會翁素蕙 便當110個

白巷子大安店 飲料50杯

鎧豐國際有限公司 考神維他命提神飲料120瓶

GAMAMOBI 冷泡茶14箱、茶包2箱

艾萃咖啡、信展超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咖啡40杯

沐對義式小廚房 便當100個

台灣茶王之家、凱雷國際顧問黃巽君、張胤一、張又璽、君悅國際拍賣 便當85個、飲料85杯

鼎眾股份有限公司 Hyper Light超紫光滅菌機器人2台

林志玲 全外氣正壓自然能轉換檢疫亭1座

易聚 便當100個

丁哥 飲料20杯

李谷仁 豆花30碗

海濤慈善基金會 炭烤三明治100份、飲料100份、早餐50份

俞林罔市 罐裝果汁60罐

旅沐咖啡 耳掛式咖啡100包

汐止聯盟 飲料100杯、麵包100份

泰和村男女養生會館全體員工 早餐150份

溫先生 N95口罩2箱

楊志成 油飯100份

許雅雯 便當50個

阿梅古早味 肉粽150個

甘草芭樂 許先生 甘草芭樂100份

黃先生 便當40個

鮮日嚐甜品店 甜點18份

蕭俊福(蕭老爹麵館) 午餐160份

王婕璦 三明治30份、豆漿30杯

柯先生 素食便當20份

黃暐勝 雞肉飯30份

清原汐止忠孝店 飲料100杯

財團法人遠雄文教公益基金會 下午茶600份

209kitchen 義大利麵100份、燉飯100份

李小姐 便當150份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製氧機2台

黃小姐 豬肉乾70包

慈善功德會 陳理事長 麵條80包、紅棗黑木耳72罐

汐止濟德宮 麵條240包

沈先生 早餐250份

必勝客 pizza100個、拼盤30份

羅先生 麵線20份、炒牛肉炒羊肉20份、地瓜球20份

趙先生 飲料100杯

黃先生 麵包餐盒170份

闕先生 肉圓30份

詹先生 咖啡50杯

全佑甘草芭樂 甘草芭樂130份

coway 空氣清淨機15台

丁小姐 素便當50份

陽小姐 便當100個

嬌聯股份有限公司 各式衛生棉9箱

金香早餐店 研磨咖啡60杯

陳妤珊 面罩500個

高巢社區住戶 粽子1070個

羅小姐 鍋貼100份、豆漿100份

唐小姐 便當50個

白珮茹議員 麵包100份

科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葡萄乾420盒

秀峰國小 飲料15箱

德斯特洗衣水蓮店 便當100個

李小姐 油飯50份、冰米苔目50份

鳥哥甜不辣 關東煮30份

董小姐 巧克力120片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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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優格500份

金泰日式料理 便當50個

銘記越南美食 午餐350份、涼麵150份

顏小姐 飲料100杯

維克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面罩800個

詹先生 面罩150個

Aair lite空氣清淨機 空氣清淨機5台

張小姐 耳掛咖啡包200包

白楓琳 面罩100個

廖先翔議員 防護衣500件、N95口罩500個、防護面罩500個、大悲咒礦泉水200箱

粥週愉快 真空包裝粥品60份

陳先生 飲料50杯

陳小姐 熱狗堡30份

沈家涼麵 涼麵25份、味噌湯25份

陳美枝 防疫精油22個、防疫香22個

昭晨廣告 鄭毅瑛 防護衣150件

盧先生 麵包50份、咖啡50杯

侯小姐 丼飯90份、飲料90杯

姐妹豆花 飲料100杯

林軒右 燕麥奶72瓶、白木耳露96瓶

擎虎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各式飲品、泡麵、零食共2箱

蔣萬安辦公室 N95口罩100個

傅小姐 炸蛋蔥油餅150份

連小姐 西點餐盒50份

郭先生 飲料280杯

桂小姐 健康餐盒100個

美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艾瑪絲3in1洗髮露260ml 300瓶

健康新希望公司 N95口罩220個

禮門里里長 蘋果10箱

詹小姐 運動飲料15箱

李小姐 日式飯糰100個

法蘭司烘焙 維也納麵包300個

全家便利商店 養氣人蔘1500瓶

財團法人遠雄文教公益基金會 防護罩40個

吳信君 面罩42個

牙科黃郁芩醫師 日式便當50個

余小姐 便當30個

聯造實業有限公司 防疫面罩200個、透明片400片

葉天輪 面罩150個

賈永婕 便當200個

葉小姐 便當30個

蔣萬安辦公室媒合物資 手套10,000支

阿德麵線 麵線40份、早餐40份

林先生 德國香腸咖哩飯140個、漢堡50份、大呼過癮小火鍋20份、便當30個

吳先生 飲料100杯

廖芳英 面罩210個

英屬維爾京群島商寶貝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公司 食品一批

余先生 便當50個

超級好幸福歌友會 德國百靈油200瓶

陳錠鋐 世芳有幾茗茶園 紅茶茶包1400包

咪妮手作甜點 常溫蛋糕400片

水產店謝先生 便當50個

黃璟豐 護目鏡300個

何歡劇團 沐浴乳120瓶

羅先生 便當120個

屏東縣議員黃明賢 芒果5箱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輕食200份、冷泡茶200瓶、能量飲料200瓶

馬修嚴選 優格192份

鄭先生 早餐100份

林先生 衣服120件

郭百怡 小饅頭160包

金香早餐店 厚片吐司50個、咖啡50杯

八方雲集忠孝店 鍋貼水餃100盒

曾先生 便當150個

陳家慧 蛋黃酥173盒

台灣愛心公益協會 燕窩湯、人蔘湯共120包

黃蓉晴 油飯100份、湯100份

培生文教金金會 便當500個

candy's coffee 耳掛式咖啡340包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下午茶304份

泰鍋癮 便當140個、雞排40個、飲料40杯

COCO汐止忠孝店 飲料100杯

門前隱味 酸菜白肉鍋20份、芋泥球10份

必勝客 pizza40個、拼盤12份

仙川商會RIVER 便當50個

中信房屋 芒果35箱

黃小姐 運動飲料、氣泡水共10箱

璀莉緹有機精油 精油防疫組300組

小南港懶人私廚 三明治50份

汐止慢跑社 3M7093防塵濾罐200組

許偉明 美式咖啡100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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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華 防護衣30件

徐千媚 可頌麵包80個

社團法人中華道教修瑤濟世功德會 pizza90個

汐止青商 花旗蔘舒康茶800瓶

Panda.26 便當50個

黃璟豐 面罩320個

亞東劇團 手工麵包30個

李興翰 防護衣49件

狄咖 便當150個

捷亨貿易有限公司 科晳佳CORSUCA抗菌洗手乳650罐

朵琳有限公司 科晳佳CORSUCA抗菌洗手乳650罐

六月初一股份有限公司 蛋捲144盒

亞培安素 安素-綠茶口味400罐

君綺醫美診所忠孝館 便當120個、保健品6箱

銘記越南美食 便當100個

基督城市教會 便當50個

北峯寺 平安點心200份

咖啡熊內湖店 飲品100杯

7號鬆餅屋 鬆餅80份

無畏無懼能量手作坊 手工筆套50個、手術布帽50個

○○○(依捐贈者不公開姓名) 食品一批

高仕生技有限公司 腳踏式手部消毒機5台

i妻先生 泰式奶茶50杯

宜蘭頭城農場 便當106個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台積電_零接觸篩檢站1座

賈永婕、紐西蘭商費雪派克公司 高流量濕化氧氣經鼻導管系統HFNC 1台

財團法人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 Hyper Light超紫光滅菌機器人1台

52Hz赫滋餐廳 午餐餐盒25盒、冰美式25杯

春上布丁蛋糕(竹北文心店) 春上布丁蛋糕70個

火車站旁水煎包 水煎包50個

一碗茶Super.tea茶飲 飲料100杯

跟著踢小米吃喝玩樂趣 召集團隊
防護面罩100個、金陵包子350個、慕淳氣泡飲料100杯、手工餅乾10

盒、蛋捲30盒

拾米豐瓶有限公司 手工花束30束

晶喜揚有限公司 澳洲瑰冠 抒壓精油隨身包100包

宗哥 午餐餐盒20個

楊梅佳軒蛋捲 佳軒蛋捲18桶

御弘股份有限公司 蛋糕40份、飲料40杯

張千慧 飲料30杯

○○○ 護目鏡150個

新竹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國賓飯店餐盒300個

薛永義 口罩減壓帶50條

青畑九號豆製所 紅豆餅200個

中山飯糰店 古早味飯糰40個

楊志豪 早餐40份

欣園早點 護目鏡45個、小籠包、蘿蔔糕、抓餅共50份

開心紅豆餅(西大店) 紅豆餅40個

功夫茶(寶山店) 紅茶40杯、綠茶40杯

國際獅子會300G1區 雙主餐 魚雞組合餐盒100個

新竹市國民黨部 口罩2盒、泡麵1箱、酒精100瓶、咖啡包50包

徐曾祝 拋棄式面罩84個

唯愛公益協會 耳掛式咖啡包100包、茶包100包

林家燕 防護衣100件

芙洛麗大飯店 芙洛麗精緻餐盒500個

黃建廷 早餐40份

Yamada麻糬製造所 綜合口味手工麻糬200個

新竹市幸福快樂促進會 端午節粽子150個

億客來生鮮超市(嘉興店) 飲料14箱、餅乾15箱

IN飲豆漿 輕食餐廳 早餐組合100份

米咕家日式飯糰、天文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日式飯糰150個

睛豔美睫 防護衣100件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醫療包裝備500份

MANO MANO 蛋糕點心35份、咖啡35杯

富邦人壽竹冠通訊處 早餐50份、紅茶50杯

詠順汽車隔熱紙 雞排50個

六角國際集團 京都豬肉日式便當80個、珍珠奶茶80杯

圓光寺 素食端午粽400個

福林堂 白木耳蓮子湯400碗

一燒和牛專賣 - ichiyaki、蜂蜜大王 青草茶飲品110杯

古玥茶棧、劉美玲 清涼飲料70杯

○○○(依捐贈者不公開姓名) 動力淨氣式呼吸防護具（PAPR）2組

鄭在喝、張文泉、吳沅軒、陳聖融 金陵包子400個

 DigiCake數位蛋糕 雷射刻字蛋捲30捲

新竹市幸福快樂促進會全體會員、許淑瑛 飯團40份、豆漿40杯
漢聲幼兒園、誠新國際有限公司、老店薑母雞八德旗艦店、宏埔投資有限公司、福特汽

車黃耀東、余柏霖
防護面罩200個

萬波島嶼紅茶東門城店 清涼飲料(呱呱綠豆湯)100碗

永福胡椒豬肚雞湯 油飯100份、胡椒豬肚雞湯100份

茗釀茶品 波霸柳橙優格50杯

大中華粥麵館光復店 暖心肉粥50碗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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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洲農場美式炭烤牛排 X 沐嵐Moonlight 牛魯飯240份

御鄉元生技食品有限公司 防護衣105件

全家便利商店(師苑店、新四維店) 桂格養氣人參營養飲12箱

傅增秀、方思晴 麵包餐盒30份

 駱淑芬 防護面罩100個
黃韻芳、林儀禎、朱偉鋒、林榮崇、賈玉慈、陳治源、黃浩誠、羅平和、曾豐鍵、郭嘉

玲、楊淑妍、李秀香、吳梅玲、楊珺安、林秀玲、吳昇峰
暖心大杯熱拿鐵500杯

超級好幸福歌友會 德國百靈油200瓶

住商不動產經國店林文安、陳姵榛 防護面罩200個

福慧禪寺 沁涼摩摩喳喳飲料300杯

呂明翰 雞排100個

福嚴精舍 精緻素食餐盒250份

新竹牧場(蕭氏食品行) 雞腿便當100個

梁富豪 珍珠奶茶50杯

阿惠冰站、洪慧如 仙草凍飲50杯

妮妮志工團(澳洲台商會) 激勵鼓舞卡片193張

艾學爾教育機構 醫療用口罩2000個

發肉燒肉、鍾以希、股息媽媽 燒肉便當100個

鄭宏輝行政顧問、Emmy追劇時間之友會 醫療用防護衣300件

林耕仁 雞腿便當70個

王心佳 cama抹茶拿鐵30杯

黃群晏 防疫精油噴霧50瓶

Bistro302原味料理  炒飯100個

王心佳、王錦章 AMO阿默蛋糕20條

李語謙 紅茶、綠茶共200杯

芸崴國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便當100個

黃大頭 沁涼飲料100杯

吉祥齋、黃清波 古法手作餅乾25包

SAWWA 防止嘴唇乾裂月相護唇膏120條

姜曉萍 克立淨電漿空氣清淨機1台

曾繹峰 翡翠檸檬飲200杯

三丼大叔燒肉丼飯 燒肉丼飯100個

藍穎餐飲事業–逆光記憶手作甜點 香草、芒果生乳卷共10盒

格林小鎮麵包店 麵包餐盒100盒

鄭宏輝 防護衣200件

楊宜諠 飲料50杯

黃于宸、林敬堯、賴瑞祈 麵包餐盒共42盒

福嚴精舍 素食便當450個

白巷子WHITE ALLEY(新竹西大店) 手搖杯飲料100杯

福嚴精舍 手工餅乾100份、運動飲料6箱

新竹市基督教聯合關懷協會 水蜜桃禮盒25箱

二十四分之一早午餐手作麵包 天使吐司麵包、巧克力可頌、奶油波蘿共60個

台灣花店協會、愛麗絲創意花坊 鮮花花束100束

吳思頡、林瑞華 咖哩飯50個

劉記蚵仔煎 貢丸湯60碗

陳仁扶、鄭靜如 日式餐盒100份

邱鈺珊 杯子蛋糕80個、飲料100杯

小時厚企業總部、六扇門時尚湯鍋 鐵板通心麵、小火鍋共50份

茗釀茶品清大總店、江青融 飲料60杯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飛確快篩試劑2160劑

米咕日式飯糰新竹光復店 日式手作飯糰100份

元詣科技郭吉來、維縈家鄉碳烤雞排、迅業有限公司 雞排50個

跟獅子約會Date with Lion 飯糰100份

耍廢Lazy café、張渼珠 飲料50杯

艾丁堡幼兒園、上莊股份有限公司 N95口罩550片

竑昌企業有限公司、陳雨湘 水餃、涼麵、炒麵共300份

福林堂 白木耳蓮子湯300杯

施宜汶 司康、肉桂卷共40個、萬用膏20盒

幸福一起幫全體會員 杏仁餅120盒

歡喜心集 素食便當70個

一百種味道 冷泡茶150杯

孫詩瑜 、陳昱靜 麵包餐盒126盒

澤野工程有限公司、風城國際青年商會 蔓越莓錠320瓶

新竹縣市民、新北市民代表 COCO飲料40杯

京町家日式串燒居酒屋 便當32個

三合重工企業、顏陽起重工程有限公司 豆花100碗、杯子蛋糕100個、飲料150杯

璦馨精緻月子餐 便當50個

DOREMI豆戀迷(北大店)、何怡賢、吳國禎、黃瑞珍、淑雯、Viya、Katty 紅豆薏仁、綠豆薏仁共100杯

楊智諭、莊煒漢 飲料80杯

麥榮宸 雞排60個

鎧豐國際有限公司 考神維他命提神飲品15箱

蕭國揚、郭家誠 飲料250杯

新竹慈濟咖啡人文 美式咖啡200杯、濾掛咖啡包1000包

○○○(依捐贈者不公開姓名) 3M FILTER5個、3M P100濾棉片134個、3M頭罩5個

張千慧
高低溫度計5台、冰桶4個、Homeywell cz除臭濾網25個、Homeywell

True HEPA濾心4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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