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年12月捐物明細
捐贈人
屏東市立納骨堂歸園
嘉沛鮮有限公司
中油屏東行銷中心
徐聖智(老媽手工饅頭)
蔡金秀

序號
1
2
3
4
5

捐贈日期
2020/12/30
2020/12/29
2020/12/29
2020/12/18
2020/12/18

收據編號
屏慈捐物字1091230001
屏慈捐物字1091229002
屏慈捐物字1091229001
屏慈捐物字1091218002
屏慈捐物字1091218001

6

2020/12/17

屏慈捐物字1091217001 台灣期貨交易所

7

2020/12/16

屏慈捐物字1091216001 屏東市立納骨堂歸園

捐贈物品

水果(8公斤)
比菲多乳之初牛乳 三黑五穀(25罐)
水果(150公斤)
饅頭(38袋)
青葉麵筋-單罐(36罐)
康乃馨成人替換式尿片(24包)
CROWN原味營養餅乾(50盒)
味味A肉骨茶湯麵(50袋)
味王筍絲焢肉調理包(95盒)
康寶原味金黃玉米濃湯(50組)
同榮蕃茄汁紅鯖魚-紅(84組)
同榮水煮鮪魚(79組)
新東陽精緻豬肉鬆(30罐)
新東陽原味肉醬(30組)
五月花平版衛生紙(60包)
黑人全亮白牙膏(20條)
綠巨人甜玉米粒(90瓶)
康乃馨成人紙尿褲經濟型L-XL(12包)
味王紅燒牛腩調理包(95盒)
中祥自然之顏紫菜蘇打量販包(50包)
可口奶滋-原味(50盒)
咖哩雞肉調理包(96盒)
大茂大土豆麵筋(50組)
康乃馨hiwater水濕巾(30包)
刷樂成人牙刷(9入)(5包)
大茂黑瓜(20組)
廣達香素食香鬆(30罐)
水果(8公斤)

備註

8

2020/12/14

9

2020/12/14

10

2020/12/14

11

2020/12/11

12
13

2020/12/11
2020/12/10

14

2020/12/09

金農米壽司米(3包)
大茂黑瓜(2罐)
紅鷹牌幼筍鮪魚(4罐)
葡萄乾(12包)
屏慈捐物字1091214003 社團法人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 黑豆鼓(1罐)
中祥自然之顏紫菜蘇打量販包(1包)
大茂幼筍(3瓶)
平安米5kg(1包)
元本山海苔(12包)
火煱湯底(1包)
青葉花生麵筋(24罐)
台糖二號砂糖(2包)
台鹽高級碘鹽(2包)
關廟麵(20包)
屏慈捐物字1091214002 龍慈禪寺
味全高鮮味精(2盒)
平安米3kg(10包)
青葉滷雪蓮子170g(24罐)
龍口粉絲(2包)
桂格五麥穀珍-松子核桃(2袋)
馬玉山紫山藥黑米仁(2袋)
廣吉夏威夷果杏仁(2袋)
屏慈捐物字1091214001 楊明坤
皇家穀堡台東米(2包)
饅頭(10袋)
芋頭顆粒醬(768罐)
屏慈捐物字1091211003 社團法人台灣全民食物銀行協會
鳳梨罐頭(19罐)
屏慈捐物字1091211001 社團法人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 安琪兒奶粉(780瓶)
屏慈捐物字1091210001 樂善行
饅頭(60袋)
佛跳牆(2包)
麻油鷄(2包)
袖珍海鮮鍋(1包)
屏慈捐物字1091209003 善心人士
紫米紅豆湯圓(3包)
冷凍糯米糕(3包)

家樂福花車

15

2020/12/09

屏慈捐物字1091209002 善心人士

16

2020/12/09

屏慈捐物字1091209001 善心人士

17
18

2020/12/03
2020/12/02

屏慈捐物字1091203001 善心人士
屏慈捐物字1091202001 財團法人福琳工商發展基金會

19 2020/12/01

屏慈捐物字1091201004 家樂福新屏店

20 2020/12/01

屏慈捐物字1091201003 巴米榛

21

2020/12/01

屏慈捐物字1091201002 清琦企業有限公司

麻油猴頭菇燉湯(12包)
凡士林潤膚露-小(8瓶)
凡士林潤膚露(16瓶)
毛巾(116條)
格安德醫用口罩(1200包)
大茂黑瓜(1組)
中興米鴨禾米(1包)
大補帖當歸鴨細麵(2碗)
大補帖麻油鷄細麵(2碗)
桂格完膳50鉻配方營養素(3罐)
麗滋起士迷你餅乾(25包)
同榮蕃茄汁紅鯖魚(1組)
遠洋牌水煮鮪魚片組(1組)
桂格完膳糖尿病適用營養素(3罐)
桂格完膳100鉻配方營養素(7瓶)
紅鷹牌海底雞組(1組)
平安米3kg(1包)
平安米1kg(2包)
味味A香辣牛肉湯麵(2袋)
維力大炒一番鐵板牛肉(2袋)
真爽麻辣鍋豬肉風味麵(2袋)
維力炸醬麵(2袋)
味味 A排骨雞乾麵(2袋)
味丹御品蔥燒豬肉麵(2包)
三興蕃茄汁鯖魚(2組)
三好花東米(1包)
遠洋牌紅燒鰻(3組)
維力麻醬麵(3袋)
遠洋牌鮪魚抺醬(2組)
三興蕃茄汁鯖魚組(2組)
台糖香辣紅燒鰻(2組)
味味A肉骨茶湯麵(2袋)
台糖紅燒鰻(3組)

22

2020/12/01

屏慈捐物字1091201001 何俐慧

同榮茄汁鯖魚罐(4罐)
義香珍桃酥(4包)
紅標米酒(4瓶)
沙士(4瓶)
波蜜果菜汁 (4瓶)
平安米1kg(4包)
白鶴牌新竹炊粉(4包)
元本山海苔(4包)
綠巨人甜玉米粒(4瓶)
峻通貳級砂糖(4包)
泰山蔬菜調合油(4瓶)
西螺油膏(4瓶)
美味深礦鹽(4包)

109年度12月捐款明細
序號 捐款日期
收據編號
捐款用途
捐款人
捐款金額
1 2020/12/31 屏慈捐款字1091231001
一般捐款 陳詰霖
100
2 2020/12/24 屏慈捐款字1091224001
一般捐款 楊恭淼
1,000
3 2020/12/21 屏慈捐款字1091221001
一般捐款 簡永坤
500
4 2020/12/23 屏慈捐款字1091223001
一般捐款 釋眾慈法師
3,000
社團法人屏東縣葡萄樹身
心障礙及弱勢家庭支持協
5 2020/12/17 屏慈捐款字1091217002 會員常年會費 會
4,000
6 2020/12/17 屏慈捐款字1091217001
一般捐款 崁頂鄉代表會主席郭茂良
2,000
7 2020/12/09 屏慈捐款字1091209001
助學捐款 蔡麗雪
4,000
8 2020/12/08 屏慈捐款字1091208001
一般捐款 林鳳筠
1,000
9 2020/12/10 屏慈捐款字1091210007
一般捐款 蔡淑清
200
10 2020/12/10 屏慈捐款字1091210006
一般捐款 善心人士
200
11 2020/12/10 屏慈捐款字1091210005
一般捐款 善心人士
1,351
12 2020/12/10 屏慈捐款字1091210004
一般捐款 善心人士
1,305
13 2020/12/10 屏慈捐款字1091210001
一般捐款 李涂怡娟
1,000
14 2020/12/03 屏慈捐款字1091203001
一般捐款 鹽光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15 2020/12/02 屏慈捐款字1091202007
物資捐款 邱文枝
500
16 2020/12/02 屏慈捐款字1091202006
助學捐款 邱品臻
500
17 2020/12/02 屏慈捐款字1091202005
助學捐款 邱楷壹
500
18 2020/12/02 屏慈捐款字1091202004
助學捐款 程郁涵
500
19 2020/12/02 屏慈捐款字1091202003
助學捐款 程信瑋
500
20 2020/12/02 屏慈捐款字1091202002
助學捐款 盧宥成
500
21 2020/12/02 屏慈捐款字1091202001
助學捐款 盧柔蓁
500
12月會員入會費收入
會員常年會費收入
4000
一般捐款收入
91,656
急難捐款收入
助學捐款收入
7,000
物資捐款收入
500
聯合助學捐款收入
職務捐款收入
顧問費收入
公益勸募收入
老人捐款收入
合計
103,156

捐款方式
現金
銀行匯款
郵政劃撥
現金
現金
現金
郵政劃撥
郵政劃撥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郵政劃撥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備註

108年度及109年度常年會費

金融有愛溫馨同在(發票)
零錢箱
一品數位有限公司(現金705+發票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