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號

捐贈日期

1

2020/09/29

2

2020/09/25

3

2020/09/25

4

2020/09/24

5

2020/09/23

109年9月捐物明細
捐贈人
捐贈物品
收據編號
財團法人台北市自閉兒社會福利基
屏慈捐物字1090929001
金會附設愛肯樂活工場
映月禮盒(21盒)
屏慈捐物字1090925002 徐聖智(老媽手工饅頭)
饅頭(45袋)
財團法人台北市自閉兒社會福利基
屏慈捐物字1090925001
金會附設愛肯樂活工場
映月禮盒(219盒)
福樂麥芽牛乳(24瓶)
黑松健康補給飲料(10罐)
新宜興蕃茄汁鯖魚(1罐)
黑熊菜脯餅(9包)
衣服(12件)
麵粉(1包)
平安米5kg(2包)
龍眼蜜(1瓶)
屏慈捐物字1090924001 社團法人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
平安米3kg(3包)
味味A排骨雞湯麵(碗)(2碗)
統一麵肉燥(碗)(2碗)
泰山不飽和調合油(1罐)
10公斤米(1袋)
味全花生麵筋-單罐(1罐)
中興一等米(2包)
香好豬肉鬆(1包)
屏慈捐物字1090923002 屏東縣政府
柚子禮盒(47盒)

6

2020/09/23

屏慈捐物字1090923001 屏東縣政府

鳳梨酥禮盒(24盒)
香皂、紅豆禮盒(76袋)

備註

7

2020/09/21

8

2020/09/17

9

2020/09/17

10
11
12
13

2020/09/17
2020/09/16
2020/09/15
2020/09/15

新宜興蕃茄汁鯖魚(1罐)
牛頭牌玉米粒(3罐)
勝茂媽祖粉絲(1包)
福祿壽平安麵(1包)
台鹽高級碘鹽(1包)
三好米台南11號米(1包)
五木海鮮拉麵(1包)
屏慈捐物字1090921001 黃建銘
大茂黑瓜(1罐)
大茂黑瓜(1組)
台糖茄汁秋刀魚組(1組)
綠豆(1包)
大茂大土豆麵筋(1組)
紅豆(1包)
社團法人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
馬蹄丁罐頭(102罐)
屏慈捐物字1090917003
金車麥根沙士(3罐)
新東陽豬肉酥(50罐)
平安米3kg(50包)
滿漢大餐蔥燒豬肉麵-碗(122碗)
桂格杏仁蓮子燕麥(50袋)
野川蛋黃派(2包)
屏慈捐物字1090917002 昌黎殿
勝茂媽祖新竹炊粉(65包)
皇家穀堡台東米(52包)
義美純芥花油(65瓶)
三興蕃茄汁鯖魚(66組)
波蜜果菜汁(180罐)
屏慈捐物字1090917001 屏東市立納骨堂歸園
水果(1批)
屏慈捐物字1090916001 佳合農產股份有限公司
有機木耳麵條(30包)
屏慈捐物字1090915004 健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液化雙口爐(1台)
屏慈捐物字1090915002 蓮禪苑精舍
三好米祈福米(50包)

扶輪公益網

饅頭(10袋)
關山香米(1包)
桂格五麥穀珍-山藥紫芋(2袋)
14

2020/09/15

屏慈捐物字1090915001 楊明坤

萬歲牌藜麥核桃堅果飲(2袋)
桂格奇亞籽麥片-蘋果牛奶(1袋)
桂格北海道鮮奶麥片(1包)
三好米台南11號米(2包)
平安米3kg(33包)
關廟麵(2包)
黑松沙士(大)(3瓶)
台鹽高級碘鹽(3包)
味王婦友上等醬油(12瓶)
統一肉燥麵5入(3袋)
統一麵肉骨茶風味(3組)

15

2020/09/14

屏慈捐物字1090914002 潮州萬善爺廟

大茂黑瓜(6罐)
華元神氣包(6袋)
味丹御品高鮮味精(3盒)
泰山沙拉油(10瓶)
冠軍花生麵筋單罐(4罐)
新吉源砂糖(3包)
黑松健康補給飲料(12罐)
紅標米酒(3瓶)
乖乖組合包(6袋)

16

17

18

2020/09/14

2020/09/11

2020/09/11

屏慈捐物字1090914001 大湖代隆宮

同榮鯖魚平二黃3入(16組)
維力大炒一番鐵板牛肉(11袋)
味味 A排骨雞乾麵(11袋)
乖乖玉米脆條(8包)
統一四季醬油-大(2瓶)
台糖大豆沙拉油-大(3瓶)
義美餅乾禮盒(2盒)
旺旺仙貝(1包)
華元大吉利超值包(18袋)
平安米5kg(10包)
金車麥根沙士(30罐)

財團法人台北市自閉兒社會福利基
金會附設愛肯樂活工場
饅頭(120袋)
泰山八寶粥單罐(84罐)
五木爽口麵條(15包)
家樂福鷄蛋麵(15包)
高露潔薄荷牙膏(8條)
滿意活潑寶寶巧薄尿布L(7包)
大茂三合一(15組)
同榮茄汁鯖魚罐(15罐)
倍潔雅抽取式衛生紙100抽(264包)
桂格全家人高鈣奶粉(7罐)
屏慈捐物字1090911002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好媽媽紅燒鰻(15組)
馬玉山黑芝麻糊(11袋)
桂格鮮穀王野菇多縠飲(11袋)
中興一等米(11包)
桂格大燕麥片4入盒裝(7盒)
金好奇耀金級紙尿褲M(7包)
皇家穀堡台東米(9包)
媽媽的廚房瓜素香鬆(11瓶)
屏慈捐物字1090911003

18

2020/09/11

19

2020/09/11

20

2020/09/09

21

2020/09/09

22

2020/09/09

豐力富全家人高鈣奶粉(7罐)
味味A排骨雞湯麵(7袋)
屏慈捐物字1090911002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味王素食麵(15袋)
黑人全亮白牙膏(21條)
華元蝦條南部芥末醬油風味(840包)
屏慈捐物字1090911001 社團法人台灣全民食物銀行協會
馬玉山黑芝麻糊(4袋)
馬玉山山藥五穀粥(4袋)
屏慈捐物字1090909004 善心人士
馬玉山有機燕麥豆乳(1瓶)
堅果塔禮盒(6盒)
財團法人台北市自閉兒社會福利基
頌月禮盒(9盒)
屏慈捐物字1090909003
金會附設愛肯樂活工場
映月禮盒(150盒)
屏慈捐物字1090909002 謝淇亘
柚子(41粒)

23

2020/09/08

屏慈捐物字1090908004 許坤同/許莊素琴

24

2020/09/08

屏慈捐物字1090908003 全祐工程行

25

2020/09/09

屏慈捐物字1090909001 徐聖智(老媽手工饅頭)

26

2020/09/08

屏慈捐物字1090908002 頭前溪順天宮

東農米3kg(200包)
大茂土豆麵筋(1罐)
味全辣味肉醬(3罐)
勝茂媽祖粉絲(1包)
新宜興蕃茄汁鯖魚(3罐)
平安米1kg(20包)
饅頭(20袋)
中興一等米(6包)
冠軍花生麵筋(5組)
味味A排骨雞湯麵單包(144包)
優龍ACE原味營養餅(5盒)
台糖大豆沙拉油(15瓶)
萬家香壺底油(5罐)
麥仔茶(7瓶)
花生夾心酥(5包)
愛之味沖繩黑八寶(30瓶)
黑松沙士(大)(5瓶)

青葉花生麵筋(48罐)
波蜜果菜汁(48罐)
伍中花瓜(48罐)
27

2020/09/07

屏慈捐物字1090907003 龍慈禪寺

關廟麵(32包)
淨斯大燕麥片(9包)
花蓮玉里米4kg(64包)
青葉滷雪蓮子170g(48罐)
福祿壽平安麵(20包)

28

2020/09/07

29

2020/09/07

屏慈捐物字1090907002 天聖宮
屏慈捐物字1090907001 舊城城隍廟

30

2020/09/05

屏慈捐物字1090905001 屏東縣山水湖聖道院慈善會

31

2020/09/04

屏慈捐物字1090904004 巨輪食品有限公司

平安米5kg(42包)
西螺良質米(250包)
頂級新鶴米(160包)
素飄香排骨雞麵(55袋)
泰山沙拉油(110瓶)
台鹽高級碘鹽(55包)
白鶴牌新竹炊粉(110包)
長安關廟麵(55包)
可樂果(420包)
饅頭(55袋)
味王婦友上等醬油(110瓶)
素飄香香菇野菜麵(55袋)
新吉源砂糖(55包)
通用素香鬆(55包)
金蝦牌粉絲(110包)
三宗素食糕(55包)
好勁道鷄蛋麵(110包)
如意野生紫菜餅(55包)
綠豆(55包)
饅頭(16袋)

32

2020/09/04

屏慈捐物字1090904003 巴米榛

33

2020/09/04

屏慈捐物字1090904002 鄭學宏

34
35

2020/09/03
2020/09/03

屏慈捐物字1090903002 梁慧芳
屏慈捐物字1090903001 義豐行

36

2020/09/04

屏慈捐物字1090904001 清琦企業有限公司

台糖二號砂糖(1包)
味王金味王醬油(1瓶)
中興經典米(1包)
新日龍新竹炊粉(1包)
泰山不飽和調合油1.5公升(1罐)
台鹽高級碘鹽(1包)
可樂果(12包)
泰山不飽和調合油1.5公升(1罐)
台糖二號砂糖(1包)
味王金味王醬油(1瓶)
可樂果(12包)
中興經典米(1包)
新日龍新竹炊粉(1包)
台鹽高級碘鹽(1包)
愛心物資(1批)
熟食(1批)
統一麵肉燥風味(1袋)
維力紅油大乾麵(1袋)
維力素食炸醬麵(2袋)
味味一品原汁牛肉麵(2袋)
味味 A排骨雞乾麵(2袋)
真爽麻辣鍋豬肉風味麵(1袋)
味味A香辣牛肉湯麵(2袋)
味味一品紅燒牛肉麵(1袋)
味味A排骨雞湯麵(2袋)
統一麵肉骨茶風味(1組)
味味A冬菜鴨肉湯粉絲(1袋)
統一麵葱燒牛肉風味(2袋)
維力炸醬麵(2袋)
滿漢大餐蔥燒豬肉麵(2袋)

37

2020/09/02

38

2020/09/02

39

2020/09/02

冠軍花生麵筋(18組)
進發素食肉絲紅麴(10包)
勝茂媽祖粉絲(2包)
白米5公斤(10包)
味王當歸藥膳湯麵碗(72碗)
老楊方塊酥(9盒)
福神新竹炊粉(18包)
黑木耳絲(9包)
屏慈捐物字1090902005 屏東慈鳳宮
水果(15公斤)
三興紅燒鰻(6盒)
進發素食肉鬆海苔(10包)
田中伯御品珍寶健康調合油(9瓶)
味味A排骨雞湯麵單包(12包)
綠純粉絲(9包)
泰山芥花精華調合油(1罐)
舒跑運動飲料(54瓶)
白米30kg(6袋)
虎牌炊粉(20包)
李錦記甘甜滷醬油(21瓶)
中興一等米(21包)
日正皇膳粉絲(20包)
聯華喜多包(21包)
財團法人高雄市三塊厝興德團(高雄
中祥香蔥酥打餅(21包)
屏慈捐物字1090902004
市三鳳宮)
泰山不飽和調合油(21罐)
佛蒙特咖哩(21盒)
遠洋牌豆豉燒饅(42罐)
東和蕃茄汁鯖魚(21組)
味味 A排骨雞乾麵(21袋)
統一麥香綠茶(63瓶)
發億工程行
全豐6.9公斤米(10包)
屏慈捐物字1090902003

40

2020/09/02

屏慈捐物字1090902002 屏東市立納骨堂歸園

41

2020/09/02

屏慈捐物字1090902001 屏東市立納骨堂歸園

42

2020/09/01

屏慈捐物字1090901001 梁慧芳

水果(31公斤)
花蓮有機白米(2包)
關農好米6公斤(2包)
波卡休閒包(2包)
統一肉燥麵5入(1袋)
ACE起士夾心餅乾(5盒)
樂事洋芋片2入(4盒)
黑熊菜脯餅(3包)
三好米台南十一號米(2包)
義美小泡芙(4盒)
檸檬夾心酥(1包)
花生夾心酥(1包)
水果(10公斤)
隨緣素肉骨茶湯麵-單(3包)
水果(1公斤)
泰山八寶粥單罐(6罐)

109年度9月捐款明細
序號

捐款日期

收據編號

捐款用途

捐款人

1

2020/09/27

屏慈捐款字1090927001

一般捐款 楊恭淼

2

2020/09/28

屏慈捐款字1090928001

一般捐款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3

2020/09/25

屏慈捐款字1090925001

4

2020/09/24

5

捐款金額

捐款方式

1,000 銀行匯款
30,385

現金

一般捐款 李涂怡娟

1,000

現金

屏慈捐款字1090924001

一般捐款 善心人士

310

現金

2020/09/17

屏慈捐款字1090917001

一般捐款 林鳳筠

1,000 郵政劃撥

6

2020/09/09

屏慈捐款字1090909001

一般捐款 李國裕

1,000 郵政劃撥

7

2020/09/01

屏慈捐款字1090901007

助學捐款 盧柔蓁

500

現金

8

2020/09/01

屏慈捐款字1090901006

助學捐款 盧宥成

500

現金

9

2020/09/01

屏慈捐款字1090901005

助學捐款 程信瑋

500

現金

10

2020/09/01

屏慈捐款字1090901004

助學捐款 邱楷壹

500

現金

11

2020/09/01

屏慈捐款字1090901003

助學捐款 邱品臻

500

現金

12

2020/09/01

屏慈捐款字1090901002

助學捐款 程郁涵

500

現金

13

2020/09/01

屏慈捐款字1090901001

物資捐款 邱文枝

500

現金

9月會員入會費收入
會員常年會費收入
一般捐款收入
急難捐款收入
助學捐款收入
物資捐款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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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34,695
3,000
500

38,195

一品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