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年度11月捐物明細
捐贈人
屏東市立納骨堂歸園
屏東縣勞動暨青年發展處
徐聖智(老媽手工饅頭)
社團法人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
劉魏福妹

序號
1
2
3
4
5

捐贈日期
2020/11/30
2020/11/23
2020/11/23
2020/11/20
2020/11/17

收據編號
屏慈捐物字1091130001
屏慈捐物字1091123002
屏慈捐物字1091123001
屏慈捐物字1091120001
屏慈捐物字1091117002

6

2020/11/17

屏慈捐物字1091117001 楊明坤

7

2020/11/16

屏慈捐物字1091116001 屏東市立納骨堂歸園

8

2020/11/26

屏慈捐物字1091111001 屏東國際同濟會

捐贈物品
水果(7公斤)
頂級新鶴米(96包)
饅頭(26袋)
虱目魚肚(350包)
越光米(25包)
饅頭(10袋)
桂格豆漿薏仁風味(2袋)
桂格超級穀珍杏仁核桃(2袋)
萬歲牌藜麥核桃堅果飲(2袋)
皇家穀堡台東米(4包)
水果(8公斤)
好媽媽串燒海鰻組(3組)
白蘭蘆薈親膚洗衣粉(3包)
白蘭鮮豔護色洗衣粉(3包)
三興蕃茄汁秋刀魚(6組)
台糖瓜仔肉醬(12罐)
好媽媽茄汁鯖魚(黃)(3組)
康寶草莓果醬-大(3瓶)
味味 A排骨雞乾麵(12袋)
三興虱目魚(12罐)
味王麻油雞湯麵(6袋)
茶樹莊園茶樹洗碗精(12瓶)
味丹享味食光烤蝦風味麵(12袋)
白蘭強效潔淨洗衣粉(3包)
新東陽味噌鯖魚組(3組)
海苔酥蜂蜜奶油(12包)
大茂幼筍(12瓶)
起士威化餅(24盒)
巧克力威化餅(24盒)
花王洗髮精補充包(12袋)
白熊洗碗精(12瓶)
大茂大土豆(1罐)

備註

8

2020/11/26

屏慈捐物字1091111001 屏東國際同濟會

9

2020/11/10

屏慈捐物字1091110001 善心人士

10

2020/11/09

屏慈捐物字1091109001 善心人士

11

2020/11/06

屏慈捐物字1091106001 湯李枝袵

12

2020/11/04

屏慈捐物字1091104003 善心人士

13

2020/11/04

14

2020/11/04

15

2020/11/03

好媽媽燒鰻組(3組)
好媽媽茄汁鯖魚(紅)(2組)
全效強淨洗衣精(12包)
愛之味純濃燕麥(12瓶)
康寶原味金黃玉米濃湯(50組)
桂格特濃燕麥片(12盒)
平安米3kg(2包)
頂級新鶴米(120包)
愛之味麥仔茶(30罐)
御茶園冰釀綠茶(31罐)
阿薩姆奶茶(2罐)
津津蘆筍汁(48瓶)
佛跳牆(1包)
冷凍糯米糕(10包)
五更腸旺(2包)
袖珍海鮮鍋(1包)
麻油鷄(2包)
羊肉爈(1包)

財團法人台北市自閉兒社會福
饅頭(117袋)
屏慈捐物字1091104002 利基金會附設愛肯樂活工場
泰山純葵花油(6罐)
新宜興蕃茄汁鯖魚組(8組)
台鹽高級碘鹽(1包)
金蘭薄塩醬油(12瓶)
高雄農會西螺米(90包)
屏慈捐物字1091104001 高雄關帝廟
愛之味土豆麵筋(8組)
新宜興紅燒鰻(24盒)
峻通貳級砂糖(2包)
味王味精(1包)
台糖加鹽沙士(156罐)
歐典水蜜桃汁(239瓶)
蘋果西打(6罐)
屏慈捐物字1091103002 屏東縣達摩祖師愛心慈善會
芭達椰椰子水(16罐)
開喜烏龍茶(14瓶)

15

2020/11/03

屏慈捐物字1091103002 屏東縣達摩祖師愛心慈善會

16

2020/11/03

屏慈捐物字1091103001 屏東里港玉賢宮

17

2020/11/02

屏慈捐物字1091102002 清琦企業有限公司

阿薩姆奶茶(158罐)
紅牌烏龍茶(242罐)
百家珍烏醋(5瓶)
味王香菇素蠔油(5瓶)
金蘭素蠔油(2瓶)
紅標米酒(1瓶)
龍眼蜜(1瓶)
紅牌麥仔茶(208罐)
御茶園冰釀綠茶(214罐)
上群雪耳飲品(20罐)
茶裏王日式無糖綠茶(12瓶)
七星白葡萄氣泡飲料(4瓶)
沙士(5瓶)
神龍新竹炊粉(10包)
白木耳(8包)
百家珍白醋(5瓶)
薪傳香油(5瓶)
味王XO醬油(9瓶)
伯朗咖啡(9罐)
上群黑木耳露(2罐)
泰山蔬菜調合油(11瓶)
波蜜果菜BEC果菜汁(12罐)
泰山不飽和調合油1.5公升(45罐)
味王婦友上等醬油(45瓶)
大茂土豆麵筋(45罐)
大茂黑瓜(45罐)
台鹽高級碘鹽(45包)
新宜興蕃茄汁鯖魚組(45組)
峻通貳級砂糖(45包)
舊城關廟麵(45包)
維力紅油大乾麵(2袋)
三興紅燒鰻(3組)
青葉嚕肉飯料(4組)
紅鷹牌黑胡椒鮪魚片組(3組)

17

2020/11/02

屏慈捐物字1091102002 清琦企業有限公司

18

2020/11/02

屏慈捐物字1091102001 屏東市立納骨堂歸園

鄉傳麻辣拌麵(2包)
味味 A排骨雞乾麵(3袋)
味味A排骨雞湯麵(3袋)
維力蔥燒牛肉大乾麵(2袋)
台灣穀堡米1.5kg(1包)
鄉傳香蔥拌麵(2包)
統一麵葱燒牛肉風味(2袋)
好媽媽茄汁鯖魚(黃)(3組)
統一麵肉燥風味(3袋)
水果(8公斤)

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捐款日期
2020/11/23
2020/11/27
2020/11/26
2020/11/26
2020/11/26
2020/11/23
2020/11/23
2020/11/19
2020/11/19
2020/11/11
2020/11/02
2020/11/02
2020/11/02
2020/11/02
2020/11/02
2020/11/02
2020/11/02

收據編號
屏慈捐款字1091123003
屏慈捐款字1091127001
屏慈捐款字1091126003
屏慈捐款字1091126002
屏慈捐款字1091126001
屏慈捐款字1091123002
屏慈捐款字1091123001
屏慈捐款字1091119002
屏慈捐款字1091119001
屏慈捐款字1091111001
屏慈捐款字1091102007
屏慈捐款字1091102006
屏慈捐款字1091102005
屏慈捐款字1091102004
屏慈捐款字1091102003
屏慈捐款字1091102002
屏慈捐款字1091102001

109年度11月捐款明細
捐款用途
捐款人
一般捐款 陳保成
一般捐款 楊恭淼
一般捐款 王辰毓
一般捐款 曾馨嬌
一般捐款 椿築營造有限公司
一般捐款 高文源
一般捐款 林鳳筠
一般捐款 李宜璇
一般捐款 善心人士
一般捐款 貝比喵文創有限公司
助學捐款 盧柔蓁
助學捐款 盧宥成
助學捐款 邱楷壹
助學捐款 邱品臻
助學捐款 程信瑋
助學捐款 程郁涵
物資捐款 邱文枝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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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金額
3,000
1,000
3,000
10,000
20,000
2,000
1,000
1,200
30,000
3,0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74,200
3,000
500

77,700

捐款方式
線上金流
銀行匯款
郵政劃撥
現金
現金
現金
郵政劃撥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