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收據號碼 捐贈者 物品及數量 轉交單位 備註

106.9.02 42803 林○昌 普渡供品乙桌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2 42804 莊○山 普渡供品乙桌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2 42805 王○鄅 普渡供品乙桌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3 42806 李○澤 文旦柚4袋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26.9.03 42807 采瑟美髮店 台鹽鹹性牙膏150克/144支 教保處理-服務對象使用

106.9.04 42808 神岡玄武堂 白米34包(1700斤)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4 42810 台中縣 觀音慈善會 白米300公斤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5 42811 伸太田工業(股)公司 白米30公斤共16包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6 42812 新社水井 玉荷宮 普渡食材20袋(泡麵/飲料/罐頭…)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6 42813 東勢泰珍香美食家 芝麻海苔肉鬆20斤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6 42814 卓蘭不動產 普渡食材2袋(白米/調味品/餅乾…)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6 42815 和司特 吳小姐 白米25公斤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8 42816 聖德禪寺 食材一批(素肉絲/餅乾/麥片/水果)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9 42817 謝○耀 普渡品一箱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9 42818 徐○政 普渡品一箱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9 42819 胡○義 普渡品一箱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9 42820 吳○澤 普渡品一箱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9 42821 許○梅 普渡品一箱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9 42822 劉○玟 普渡品一箱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9 42823 楊○發 普渡品一箱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9 42824 林○村 普渡品一箱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捐物收據：第42803至42824號(42809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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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收據號碼 捐贈者 物品及數量 轉交單位 備註

106.9.09 42825 陳○富 普渡品一箱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9 42827 蕭○昭 普渡品一箱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9 42828 詹○勝 普渡品一箱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9 42829 游○德 普渡品一箱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9 42830 楊○生 普渡品一箱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9 42831 吳○勳 普渡品一箱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09 42832 謝○萍 普渡品一箱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10 42833 楊○松 普渡食材(泡麵/乾麵條/油/飲料..)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11 42834 鄭○宏/鄭詹○枝 白米2斗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11 42835 鄭○鐘/江○婕 白米2斗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11 42836 鄭○婷/鄭○慧 白米2斗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11 42837 鄭○琪 白米35公斤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13 42838
台中市北屯區松勇里

里長張桂榮

 普渡食品6份

(餅乾/飲料/泡麵/飲料/罐頭…)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13 42840 曾○美
普渡品乙份                     (白

米/罐頭/調味品/餅乾…)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13 42841 吳○榛
普渡品乙份                     (白

米/罐頭/調味品/餅乾…)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13 42842 王○驊
普渡品乙份                     (白

米/罐頭/調味品/餅乾…)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13 42843 王○珊
普渡品乙份                     (白

米/罐頭/調味品/餅乾…)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13 42844 天佛禪院 白米30公斤×10包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13 42845 烏日聖母宮 普品45份/白米30公斤×10包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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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14 42846 鄧○琴 普渡品6袋(白米/泡麵/飲料…)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14 42847 達觀設計 米麵條240g×3包/牙膏120g×5條 廚房/教保處理-服務對象食/使用

106.9.14 42848 麗水洋行
洗衣精2000ml×4瓶              清潔

精500ml×2瓶
教保處理-服務對象使用

106.9.14 42849 張○芳 米麵條240g×5包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5.9.15 42850 三久食品(股)公司 豬絞肉5kg×30包/豬大骨100kg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15 42851
東勢北興里文化街            雙

福祠永興宮

普渡品15袋

(米粉/調味品/罐頭/餅乾/泡麵…)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15 42852 詹○琴
棕欖沐浴乳4公斤×1瓶            洗

髮精1100g×1瓶
教保處理-服務對象使用

106.9.16 42853
中華民國天慈愛心關懷協會    卓

蘭總會長 廖千慈
梨山新世紀梨一箱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16 42854 陳○怡/張○智 (洗髮精/綠的藥皂)一批 教保處理-服務對象使用

106.9.20 42855 李○亨 柚子四袋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21 42856 詹○明 白米30kg×1包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25 42857 陳○雄/陳○輝 食材(白米/麵條/餅乾/水果…)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25 42858 坤兆機車行  白米30公斤×2包/白米12公斤×1包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27 42859 吳林○好 成人紙尿褲20包 教保處理-服務對象使用

106.9.28 42860 陳○○雄/陳○輝 水果一批(哈密瓜/柚子/葡萄/香蕉)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28 42961 張○揚 食材一批(餅乾/飲料)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29 42962 小朋友小兒專科診所 手工羊奶饅頭100盒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106.9.29 42963 謝志忠議員 白米70公斤 廚房處理-服務對象食用

捐物收據：第42846至4286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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