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字001323 105.02.01 蔡0如 二手衣

物字001324 105.02.01 李0珣 物資

105.02.01 台中0技大學 二手衣

物字001325 105.02.01 新0便當.珍0花訪 日常用品

物字001326 105.02.01 鄭0美 衣架(二手)

物字001327 105.02.03 范0霞.徐0文 白米

物字001328 105.02.03 劉0亨 150元餐盒

物字001329 105.02.03 林0雪 150元餐盒

物字001330 105.02.03 伊甸之友 100元餐盒

物字001331 105.02.03 臺中市大0區農會 100元餐盒

物字001332 105.02.03 羅0菁 二手衣

物字001333 105.02.03 范0貽 二手衣

物字001334 105.02.03 吳0甯 二手衣

物字001335 105.02.05 景0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服飾

物字001336 作廢

物字001337 105.02.05 游0伶 二手衣

物字001338 105.02.05 尖0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服飾

物字001339 105.02.06 許0安 二手外套

物字001340 105.02.06 葉0琪 棗子

物字001341 105.02.06 曾0凌 二手衣

物字001342 105.02.15 邱0軍.詹0娟 橘子

物字001343 105.02.16 葉0廷.許0燕 二手衣

物字001344 105.02.16 黃0文 食品

物字001345 105.02.17 潘0萱 二手衣

物字001346 105.02.17 作廢

物字001347 105.02.17 歡0精品店 二手衣

物字001348 105.02.17 作廢

物字001349 105.02.18 張0貞.楊0.楊0宜 白米

物字001350 105.02.18 徐0明.徐0雯 白米

物字001351 105.02.18 梁0貞.鍾0.鍾0任.鍾0芳 白米

物字001352 105.02.18 魏0華.魏劉0春..魏0欣 白米

物字001353 105.02.18 蔡0純.劉0庭.劉0敬.劉0廷 白米

物字001354 105.02.18 方0壽.吳0真.方0安 白米

物字001355 105.02.18 陳0光.邱0敏.陳0祥.陳0榛 白米

物字001356 105.02.18 邱0臣.邱0芳.邱0娟.邱0俊 白米

物字001357 105.02.18 李0燕 白米

物字001358 105.02.18 方0淎.傅0宸.傅0恩.傅0祺 白米

物字001359 105.02.18 方0淎.傅0宸.傅0恩 白米

物字001360 105.02.18 童0英 白米

15包

20包

20包

20包

2盒

8盒

1箱

1件

10包

6包

20包

捐贈者 統編

二箱

一箱

一箱

一箱

一批

80斤

12盒

24盒

一箱

一箱

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附設苗栗縣私立聖方濟少女之家

捐物明細表

105 年   2  月份

收據號碼 捐贈日期 數量 單位

一批

內容物名稱

一箱

一批

3箱

一箱

2袋

一箱

74件

一箱

4箱

20包

10包

10包

10包

15包



捐贈者 統編

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附設苗栗縣私立聖方濟少女之家

捐物明細表

105 年   2  月份

收據號碼 捐贈日期 數量 單位內容物名稱

物字001361 105.02.18 李0慧.周0榮.周0璇.周0霖.周0秀 白米

物字001362 105.02.18 江0玲.陳0毓.陳0彤.陳0駿.江0宏.鍾0梅 白米

物字001363 105.02.18 黃0美.謝0永.謝0達.謝彭0美.謝0彬.謝0恆.謝0妍 白米

物字001364 105.02.18 張0龍.張0雄.張0州.邱0珠.李0妹.張0喻 白米

物字001365 105.02.19 宜0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麵包

物字001366 105.02.19 黃0盛.翁0嬌 橘子

物字001367 105.02.2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生0農耕自然飲食推廣協會 年菜

物字001368 105.02.23 六0書局-吳0霞 制服

物字001369 105.02.23 趙0芬 魚丸

物字001370 105.02.23 黃0豐 玉米罐

豆輪

物字001371 105.02.23 張0塾 蛋

物字001372 105.02.23 鄭0宜 二手衣服

物字001373 105.02.23 李0陽 白米

物字001374 105.02.23 盧0蘭 白米

物字001375 105.02.23 李0豪.李0碩.李0倩.李0倫.羅0美 白米

物字001376 105.02.23 稻0糧食商行 白米

物字001377 105.02.23 陳0宏.陳0堂.陳0修. 白米

物字001378 105.02.23 黃0燕 棉花棒

物字001379 105.02.23 張0燁 新生里

物字001380 105.02.23 蔡0庭 襪子

物字001381 105.02.23 宇0樂器行 二手衣

20包

20箱

20包

一箱

10雙

1套

一箱

20包

1箱

1袋

3罐

1袋

1箱

20包

1袋

12包

1盒

50斤

50斤

50斤

50斤

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