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日期 捐贈人 物資名稱 數量(單位) 經手人 估價 領用人 用途 備註

0001 7月8日
海濤慈悲

基金會
白米 一批 黃貞雅 6300元 鄭瓦金 轉廚房使用 000749

0002 8月6日 丁冠介 火龍果 一批 黃貞雅 11200元 鄭瓦金 轉廚房使用 001056

0003 9月10日
先鋒太陽

能
月餅 一批 黃貞雅 5000元 鄭瓦金 轉住民使用 001057

0004 9月17日 阮清草

便盆椅病

床.高背椅

等一批

一批 黃貞雅 58000元 鄭瓦金 轉住民使用 001058

0005 9月20日 趙瑜萍
尿布.復健

褲
一批 薛秋霞 750元 薛秋霞

轉公費住民

使用
001059

0006 9月26日
金山財神

廟
物資 一批 鄭瓦金 30000元 鄭瓦金 轉住民使用 001060

0007 10月2日
羅軒董.

朱姵蓉
三好米 40包 洪新強 2000 鄭瓦金 轉廚房使用 001062

0008 11月25日
顏嘉宏.

廖俊傑
食品 一批 洪新強 500元 鄭瓦金 轉廚房使用 001063

0009 11月25日
金發麵包

店
麵包 一批 黃貞雅 300元 鄭瓦金 轉住民使用 001065補立7/1

0010 11月25日 洪聖富 物資 一批 黃貞雅 1500元 薛秋霞 轉住民使用 001066補立7/7

0011 11月25日 劉旺昌 芒果 2籃 黃貞雅 600 鄭瓦金 轉廚房使用 001067補立7/10

0012 11月25日 林奐青 杯子蛋糕 一批 黃貞雅 500元 薛秋霞 轉住民使用 001068補立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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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1月25日 李羅苔 物資 一批 黃貞雅 300元 薛秋霞 轉住民使用 001069補立8/2

0014 11月25日
亞鐳基金

會

尿.片亞培

0麥片
一批 鄭瓦金 2000元 鄭瓦金 轉住民使用 001070補立8/11

0015 11月25日 鄭金翠
米粉.麵條.

素料
一批 黃貞雅 1000元 鄭瓦金 轉廚房使用 001071補立8/24

0016 11月25日
鄭榮文.

鄭林棗
麵條 4包 薛秋霞 200元 鄭瓦金 轉廚房使用 001072補立9/9

0017 11月25日
金發麵包

店
麵包 1批 黃貞雅 300元 薛秋霞 轉住民使用 001065補立7/1

0018 11月25日 楊碧蓮 輪椅耗材 一批 黃貞雅 400元 薛秋霞 轉住民使用 001073補立9/16

0019 11月25日 高嘉良 香蕉 5籃 許素燕 1500元 許素燕 轉住民使用 001074補立9/20

0020 11月25日
千佛山福

慧寺
米糧.綿被 1批 洪新強 500元 鄭瓦金 轉住民使用 001076補立9/28

0021 11月25日 善心人士 桂格完膳 10瓶 黃貞雅 400元 薛秋霞 轉住民使用 001078補立9/23

0022 11月25日 善心人士 香蕉.秋葵 一批 黃貞雅 200元 鄭瓦金 轉住民使用 001079補立9/30

0023 11月25日 蘇奉意 小黃瓜 120斤 黃貞雅 1200元 鄭瓦金 轉廚房使用 001080補立9/27

0024 11月25日
曾清忠.

曾柳賢真

衛生紙.米

糧

15袋

10袋
洪新強 6000元 鄭瓦金 轉住民使用 001081補立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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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11月25日 林陳月英

氣電床.電

風扇.輪椅

等耗材

1批 黃貞雅 1000元 薛秋霞 轉住民使用 001082補立11/44

0026 11月25日 林奐青 蜂蜜蛋糕 1批 黃貞雅 300元 鄭瓦金 轉住民使用 001083補立11/24

0027 12月9日 卓楊春女

拐杖.輪椅.

助行器等

輔具

1批 黃貞雅 1500元 鄭瓦金 轉住民使用 001084

0028 12月18日 高嘉良 毛帽 1批 楊祺弘 1000元 鄭瓦金 轉住民使用 001085

0029 12月19日 高嘉良 柳丁 2箱 洪新強 600元 鄭瓦金 轉廚房使用 001086

0030 12月19日 郭永棟 麵條 一批 洪新強 3000元 鄭瓦金 轉廚房使用 0018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