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薄荷關懷協會 食物銀行物資徵信

(2022 年 08 月)
捐贈者

捐贈日期

收據編號

基隆玅聖道場

2022/08/01

捐物字
2022080100001

白米(100 公斤)、普渡物資(1 批)。

無名氏愛心人士

2022/08/01

捐物字
2022080100002

花生麵筋(24 罐)、餅乾(96 包)。

無名氏愛心人士

2022/08/01

捐物字
2022080100003

鰻魚罐頭 3 入組(5 條)。

簫毅華

2022/08/01

捐物字
2022080100004

白米(10 包)。

卓釋根

2022/08/01

捐物字
2022080100005

白米(10 包)。

潘銘松

2022/08/01

捐物字
2022080100006

白米(10 包)。

何仁隆

2022/08/01

三重武聖宮

2022/08/02

廖雅玲

2022/08/05

捐物字
2022080100007
捐物字
2022080200002
捐物字
2022080500001

無名氏愛心人士

2022/08/08

捐物字
2022080800008

基隆山西關帝宮

2022/08/08

捐物字
2022080800001

捐贈物品

白米(20 包)。
普渡物資(1 批)、白米(1 批)。
玉溪米 1kg(20 包)。
可口奶滋原味福氣袋(10 袋)、可口奶滋鐵觀音口味量販包(10 盒)、可口美酥
迷你綜合口味(三杯雞 原味)(10 盒)、可口奶滋綜合福氣袋(10 袋)、可口奶
滋原味量販包(10 盒)。
白米(500 斤)。

板橋九天龍鳳宮

2022/08/08

捐物字
2022080800002

白米(1 批)。

蔡鴻儒

2022/08/08

捐物字
2022080800003

白米(1 批)。

朱麗雲

2022/08/08

捐物字
2022080200001

白米(1 批)。

菩提之光

2022/08/08

捐物字
2022080800004

白米(1 批)。

連秋玲

2022/08/08

黃鉦淯

2022/08/08

許柏顥

2022/08/08

社團法人基隆金寶文化協會

2022/08/10

基隆天顯宮

2022/08/10

高子媖

2022/08/10

捐物字
2022081000003

白米 2kg(100 包)。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2022/08/12

捐物字
2022081200002

中元祭品(80 份)。

萬隆集應廟

2022/08/15

捐物字
2022081500001

普渡物資(1 批)。

林展進

2022/08/15

捐物字
2022081500002

普渡物資(1 批)。

許芸瑄

2022/08/15

捐物字
2022081500003

普渡物資(1 批)。

捐物字
2022080800005
捐物字
2022080800006
捐物字
2022080800007
捐物字
2022081000001
捐物字
2022081000002

白米(1 批)。
白米(1 批)。
白米(1 批)。
白米(1 批)、餅乾禮盒(1 批)。
普渡物資禮盒(1 批)。

施鎮陽

2022/08/15

捐物字
2022081500004

普渡物資(1 批)。

周貞伶

2022/08/15

捐物字
2022081500005

普渡物資(1 批)。

陳立傑

2022/08/15

捐物字
2022081500006

普渡物資(1 批)。

林哲忠

2022/08/15

捐物字
2022081500007

普渡物資(1 批)。

陳景球

2022/08/15

蕭沛歆

2022/08/15

顏敬閔

2022/08/15

鼎宸汽車商行

2022/08/15

景興自助餐 蕭銘呈

2022/08/15

黃柏翔

2022/08/15

捐物字
2022081500013

可口美酥綜合口味(20 盒)、孔雀香酥脆(3 包)、可口美酥經典原味(10 盒)。

基隆七堵玄明宮管理委員會

2022/08/17

捐物字
2022081700001

普渡禮盒(32 盒)、白米(80 斤)。

三峽太元殿

2022/08/17

捐物字
2022081700002

普渡禮盒(30 盒)、白米(350 斤)。

基隆奠濟宮、仁三路廟口攤販小組

2022/08/19

捐物字
2022081900001

白米(500 斤)。

昌揚科技有限公司

2022/08/22

捐物字
2022082200001

泡麵(4 包)、雞精(5 盒)、海苔蛋捲(2 盒)、巧克力泡芙(1 盒)、麵條(9 包)、
罐頭(9 罐)。

捐物字
2022081500008
捐物字
2022081500009
捐物字
2022081500010
捐物字
2022081500011
捐物字
2022081500012

普渡物資(1 批)。
普渡物資(1 批)。
普渡物資(1 批)。
普渡物資(1 批)。
普渡物資(1 批)。

基隆八賢宮

2022/08/23

捐物字
2022082300001

普渡物資(1 批)。

基隆市市議員陳宜服務處

2022/08/23

捐物字
2022082300002

白米(300 斤)、泡麵(1 批)。

板橋接雲寺

2022/08/24

捐物字
2022082400001

白米 50 台斤(11 包)、白米 20 台斤(2 包)、餅乾(10 箱)、普渡物資(1 批)。

臺北衡天宮

2022/08/24

捐物字
2022082400002

泡麵(19 箱)、餅乾(1 批)。

鴨肉松小吃店

2022/08/24

黃柏翔

2022/08/25

紫沂紫芊姐妹

2022/08/26

上玄道院

2022/08/30

新北市金山分局石門分駐所

2022/08/30

劉育維

2022/08/31

捐物字
2022082400003
捐物字
2022082500001
捐物字
2022082600001
捐物字
2022083000001
捐物字
2022083000002
捐物字
2022083100001

普渡禮盒(3 盒)。
可口奶滋原味(20 包)、帆布袋(1 個)、麗滋黑胡椒餅乾(1 盒)、可口奶滋葡萄
口味(3 包)。
麵條(4 包)、紅燒鰻魚罐頭(2 組)、沙拉油(3 罐)、米粉(4 包)、醬油(3 罐)。
普渡物資(120 盒)。
普渡物資(1 批)。
泡芙草莓(2 箱)、泡芙咖啡(5 包)、沙其馬(2 包)、白米(1 包)、砂糖(1 包)、
泡芙牛奶(2 箱)、罐頭(3 組)、泡芙巧克力(2 箱)、八寶粥(1 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