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賣收據編號 捐贈日期 捐贈者名稱 義賣物品 義賣金額 捐贈用途

據圓000001~

據圓000050
空白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51 103/1/17
段O

米.蜂蜜 2,2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52 作廢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53 作廢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54 103/1/17 饒O梅 油 1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55 103/1/20
段O

紅麴 1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56 103/1/20
楊O英

紅麴 2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57 103/1/20
李O瓔

紅麴.蜂蜜 1,2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58 103/1/20
吳O櫻

油.餅乾.紅麴.

麵線
64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59 103/1/20
劉O文

紅麴 1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60 103/1/20
劉O伶

紅麴 1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61 103/1/20
范O祐

麵條 8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62 103/1/20
黃O蓮

油 1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63 103/1/20
葉O賢

米 1,2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64 103/1/20
吳O絹

米 1,2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65 103/1/20
施O如

蜂蜜 1,0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66 103/1/20
溫O彤

蜂蜜 1,0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67 103/1/20
楊O英

麵條 1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68 103/1/20
楊O英

麵條 4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69 103/1/20
吳O玲

米 6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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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圓000070 103/1/20
郭O蓉

米 6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71 103/1/22
善心人士

米.油.餅乾 2,14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72 103/1/22
劉O文

餅乾 1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73 103/1/22
李O綾

餅乾 1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74 103/1/22
范O祐

餅乾 1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75 103/1/23
葉O賢

餅乾 6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76 103/1/26
盧O琪

餅乾.冬粉 8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77 103/1/26
邱O勳

餅乾.米粉 5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78 103/1/26
賴O銘

糖果 2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79 103/1/26
曾O豪

糖果 4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80 103/1/26
黃O章

糖果 2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81 103/1/26
善心人士

糖果 1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82 103/1/26
徐O民

餅乾 9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83 103/1/26
劉O伶

餅乾 2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84 103/1/26
李O碧

米 1,5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85 103/1/26
劉O文

餅乾 7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86 103/1/26
林O辰

餅乾 5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87 103/1/27
陳O娥

餅乾 3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88 103/1/27
李O瓔

餅乾 1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89 作廢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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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圓000090 103/1/28
李O瓔

米 1,7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91 103/1/28
全O云

餅乾 6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92 103/1/29
黃O蓮

餅乾 4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93 103/2/4
秦O仁

餅乾 38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94 103/2/7
陳O里

餅乾 9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95 103/2/8
范O祐

餅乾 3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96 103/2/10
宋O雲

餅乾 3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97 103/2/10
陳O珍

餅乾 2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98 103/2/10
李O瓔

餅乾 4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099 103/2/11
劉O文

餅乾 4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00 103/2/11
李O瓔

餅乾 2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01 103/2/11
劉O文

餅乾 22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02
作廢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03 103/2/11
楊O英

罐頭 3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04 103/2/11
善心人士

餅乾 69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05 103/2/11
李O瓔

餅乾 1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06 103/2/11
楊O英

罐頭 1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07 103/2/11
李O瓔

餅乾.罐頭 1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08 103/2/16 善心人士 餅乾 25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09 103/2/16
趙先生

餅乾.罐頭.冬

粉
32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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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圓000110 103/2/17
楊O英

餅乾.罐頭 16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11 103/2/17
善心人士

油 1,28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12 103/2/17
善心人士

罐頭 6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13 103/2/17
張O蘭

餅乾 12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14 103/2/17
林O菊

餅乾 45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15 103/2/17
張O美

油 4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16 103/2/18
吳O絹

餅乾 1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17 103/2/18
李O瀛

蔬果 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18 103/2/18
周先生

蔬果 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19 103/2/18
周0芝

蔬果 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20 103/2/18
劉0文

蔬果 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21 103/2/18
楊0英

蔬果 1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22 103/2/18
余0莉

蔬果 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23 103/2/18
李0瓔

餅乾 2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24 103/2/18
善心人士

餅乾 6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25 103/2/18
善心人士

餅乾 7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26 103/2/19
楊0英

油 2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27 103/2/19
劉0文

油 3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28 103/2/20
善心人士

油 2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29 103/2/20
吳0絹

蔬果 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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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圓000130 103/2/21
楊0輝

油 3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31 103/2/21
吳0玲

油 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32 103/2/21 善心人士 餅乾 48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33 103/2/21
善心人士

餅乾 3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34 103/2/21
施0如

糖果.餅乾 1,325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35 103/2/24
葉0賢

麵條 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36 103/2/24
李0英

麵條.餅乾 4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37 103/2/26
江0薇

麵條 16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38 103/3/1 秦0仁 麵條 53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39 103/3/1 范0祐 麵條 12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40 作廢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41 103/3/1 吳0玲 替換式尿片 42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42 103/3/1 吳0玲 油 2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43 作廢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44 作廢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45 103/3/1 林0全 麵條.餅乾 2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46 103/3/1 楊0英 麵條.餅乾 6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47 103/3/1 李0瓔 麵條 10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48 103/3/1 李0 冬粉 2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49 103/3/1 馮0寧 麵條.餅乾 1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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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賣收據編號 捐贈日期 捐贈者名稱 義賣物品 義賣金額 捐贈用途

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公益勸募義賣收入明細表

                                 活動名稱:圓一個安心，建設愛的家                             

勸募許可字號:衛部救字第1020150657號

據圓000150 103/3/1 吳0絹 油 46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51 103/3/1 王0祺 麵條 9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52 103/3/1 彭0蓉 餅乾 49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53 作廢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54 103/3/2 葉0賢 餅乾 15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55 103/3/5 陳0娥 餅乾.麵線 1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56 103/3/5 余0莉 麵線 3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57 103/3/6 楊0珍 餅乾.麵條 18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58 103/3/6 呂0瑩 餅乾 6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59 103/3/6 陳0琳 餅乾 625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60 作廢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61 103/3/7 陳0嫣 米粉.餅乾 15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62 作廢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63 作廢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64 103/3/11 善心人士 冬粉.餅乾 565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65 103/3/21 善心人士 火鍋料.餅乾 11,963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本法人辦理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據圓000166~

據圓000300
空白

合計 48,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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