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年級 科系 金額

20389 三 $5,000
20390 二 (進修學校) 機工 $5

20391 三 汽修 $500

20392 一 加工 $2,000

20393 三 (進修學校) 電機 $5,000

12/4總募款金額 $12,505

20394 一 綜職 $1,000

20395 一 汽修 $2,000

20396 一 汽修 $1,000

20397 一 資訊 $5,000

20398 一 汽修 1000

20399 一 化工 $1,000

20400 一 綜職 $2,000

20413 二 資訊 $1,000

20414 榮譽會長 林美華 $10,000

20415 二 機工 $1,000
12/5總募款金額 $25,000

20416 一 電機 $1,000

20417 二 綜高 $200

20418 二 加工(急難) $5,000

20419 二 化工 $3,000

20420 三 加工 $5,000

20421 一 機工 $2,000

12/8總募款金額 $16,200

20422 一 園藝 $3,000

20423 四 電子 $5,000

20424 一 綜高 $500

20425 一 綜高 $1,000

20426 一 汽修 $100

12/9總募款金額 $9,600

20427 二 綜職 $1,000

20428 二 綜職 $200

20429 二 綜職 $500

20430 二 綜職 $5,000

20431 二 綜職 $100

20432 二 綜職 $500

20433 三 加工 $2,000

20434 三 資訊 $1,500

20435 二 電子 $2,000

20436 二 園藝 $500

20437 二 綜高 $500

20438 二 綜高 $500

20439 一 資訊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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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編號 年級 科系 金額

20440 一 機工 $5,000
12/10總募款金額 $20,300

20441 三 化工 $500

20442 三 化工 $500

20443 一 電機 $1,200

20444 二 綜高 $1,000

20445 二 綜高 $3,000
12/11總募款金額 $6,200

20446 一 電機 $1,000

20447 二 機工 $300

20448 NA $100

20449 四 (進修學校) 電機 $2,000

20450 二 (進修學校) 電機 $2,000

20451 一 綜高 $3,000

20452 三 綜職 $20,000

20453 三 綜職 $100

20454 三 綜職 $2,000

20456 一 機工 $3,000
12/12總募款金額 $33,500

20455 一 機工 $100

20457 三 園藝 $10,000

20458 二 園藝(急難) $12,000
12/15總募款金額 $22,100

20459 一 加工 $300
12/16總募款金額 $300

20461 一 機工 $500
12/16總募款金額 $500

李秋美 7-9儲蓄傳戶 $7,500

王燕玲 7-9儲蓄專戶 $7,500

20462 王燕玲 10-12儲蓄專戶 $7,500

20463 一 資訊 $1,000

20464 二 綜高 $1,000

20465 榮譽會長 林美華 $30,000

20467 李秋美 10-12儲蓄專戶 $7,500
一 綜高(儲蓄) $2,000

12/29總募款金額 $64,000

$210,205

捐款分類總表
總募款金額

指定急難救助捐款金額
指定長期儲蓄戶捐款金額

一般捐款
總募款金額

$17,000
$32,000
$161,205
$21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