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興建衡山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衡山之家募得財務支出明細表
自民國104 年5   月 25   日起至民國 106  年06 月23   日為止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歐付寶手續費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誤餐費 大道三重     志工街頭募款誤餐費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信用卡每月定額 王○良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歐付寶財金 董○晴信用卡線上捐款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劃撥 李○雪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台中銀行      台中銀貸息匯費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郵政劃撥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台中銀行貸息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信用卡 每月定額 王○良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信用卡捐款手續費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信用卡捐款手續費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僑馥履約專戶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匯黃○忠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設備零件及耗材 衡山之家整地工程 電器材料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食品 新北投      街頭募款志工飲水 礦泉水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新北投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誤餐費 新北投      街頭募款志工便當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誤餐費 大道溪湖      街頭募款志工便當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台新信用卡 每月定額 王○良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專業服務費 蔡○賢 地號     買賣仲介費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黃○忠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一般服務費 黃○忠地政士事務所 地號     登記費書狀費 土地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誤餐費 大道三重     大道三重志工街頭募款 志工誤餐費      元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歐付寶 曾○瑄 善心人士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保險費     蔡○賢 土地仲介費 代扣二代健保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郵局 匯台中銀行備償戶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信用卡每用定額 王○良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匯台中銀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誤餐費 大道溪湖      街頭募款 志工誤餐費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誤餐費 大道三重      街頭募款 志工誤餐費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歐付寶捐款手續費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台中銀貸息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一般服務費 土地測量費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中興測量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歐付寶財金  陳○輝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匯費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郵政劃撥  賴○陸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郵局 劃撥捐款 筆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匯台中銀行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食品 大道三重          街頭募款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誤餐費 大道三重          街頭募款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保險費 大道三重          街頭募款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台中銀行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郵局 劃撥 筆

   年支出合計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台中銀行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台中銀行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台中銀行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台中銀行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合作金庫 匯台中銀行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台中銀行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台中銀行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台中銀行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台中銀行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台中銀行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台中銀行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台中銀行

         勸募活動行政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郵電費 合作金庫 匯台中銀行

   年支出合計   

合計       

財務使用支出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購地路權 第 期費用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購地路權 地號    尾款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貸息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貸息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貸息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一般服務費 地號    土地增值稅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貸息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利息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貸息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貸息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償還本金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還利息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款還本金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款還款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行還款      

   年支出合計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行還款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行還款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行還款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行還款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行還款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行還款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行還款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行還款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行還款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行還款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行還款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行還款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       台中銀行還款      

         財務使用支出       專案支出 衡山之家 其他用品 台中銀行還款

   年支出合計       

總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