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人 樂　捐　物　品
39480 法奶宮 水餃12包
39481 林志鴻.林泉穀先生 白米100斤
39482 邱小姐 魚膘7斤
39483 朱正偉先生 調味乳102瓶
39484 劉文雄先生 紙巾1箱.肉鬆10包.餅乾1袋
39485 楊思順先生 衛生棉10包
39486 王偉信先生 成人紙尿褲5包.衛生紙3袋
39487 沈妏倩女士 玩具1袋
39488 善心人士 水果1箱
39489 杜金國先生 白米20斤
39490 曾正義先生 白米20斤
39491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3949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39493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39494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
39495 李建昇先生 白米50斤
39496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39497 林清女士 白米50斤
39498 陳美枝女士 芝麻香油1箱
39499 台北市福佑宮 白米2000斤
39500 凱耀(股)公司 白米50斤.食品4箱
39501 三條路福德宮 冬令救濟物資6份
39502 郭碧雲女士 白米50斤
39503 劉人瑋先生 麵條1箱
39504 太陽城餐廳 白米200斤
39505 鄭純錦女士 白米100斤
39506 游知軒先生 白米100斤
39507 鄭金枝女士 白米100斤
39508 許金英女士 白米100斤
39509 劉惠珍女士 白米50斤
39510 李郭阿英女士 白米100斤
39511 洪絜培.洪揚閔先生 白米50斤
39512 魏陳妹女士 白米100斤
39513 魏正信先生 白米100斤
39514 王文惠女士 白米100斤
39515 王志鵬.鄭世玉先生 白米100斤
39516 王雅萱.王詠溢先生 白米100斤
39517 吳文華先生 白米100斤
39518 鄧宗誠先生 白米50斤
39519 鄧宗林先生 白米50斤
39520 台北市福佑宮 白米2000斤
39521 善心人士 水果1箱
39522 諾貝兒(谷)公司 益而善奶粉24包
39523 吳育美女士 成人紙尿褲6包
39524 陳美好.曹方俞女士 乖乖牛奶糖
39525 阿松先生 白米100斤
39526 果菜兄弟 蔬菜3箱.火鍋料1箱
39527 黃艷秋女士 刈包6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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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28 善心人士 日用品1批
39529 游麗娜 白米100斤.舊衣服1包
39530 游國禎先生 白米100斤
39531 余家惠女士 白米100斤
39532 許嘉貞女士 白米100斤
39533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700斤.供品1批
39534 顏雯娟女士 白米100斤
39535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39536 劉寶英女士 白米100斤
39537 劉金色先生 白米100斤
3953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39539 三條路福德宮 冬令救濟物資一批
39540 財團法人台北市行天宮 食物8袋
39541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39542 善心人士 白米500斤
39543 何敦煌先生.曹建忠先生 白米70斤
39544 吳沛玲女士 白米100斤
39545 邱李秋香女士 白米850斤
39546 台北市菩提果學佛會 水果2箱
39547 愛心人士 白米250斤
39548 王國連先生 白米50斤
39549 英業達先生 白米300斤
39550 林雪分女士 白米100斤
39551 善心人士 沙拉油1桶
39552 善心人士 白米500斤
39553 廖日新先生 食品1袋
39554 王才翔先生 白米100斤.麵條1箱
39555 陳柔而.林阿娟女士 白米100斤.油1桶
39556 宋永喜.吳麗香先生 白米100斤.粉絲1箱
39557 台北市松山慈佑宮 白米1000斤.麵條600斤
39558 廖日新先生 食品1袋
39559 曾惠美女士 物資1批
39560 台北市保安宮 白米100斤.食品1批
39561 致理技術學院 日用品1批
39562 洪昭日先生 雙人棉被13件
39563 廣家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白米40斤
39564 邱雯恩女士 鞋子4雙
39565 林德平先生 白米50斤
39566 福德宮 白米50斤
39567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39568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39569 童錦芳女士 白米100斤
39570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39571 王蘭芳.邱雯恩女士 鞋子1批
39572 葉明超先生 白米50斤
39573 楊廷保先生 白米50斤
39574 侯懿真女士 白米50斤
39575 李淑玲女士 消費劵2張
39576 蕭石杜先生 消費劵9張
39577 林明宜先生 消費劵2張



39578 林佩齡女士 消費劵2張
39579 林智源先生 消費劵2張
39580 田億冷凍廠 麵條2箱餅乾1箱
39581 陳義雄先生 消費劵5張
39582 張育齊先生 白米50斤
39583 新潤建設(股)公司 白米200斤
39584 聚福宮 白米700斤
39585 萬教至尊 白米50斤
39586 吳振山先生 消費劵18張
39587 程德一先生 消費劵9張
39588 吳峻毅先生 消費劵4張
39589 林子敬先生 消費劵2張
39590 覺修宮 白米200斤
39591 林采蓉女士 消費劵1張
39592 詹瑞為先生 消費劵6張
39593 張永和先生 消費劵9張
39594 鄭惠玲女士 消費劵9張
39595 曾明泉先生 白米100斤.沙拉油1箱
39596 朱心慈女士 白米100斤.赤肉25斤
39597 林京佑先生 白米50斤
39598 詹鎵禎先生 白米50斤
39599 古雲鋼先生 排骨13斤
39600 王運祿先生 排骨13斤
39601 王新智先生 消費劵1張
39602 蔡建全先生 消費劵1張
39603 張家偉先生 消費劵1張
39604 菩提國際同濟會 醬油1箱
39605 徐毅昌先生 消費劵4張
39606 李明琴女士 消費劵5張
39607 陳浩宇先生 白米50斤
39608 覺明寺 白米300斤.食品1批
39609 林昀女士 消費劵2張
39610 林彤女士 消費劵2張
39611 林家全先生 白米150斤
3961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39613 謝政廷先生 消費劵4張
39614 黃苔菁女士 白米20斤.餅乾
39615 善心人士 麵條60斤.美白魩3箱
39616 善心人士 醬油.沙拉油.雜貨各1箱
39617 林金桃女士 白米50斤
39618 王文惠女士 消費劵6張
39619 朱凱莉.鍾珮琳女士 餅乾1大袋
39620 陳周鳳女士 白米100斤
39621 洪桂雀女士 消費劵9張
39622 蔡青蓉女士 消費劵9張
39623 蔡青峰先生 消費劵9張
39624 張紫綾女士 日用品.食品1大袋
39625 蛋包麵 白米100斤
39626 葉定鑫先生 白米50斤
39627 中央畜產會 香腸1箱



39628 游小姐 貢丸10斤
39629 勇哥 蛋糕10盒
39630 一暐實業有限公司 地瓜5袋
39631 郭添財先生等2人 白米100斤
39632 郭添枝先生 白米50斤
39633 洪郁淑女士 消費劵9張
39634 沈長聲先生 蘋果3箱.魷魚絲.瓜子.牛肉干各5斤
39635 張定中.張賴淑娟女士 消費劵4張
39636 周盈庭女士 消費劵3張
39637 黃建敏先生 消費劵3張
39638 黃筱芙女士 消費劵3張
39639 善心人士 年菜2套
39640 楊上慶先生 白米100斤
39641 陳澤渝先生 白米100斤
39642 郭元銘先生 白米100斤
39643 林建宏先生 白米100斤
39644 吳建渝先生 白米100斤
39645 羅伯伯蔬果區 地瓜150斤
39646 王玉姿女士 白米60斤.椪柑2箱
39647 李建同先生 消費劵9張
39648 朱炳翰先生 消費劵9張
39649 薛理志先生 白米112.5斤
39650 周家羽先生 白米169斤
39651 許清正先生 白米4.3斤
39652 張渝倩女士 白米4.3斤
39653 余彥臻女士 白米4.3斤
39654 蔡銘諺先生 白米0.7斤
39655 周許月娥女士 白米43.4斤
39656 王文祥先生 白米43.4斤
39657 馮隆盛.馮宗副.汪識昌先生 白米25.8斤
39658 陳瑞真.周軒霆先生 白米8.6斤
39659 江長遠先生 白米10.8斤
39660 格菱(股)公司 火腿(素)8箱
39661 格菱(股)公司員工 火腿(素)7箱
39662 江高佩霞女士 消費劵3張
39663 林正源先生 消費劵4張
39664 莊曼瑜女士 消費劵4張
39665 林心亭女士 消費劵4張
39666 林郁欣女士 消費劵5張
39667 善心人士 微波爐1台
39668 天德教天慈堂徐雷先生 柳丁1箱.肉鬆8包.玉米湯1大包
39669 陳逸勳先生 垃圾袋5帶食品2袋
39670 沈長聲先生 開心果50斤
39671 劉文雄先生 香腸30斤.麵3包
39672 洪申科技有限公司 消費劵9張
39673 洪申科技有限公司 消費劵9張
39674 興安營造(股)功司 柳 丁10箱
39675 佳煜有限公司 衣物3箱
39676 妤婕服裝有限公司 消費劵24張
39677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 年糕10盒番茄汁10箱



39678 黃秀蓉女士 白米200斤
39679 王先生 白米200斤油1桶
39680 中華慈光愛心會 蘿蔔乾3箱.餅乾3箱
39681 張少綱.張嫚.鄭慶文.張傑勛.張正芬 白米100斤
39682 君悅首席 白米135公斤.物資一批
3968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39684 許志偉先生 白米100斤.
39685 林居財先生.林王說女士 發糕4個.地瓜1包.菜頭粿6條
39686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150斤
39687 王偉臣先生 白米50斤
39688 王郁堂先生 白米50斤
39689 張義範先生 白米100斤
39690 林寶鑾 白米100斤
39691 黃維堅先生等4人 白米50斤
39692 凱豐企業社 白米50斤
39693 林雅琪女士 白米10斤
39694 丁鳳玉女士 白米20斤
39695 杜傳黃先生 白米100斤
3969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39697 李嘉祐先生 消費劵9張
39698 楊艷鳳女士 消費劵9張
39699 董承礎先生 消費劵9張
39700 高整軍先生 衣物3袋
39701 城東長老教會 洗衣粉11箱
39702 莊淑婉女士 消費劵9張
39703 張嘉宏先生 麵10箱
39704 莊曼瑜女士 麵10箱
39705 王安夫先生 消費劵9張
39706 林家明先生 白米100斤
39707 柳蘭婷女士 白米60斤
39708 邱玉鳳女士 魚15斤
39709 清真中國牛肉館 牛肉數袋
39710 林湘琪女士 白米10斤
39711 陳暐媗女士 白米40斤
39712 范桂蘭.女士 白米40斤
39713 黃馨慧.黃耀賢先生 養樂多400瓶
39714 徐慧琳女士 雞10隻
39715 蕭俊德先生 白米100斤
39716 商田實業有限公司 水果蔬菜4箱
39717 柯清致先生全家福 火鍋料20斤
39718 鄭連樹先生全家福 火鍋料5斤.沙茶醬2瓶
39719 朱秀鳳全家福 沙茶醬1瓶
39720 坂井有限公司 蛋糕11袋
39721 丁義明先生 消費劵1張
39722 連延章先生 消費劵3張
39723 張哲瑞先生 消費劵6張
39724 傅可傑先生 家樂福提貨劵1張
39725 傅可棨先生 家樂福提貨劵1張
39726 傅尚勛先生 家樂福提貨劵1張
39727 傅尚康先生 家樂福提貨劵1張



39728 陳皓宇先生 白米50斤
39729 陳芃彣小姐 白米50斤
39730 莊玉春女士 白米50斤
39731 莊新發先生 白米50斤
39732 三仁食品 肉鬆7包
39733 承天禪寺 水果2箱.食品1批
39734 善心人士 水果1包.
39735 善心人士 消費劵18張
39736 刈包吉饗宴 高麗菜3箱.洋蔥2袋.鹹魚1桶
39737 廖志成先生 乾糧食品1袋
3973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39739 吳憲忠.吳玳慶.吳宛儒先生 白米50斤
39740 蘇希女士 消費劵3張
39741 林明德先生 白米50斤
39742 李俊德先生 消費劵3張
39743 全興蔬菜行 宮瑞興先生 白米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