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人 樂　捐　物　品
39744 廖亮和.廖志成先生 水果2袋.餅乾1袋
39745 李昱明小朋友 消費劵6張
39746 李紫霞女士 消費劵3張
39747 許維鈞先生 消費劵3張
39748 八五星星藝術管理有限公司 白米15斤
39749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39750 陳莉臻女士 白米50斤
39751 財團法人台北市行天宮 白米28斤餅乾水果計9大包
39752 賈育民先生 消費劵3張
39753 廖亮和先生 乾糧1袋
39754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白米200斤
39755 廖亮和先生 水果1袋
39756 潘惠蘭女士 消費劵9張 (3600)
39757 林美吉女士等4人 消費劵4張 (2000)
39758 林小姐 雜貨1箱
39759 善心人士 罐頭.餅乾各2箱
39760 林清如先生 白米50斤
39761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39762 廖于端先生 白米100斤
39763 褚國明.謝碧晏先生 白米90斤
39764 廖日新先生 水果.餅乾各2袋
39765 邱詩容.邱詩庭女士 白米50斤
39766 黃國柱先生 消費劵2張 (1000)
39767 松山奉天宮 供品1批
39768 陳明新先生 電暖爐1台
39769 廖志成先生 食品1袋
39770 台北古芸宮 乾料.米粉冬粉各1袋
39771 季忠華先生 餛飩200粒
39772 善心人士 白米70斤
39773 江醫師的魚舖 白米45斤
39774 段王馨慧女士 白米100斤
39775 廖亮和先生 食品2袋
39776 台北行天宮 白米700斤
39777 周國金先生 消費劵2張 (1000)
39778 林佳崴先生 白米100斤
39779 華嘉祥先生 白米100斤
39780 台北市菩提果學佛會 水果2箱
39781 陳蔡貴美女士 白米50斤
39782 財團法人艋舺龍山寺 油300瓶.餅乾12箱
39783 邱先生 消費劵1張 (500)
39784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供品1批
39785 王麗芬女士 水果1箱
39786 天龍興業(股)公司 白米50斤.日用品1批
39787 廣家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白米40斤
39788 朱容蟬女士 消費劵1張 (500)
39789 張智凱先生 消費劵1張 (500)
39790 古芸天后宮 水果2袋
39791 慈雲宮 水果1袋.餅乾1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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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92 張育齊先生 白米15斤
39793 曾太太 小蕃茄4箱
39794 楊鴻觀先生 白米100斤
39795 松山奉天宮 豬肉40斤.蛋50個餅乾40箱
39796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39797 王建興全家 白米24斤
39798 丁育群先生 毛巾1打
39799 丁育群先生 毛巾1打
39800 廖志成先生 水果1袋
39801 徐蓮花女士 白米270斤
39802 王文祥先生 白米270斤
39803 曾國峰先生 白米270斤
39804 徐本溪先生 白米30斤
39805 鄭家瑋先生 白米50斤
39806 陳縉湟先生 白米50斤
39807 陳儀凱先生 白米50斤
39808 許慈娟女士 白米20斤
39809 黃照明先生 白米20斤
39810 周麗萍女士 白米30斤
39811 邱鈺絜女士 白米20斤
39812 蘇勁松先生 白米20斤
39813 蘇盈禎女士 白米20斤
39814 林國豪先生 白米100斤
39815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39816 吳建興先生等3人 白米300斤
39817 善心人士 消費劵1張 (500)
39818 財團法人聖仁慈善救濟基金會 蔬果清潔劑6瓶
39819 邱詹却先生 魚14斤蚵12斤
39820 劉人壽.劉人豪先生 消費劵7張 (2000)
39821 林宜賢先生 白米50斤
39822 詹文寬先生 白米100斤
39823 廖志成先生 水果1袋
39824 葉明超先生 白米100斤
39825 太陽城餐廳 白米200斤
39826 美商戴上榮(股)公司台灣分公司 舊家具1批
39827 方祥州先生 白米50斤
39828 劉名軒先生 白米100斤
39829 林秀鳳女士 白米20斤
39830 呂敏華女士 肉23斤
39831 林湘琪女士 白米10斤
39832 林雅琪女士 白米10斤
39833 丁鳳玉女士 白米10斤.沙拉油2罐醬油2罐
39834 吳小姐工作室 白米100斤.供品1批
39835 許家瑞.許家瑄先生 白米50斤
39836 味全食品公葉(股) 飲料12箱
39837 王芊卉女士 日用品1批
39838 杜品富先生 白米12斤
39839 陳昭榮先生 白米５０斤
39840 台北市菩提果學佛會 水果２箱
39841 曾惠美女士 白米２０斤.衛生紙１０包.沙拉油５瓶罐頭４箱



39842 許庭瑋先生 消費劵１張 (500)
39843 善心人士 白米１００斤
39844 善心人士 白米１００斤
39845 陳洪峰先生 飲料６６瓶
39846 王文祥先生 白米４５斤
39847 林健人先生等四人 白米９斤
39848 馮隆盛先生等４人 白米１８斤
39849 周家羽先生等３人 白米３４斤
39850 余彥臻先生 白米４.5斤
39851 薛理志先生 白米２５斤
39852 江長遠先生 白米４.5斤
39853 張瑜倩女士 白米４.5斤
39854 許清正先生 白米４.5斤
39855 陳文鎮先生 豬肉２０斤
39856 萬法祖師會 白米100斤
39857 林純慈女士 白米50斤.沙拉油1箱
39858 葉安琦女士 白米50斤
39859 天元慈善會 便當18盒
39860 台灣三菱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三菱慈善音樂會15張票
39861 柯清致全家福 沐浴精10瓶
39862 朱秀鳳全家福 沐浴精1瓶
39863 鄭連樹全家福 洗髮乳8瓶
39864 李美慧女士 白米100斤
39865 季忠華先生 餛飩200粒
39866 黃元興..江淑珍先生 成人紙尿褲30包.毛巾50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