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人 樂　捐　物　品
39867 宮中昇先生 白米50斤
39868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39869 吳宗逸先生 白米60斤
39870 葉明超先生 白米100斤
39871 邱冠霖先生 白米50斤
39872 張美琳女士 白米100斤
39873 施柏丞先生 白米100斤
39874 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
39875 康月碧女士 白米15斤
39876 陳逸勳先生等39人 電腦2組.專用垃圾袋21包.黑色垃圾袋3包
39877 施金蘭女士 白米50斤
39878 邱玉鳳女士 魚13斤
39879 杜金國先生 白米20斤
39880 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500斤
39881 朱俊達先生 消費劵9張 (3600)
39882 陳逸勳先生 高纖均衡配方2箱
39883 林子儀先生 白米300斤
39884 李木年女士 麵條1箱
39885 台北市菩提果學佛會 水果2箱
39886 吳榮宗先生 白米200斤.日用品1批
39887 台灣曼秀雷敦(股)公司 退熱貼3箱
39888 中和聖恩宮 白米600斤.供品1批
39889 善心人士 白米70斤
39890 廖毓嬌女士等4人 白米50斤
39891 善心人士 日用品1批
39892 游鴻林先生 白米100斤
39893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39894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39895 戴國在先生 白米4斤
39896 林清如先生 白米6斤
39897 陳坤山先生 白米6斤
39898 葉長富先生 白米2斤
39899 林永吉先生 白米4斤
39900 陳淵聰先生 白米4斤
39901 陳水岸先生 白米50斤
39902 善心人士 白米4斤
39903 林展弘先生 白米56斤
39904 阿碧女士 白米12斤
39905 廖于端先生 白米100斤
39906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39907 林清如先生 白米50斤
39908 蔡仁智.蔡仁強先生 水餃1500粒
39909 楊友信先生 白米100斤
3991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39911 陳秋如女士 白米20斤
39912 十德屋 舊衣1袋
39913 陳潔玲女士 白米260.65斤
39914 劉瑞玉女士 關廟麵2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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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15 太陽城餐廳 白米200斤
39916 曾盛富先生 白米5斤.食品1袋
39917 施滿女士 抽取式衛生紙9條
39918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39919 許先生 消費劵10張 (5000)
39920 地藏庵 白米600斤
39921 林春逢先生 白米50斤
39922 曾太太 番茄2箱
39923 陳皓宇.陳芃彤先生 白米50斤
39924 李煌樑先生 白米100斤
39925 金池國際(股)公司 巴西果汁204瓶
39926 善心人士 果汁4瓶
39927 中華慈光愛心會 白米120斤.餅乾4箱
39928 林谷峰.王元瑋先生 白米24斤
39929 天元慈善會 便當21個
39930 濟南宮 麵包3箱
39931 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供品1批
39932 郭碧雲先生 白米50斤
39933 劉名軒先生 白米100斤
3993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39935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50斤
39936 張美琳女士 白米200斤
39937 鄧興仁先生 白米100斤
39938 文建會二處三科林文財先生 餅乾2袋
39939 天元慈善會 便當20個
39940 廣家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白米40斤
39941 張育齊先生 白米50斤
39942 季忠華先生 餛飩250粒
39943 吳子俊先生 消費劵9張 (3600)
39944 闕文富先生 白米100斤
39945 台北市菩提果學佛會 水果2箱
39946 福景宮管委會 白米1000斤
39947 簡小姐 白米20斤
39948 郭進忠先生 消費劵3張 (1200)
39949 上樂咖啡店 衛生紙4條.洗衣粉2包
39950 邱玉鳳女士 蚵4包
3995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3995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39953 台北古芸天后宮 水果3袋.壽桃1袋
39954 謝秉原先生 白米50斤
39955 林純慈女士 白米50斤.油1桶
39956 王文祥先生 白米45.4斤
39957 張瑜倩女士 白米13.6斤
39958 江長遠先生 白米13.6斤
39959 周家羽先生 白米25斤
39960 薛理志先生 白米25斤
39961 許清正先生 白米4.5斤
39962 余彥臻先生 白米4.5斤
39963 蔡銘諺先生 白米0.3 斤
39964 馮泉富先生等4人 白米18.1斤



39965 朱秀鳳全家福 三多均衡配方1罐
39966 鄭連樹全家福 三多均衡配方3罐
39967 柯劉敏子全家福 三多均衡配方8罐
39968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39969 張冨盛先生 白米50斤
39970 陳旺先生 白米50斤
39971 福德宮 白米50斤
39972 李淑貞女士 消費劵2張 (1000)
39973 天元慈善會 便當33份
39974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餅乾40份.食品1批
39975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200斤.供品1批
39976 黃秀容女士 白米200斤
39977 惠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100斤
39978 李暁菁女士 白米100斤
39979 謝柏曾先生 白米100斤
39980 邱玉鳳女士 魚5台斤
39981 許漢鈞先生 消費劵4張 (2000)
39982 楊巧雲女士 白米500斤
39983 天瑤宮 水果1袋.餅乾1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