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人 樂　捐　物　品

40078 陳水岸先生 白米50斤

40079 張育齊先生 白米30斤

40080 善心人士 日用品1批

40081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200斤

40082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成人紙尿褲3箱.舊衣3袋

40083 周同檳先生 白米100斤

40084 施美美女士 白米100斤

40085 葉宗豪先生 食品1批

40086 莊亞蓁女士 填充玩具1袋.成人紙尿褲4包

40087 陳義勳先生 成人紙尿褲4袋

40088 張紘綸先生 白米50斤

40089 楊思順先生 白米50斤

40090 陳冰天女士 標準型口罩100個

40091 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 福壽糕4箱.餅乾2大袋

40092 邱玉鳳女士 蛤6斤.海蜇4斤

40093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0094 張忠仁先生 糖果3袋

40095 台北市菩提果學佛會 水果2箱

40096 林弘彬先生 白米100斤

40097 朱正停先生 牛乳114瓶

4009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0099 台北市三寶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白米1000斤.沙拉油2桶

40100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

40101 鄭濟勻女士 奶粉2罐

40102 孫玉娟女士 牛頭牌玉米粒.3箱.蕃茄醬5罐

40103 台北市吳興街福德宮 白米50斤

40104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0105 楊宇福全家福 口罩300個

40106 李木哖女士 麵條1箱

40107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50斤

4010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109 王雪媜女士 長崎蛋糕11個

40110 王春明先生 白米100斤

40111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

40112 三重市三隍宮 白米100斤

40113 菲之軒時尚烘培坊 蛋糕1個

40114 詹金菊女士 水果1袋

40115 陳炯中先生 白米50斤

40116 翁攀斐先生 白米50斤

40117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0118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0119 法鼓山安和分院 麵線10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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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20 陳美枝女士 醬油1箱

40121 余梓甄女士 白米36斤.洗衣粉2袋.濃湯11包.麵條10包.罐頭31瓶

40122 曾慧美女士 素肉鬆2袋.香菇1袋

40123 王朝欽先生 白米50斤

40124 邱玉鳳女士 魚.蚵各5斤

40125 李賢初.周玉蔻先生 漂白水1罐.毛巾半打.酒精2瓶.口罩50個.痠痛貼布8包

40126 呂明芝女士等6名 漂白水1罐.毛巾半打.酒精2瓶.口罩50個.

40127 徐煥坤先生 白米100斤

40128 謝峻翔先生 奶油餐包120個

40129 廖于端先生 白米100斤

40130 劉羨梅女士 白米25斤

40131 李吉冒先生 白米25斤

40132 唐維玉先生 白米25斤

40133 吳世昌先生 肉醬5斤

40134 豪華樂器社 書1箱

40135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40136 商田實業有限公司 水果2箱

40137 姚台珍女士 白米7斤

40138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0139 謝麗玲女士 粽子2袋

40140 廖亮和.廖志成先生 水果.饅頭1袋

40141 兆邑九龍宮 白米100斤

40142 台北市菩提果學佛會 水果2箱

40143 長思基金會 披薩22盒.汽水11瓶

40144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0145 吳憲忠先生 白米50斤

40146 葉定鑫先生 白米50斤

40147 安心食品服務(股)公司 母親節戚風蛋糕50個

40148 莊書豪先生 白米25斤

40149 邱玉鳳女士 蚵5包.旗子5斤

40150 善心人士 水餃16包

40151 王怡文女士 白米150斤

40152 黃金愉先生 福州丸7小袋

40153 黃秀蓉女士 白米200斤

40154 廣家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白米40斤

40155 鄒廷倬先生 白米50斤

40156 鄒廷倬先生 白米50斤

40157 大梵社會福利協會 成人紙尿褲6包

40158 大隻佬菸酒事業有限公司 麵條10箱.專用垃圾袋1箱

40159 季忠華先生 餛飩300個

40160 陳盈安先生 白米43.2斤

40161 洪山永先生 白米50斤

40162 謝富全先生 白米33斤

40163 謝思樺先生 白米33斤



40164 四面佛 白米205斤

40165 善心人士 罐頭2箱.二手電視1台

40166 強詠名先生 白米100斤

40167 王文祥先生 白米45斤

40168 張瑜倩女士 白米9斤

40169 許成功先生 白米2.4斤

40170 許清正先生 白米2.4斤

40171 江長遠先生 白米9斤

40172 馮泉富先生 白米2.4斤

40173 周家羽先生 白米43斤

40174 薛理志先生 白米39斤

40175 何沛玲女士 白米15斤.日用品1批(浴廁清潔劑.洗衣粉.牙膏.餅乾)

40176 楊廷保.侯懿真先生 白米100斤

40177 容先生 白米500斤

40178 陳先生 白米100斤

40179 汪秋碧女士 肉粽3包

40180 陳永昌先生 肉粽1包

40181 劉俊賢先生 消費劵9張

40182 慶泰 白米20斤

40183 鄭嘉妤女士 冰棒6盒.薰雞10盒

40184 林金桃女士 白米50斤

40185 侯奕成先生 冰棒50支

40186 邱玉鳳女士 魚10斤

40187 楊奕鐘先生 肉粽10盒

40188 黃廖玉香女士 秋葵1箱

40189 葉富小姐 白米150斤

40190 黃春輝先生 白米150斤

40191 林純善女士 白米50斤.沙拉油1桶

40192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50斤

40193 鄭連樹全家 手套20包

40194 朱秀鳳全家 手套4包

40195 柯清致先生等5人 成人紙尿褲5箱

40196 徐博宏.徐翊庭先生 白米1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