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人 樂　捐　物　品

40303 邱玉鳳女士 魚10斤

40304 張育齊先生 白米100斤.水果餅乾1袋

40305 陳逸勳.何昱賢先生 成人紙尿褲7包.垃圾袋3包

40306 善心人士 白米250斤

40307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0308 林傳興先生 成人紙尿褲1箱

40309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40310 林寶鑾女士 白米100斤

40311 陳肇敏先生 成人紙尿褲6箱

40312 善心人士 美人瓜1箱

40313 善心人士 冬粉3包

40314 塗素珠女士 白米50斤

40315 陳黃花子女士 白米50斤.特砂50斤

40316 徐翊庭.徐博宏先生 白米100斤

40317 板橋新海里陳官東里長 白米300斤

40318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肉鬆麵包50個

40319 廣聯西店麵包 蛋糕10吋1個

40320 黃元興.江淑珍先生 成人紙尿褲30包.毛巾60條

40321 王勁新先生 消費劵4張

40322 吳榮峰先生 白米20斤

40323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4032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325 李惠鈴女士 白米50斤

40326 善心人士 白米225斤

40327 陳謝愛女士 白米25斤

40328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0329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

40330 許紫庭女士 白米75斤

40331 余江山先生 白米100斤

4033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333 鄭鈞承先生 白米50斤

40334 善心人士 白米175斤

40335 張珍珍女士 白米25斤

40336 林倩如女士 米粉.水果各1箱

4033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0338 林春雄先生 白米3斤

40339 邱冠霖先生 白米50斤

40340 李淑珠女士 全家便利店禮劵20張

40341 徐蓮花女士 白米400斤

40342 吳興街福德宮 白米50斤

40343 王文祥先生 白米400斤

40344 曾國峰先生 白米4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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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45 鄭家瑋女士 白米50斤

40346 陳縉湟先生 白米50斤

40347 陳儀凱先生 白米50斤

40348 許慈娟女士 白米20斤

40349 黃照明先生 白米20斤

40350 周麗萍女士 白米30斤

40351 學林彩色印刷 白米68斤.食品1批

40352 慶泰 白米20斤

40353 台北行天宮 餅乾7袋

40354 張佩筑女士 白米50斤

40355 王寶芬女士 白米100斤

40356 廣家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白米40斤

40357 郭碧雲女士 麵條1箱

40358 曾玉妹女士 克寧奶粉2罐

40359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麵包50個

40360 何文龍先生 白米100斤

40361 季忠華先生 餛飩300粒

40362 陳重良先生 白米50斤

40363 朱正偉先生 成人紙尿褲4包

40364 邱玉鳳女士 魚10斤

4036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0366 林清如女士 白米50斤

40367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40368 廖于瑞先生 白米100斤

40369 容先生 白米200斤

40370 金淼興業(股)公司 牙膏100支

40371 劉華月桂女士 消費劵3張

40372 吳珮綺女士 衣服1箱1袋

40373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0374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0375 何沛玲女士 白米15斤.日用品1批

40376 黃垣禎先生 白米50斤

4037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37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379 善心人士 沙拉油1桶

40380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水蜜桃1盒

40381 曾得國先生 白米20斤

40382 高淑真女士 白米100斤

4038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384 萬年殿 白米50斤

40385 盧逸君先生 芭樂2箱

40386 楊蘭芳女士 消費劵3張

40387 楊蘭芳女士 消費劵1張

40388 林佳憲先生 餅乾食品1袋



40389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0390 惠祥貿易(股)公司 白米100斤

40391 褚國明.謝碧晏先生 白米90斤

40392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三明治50個

40393 徐翊庭.徐博宏先生 白米200斤

40394 楊鴻觀先生 白米100斤

4039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0396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40397 林弘彬先生 白米200斤

40398 廖日新先生 乾糧1袋

40399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200斤

40400 楊宇福先生 愛地潔5罐

40401 柯清致先昇等4人 防蚊液6瓶.愛地潔5罐

40402 鄭連樹全家福 噴效12瓶

40403 朱秀鳳全家福 噴效3瓶

40404 廖日新先生 食品1袋

40405 善心人士 香蕉1箱

40406 林弘彬先生 綠豆50斤

40407 松山慈幼宮 白米600斤

40408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0409 黃秀蓉女士 白米200斤

40410 邱小姐 魚10斤

40411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花生麵包50個

40412 廖日新先生 餅乾2包苦瓜.木瓜4個

40413 台北行天宮 餅乾6袋

40414 蔡沅慧女士 米粉2箱.食品5袋

40415 林純慈女士 沙拉油1桶.白米50斤

40416 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轉贈 蛋糕18條

40417 何昱賢.陳逸勳先生 尿布9袋.垃圾袋5包.綠豆3包.薏仁1包

40418 施並江先生 白米400斤

40419 王昱嬌女士 白米100斤

40420 朱正偉先生 成人紙尿褲4袋

40421 王昱倧先生 白米100斤

40422 廖日新先生 木瓜3個.胡瓜6個

40423 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