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人 樂　捐　物　品

40736 善心人士 白米１００斤

40737 朱桂瑩女士 成人紙尿褲４包

40738 劉醇松先生 白米５０斤

40739 王朝大酒店 月餅２５盒

40740 洪健益先生 月餅２盒

40741 陳玉女女士 水果禮盒１盒

40742 王永德先生 水果禮盒３盒

40743 天南營造葉宗璧先生 月餅。咖啡禮盒３盒

40744 柯清致先生等４人 酒精２０瓶。口罩２盒

40745 朱秀鳳全家 酒精３瓶

40746 鄭連樹全家 口罩３盒

40747 莊玉嬌女士 白米１００斤

40748 江閏媚女士 蓮花發財餅３６包

40749 樺懋報關 月餅２０盒

40750 廖繼章先生 冬瓜茶磚１小包

40751 趙春峰先生 月餅21盒

40752 楊鴻觀先生 白米100斤

40753 廖日新先生 食品1袋

40754 梅林水果行 水果5盒

4075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075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0757 善心人士 白米42斤

40758 善心人士 白米42斤

40759 何寶蓮女士 白米42斤

40760 邱寶愛女士 月餅45個.蛋塔2盒

40761 吳榮烽先生 白米12斤

40762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0763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40764 江美英女士 水果4袋.餐盒14個

40765 黃金愉先生 白米50斤

40766 台北行天宮 餅乾7袋

40767 張素玲女士 麵條20包

40768 王志雄先生 白米50斤

40769 劉麗雲女士 白米50斤

40770 楊秋琴女士 白米50斤

40771 福德宮 白米2000斤.沙拉油3桶

40772 林純慈女士 白米50斤.沙拉油1桶

40773 張素玲女士 肉鬆1包

4077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775 陳先生 白米100斤

40776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0777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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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78 馬于婷女士 二手電腦一組

40779 林傳興先生 成人紙尿褲1箱

40780 呂明聰先生 白米50斤

40781 呂培元先生 白米50斤

40782 林子儀女士 白米500斤

40783 簡小姐 白米12斤.麵.冬粉各1袋

40784 陳莉臻女士 白米50斤

40785 慶泰商行 白米20斤

40786 廖于瑞先生 白米100斤

40787 周台光先生 白米50斤

40788 周強生先生 白米50斤

40789 周南月鳳女士 白米50斤

40790 周純如.周建宇先生 白米50斤

40791 陳翠蘭女士 白米150斤

40792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0793 翁玉瓊女士 白米100斤

40794 莊先生 筊白筍1包

40795 中華慈光愛心會 白米100斤

40796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麵包50個

40797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麵包50個

40798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麵包50個

40799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麵包50個

40800 葉楚涵先生 白米50斤

40801 美麗時代社區 烤肉食材70份

40802 張育齊先生 白米100斤

40803 季忠華先生 餛飩200粒

40804 景好企業(股) 二手辦公卓2張.椅子4張

40805 張素玲女士 肉鬆5斤

40806 景好企業(股) 二手雙人椅1個.二層櫃7個.椅子11張.活動櫃3個桌子1張

40807 健豐機能性食品(股) 冰淇淋50葙(6個裝)

40808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0809 莊豐龍先生 白米20斤

40810 吳興街福德宮 白米50斤

40811 邱玉鳳女士 魚20斤

40812 福有全食品廠 包子.饅頭3箱

40813 薛宗賢先生 白米600斤

40814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0815 莊香复渝女士 白米9斤.食品13罐.油2瓶.衛生紙2串

40816 葉安琦女士 白米50斤.

40817 陳美枝女士 醬油1箱

40818 友訊科技(股) 柚子5箱

40819 天合營造(股) 芝麻麵包50個

40820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0821 莊先生 青菜1箱



40822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0823 曾慧美.余梓甄女士 白米18斤.食品飲料6箱

40824 曾智成先生 成人紙尿褲4包

40825 吳東隆先生 白米60斤

40826 劉祥濠先生 白米50斤

40827 吳憲忠.吳玳慶.吳宛儒先生 白米100斤

40828 陳世益先生 冰棒2盒

40829 台北市大安區永福生活圈 白米1000斤

40830 莊宗翰先生 白米16斤

4083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0832 張素玲女士 肉鬆500斤

40833 吳書青女士 饅頭麵包20包

40834 洪欽份.洪賢禎.洪中霞女士 雙人棉被20件

40835 邱玉鳳女士 魚5斤

40836 栗台生先生 水果1袋

40837 陳崑元.陳彥妤.陳崇榮先生 白米300斤

4083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0839 白美仍女士 白米300斤

40840 蔡正輝先生 白米100斤

40841 王蔡能玉女士 白米100斤

40842 林弘斌先生 白米100斤

40843 徐博宏.徐翊庭先生 白米100斤

40844 農糧署 白米133斤

40845 天合營造(股)公司 麵包50個

40846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200斤

40847 陳逸勳.何昱賢先生 味精4包

40848 黃元興.江淑珍先生 成人紙尿褲30包.毛巾60條

40849 張文章女士 水果4袋

40850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白米200斤牛奶1罐

40851 財團法人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500斤

40852 五府千歲王仁宗先生 白米50斤

40853 五府千歲王金盆女士 白米50斤

40854 吳育美女士 成人紙尿褲8箱

40855 蔡碧鈴女士 水果禮盒1盒

40856 張素玲女士 中藥4斤

40857 張素玲女士 肉鬆1包

40858 林鴻達先生 麵包3箱

40859 林素華先生 白米50斤

40860 台北行天宮 白米200斤.米粉.麵條12箱.餅乾8大袋

40861 邱玉鳳女士 魚子8斤

40862 郭王阿品女士 白米200斤

40863 朱峰宮 白米48斤

40864 啟天宮 白米200斤

40865 王培浩先生 蛋糕58個



40866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麵包50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