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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67 吳榮峰先生 白米12斤

40868 黃元興.江淑珍先生 紙尿褲30包.毛巾60條

40869 仁愛公園氣功 食品.日用品1批

40870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0871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200斤

4087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873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0874 鍾思筠女士 白米6斤.食品2袋

40875 林純慈女士 白米50斤.沙拉油1桶

40876 曾慧嫺女士 白米20斤

40877 東林日本百貨 文具6箱

40878 周家羽女士 白米45斤

40879 薛理志先生 白米25斤

40880 王文祥先生 白米50斤

40881 江長遠先生 白米12.5斤

40882 張瑜倩女士 白米12.5斤

40883 許清正先生 白米5斤

40884 吳沛玲女士 白米100斤

40885 吳淑珍女士 白米100斤

40886 林傳興先生 成人紙尿褲1箱

4088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888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0889 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白米800斤.麵條150斤

40890 陳翠蘭女士 白米100斤

40891 財團法人台北市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白米500斤

40892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三明治50個

40893 林貞均女士 白米20斤

40894 許學英女士 食物1袋

40895 陳逸勳.何昱賢先生 洗衣機2台.拖把2支.洗衣粉2包.手套4個

40896 劉心陽.呂雪米先生 白米20斤.奶粉10罐.紙尿褲5包

40897 善心人士 饅頭2袋

40898 季忠華先生 餛飩200粒

40899 金復社.謝清溪.陳金塗.高偉華先生 白米50斤

40900 柯清致.柯劉敏子.柯夷君.柯妃君 拖把18支

40901 鄭連樹全家福 拖把10支

40902 朱秀鳳全家福 拖把2支

40903 廖志成先生 饅頭2袋

40904 張素玲女士 白麵20包

40905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0906 張志昌先生 白米50斤

40907 林子廉先生 白米300斤

40908 台北市都市更新處 酥餅1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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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09 張素玲女士 肉鬆2包

40910 廣州街尾柯仔店 白米50斤

40911 林子儀先生 白米50斤

40912 邱玉鳳女士 魚5斤

40913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0914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0915 李錦銘先生 白米100斤.麵條1箱.冰糖10斤

40916 張素玲女士 紅棗.枸杞各1.5斤.青旗1斤

40917 廖于瑞女士 白米100斤

40918 李吉昌先生 白米50斤

40919 謝寶貴女士 白米50斤

40920 謝茗爰女士 白米60斤

40921 吳育美女士 成人紙尿褲8箱

40922 陳柏村先生 奶粉16罐

40923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0924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波蘿麵包50個

40925 王天賜先生 愛之味甜辣醬.烹大師調味醬各1箱

40926 張素玲女士 麵條1箱

40927 莊先生 菜3箱

40928 方武男.方涂純先生 白米40斤

40929 張素玲女士 肉鬆1包

40930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白米200斤

40931 方祥州先生 白米50斤

40932 邱冠霖先生 白米50斤

40933 ㄚㄚ有限公司 長袖衛生衣3箱

40934 黃鄭粉女士 白米200斤

40935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0936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有限公司 口罩10盒

40937 劉宜翎女士 白米50斤

40938 林明珠女士 白米100斤

40939 王慶中先生 甜不辣4斤

40940 張素玲女士 蛋1箱

40941 陳志忠先生 白米50斤

40942 葉瑩瑩女士 白米50斤

4094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094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0945 孫義俊先生 白米100斤

40946 謝清境先生 白米100斤

40947 玄峰慈惠堂 白米200斤

40948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麵包50個

40949 許義助先生 白米100斤

40950 萬教至尊 白米50斤

40951 莊先生 蔬菜2箱

40952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40953 邑彩加 日用品1批.電腦1組

40954 蔡麗霞女士 口罩50個

40955 LINA.呂明芝.李賢礽先生 日用品1批

40956 張素玲女士 肉鬆5斤

40957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40958 莊馥瑜女士.黃俞賓先生 白米8公斤.衛生紙3袋

40959 方武男.方凃純先生 電腦1台

40960 張素玲女士 紅豆.薏仁.冰糖1袋

40961 王亭文女士 文具1盒.食品1袋

40962 莫小姐 白米550斤.雞蛋4箱.中藥1批

40963 楊鴻觀先生 白米100斤

40964 台北縣婦幼發展協會 西點36盒

40965 邱寶愛女士 白米50斤.油3瓶.香腸5斤

40966 季忠華先生 餛飩200粒

40967 林子儀先生 白米300斤

40968 陳逸勳.胡妙姿先生 數位相機1台

40969 蔣國麗女士 白米100斤

40970 李叔如女士 白米100斤

40971 吳秋來先生 白米50斤

40972 劉秉諭先生 白米1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