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人 樂　捐　物　品

40973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0974 張先生 白米50斤

40975 黃琴鍫先生 水果籃.水果塔各4個

40976 謝秉原先生 白米50斤

4097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0978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0979 張素玲女士 麵條1箱

40980 鄭琇分女士 柳丁2箱.蘋果1箱

40981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200斤.供品3箱

40982 張素玲女士 冰糖.薏仁.紅豆各1包

40983 善心人士 白米250斤

40984 馨欣學院 白米50斤

40985 邱玉鳳女士 魚1件.魚膘1包

40986 樺舟企業(股)公司 養樂多80瓶.布丁4打

40987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0988 林居財.林王說先生 白米50斤

40989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吐司.小點心各18個

40990 林子儀先生 白米300斤

40991 圓山地藏庵 白米500斤

40992 邱玉鳳女士 魚8斤.魚膘3斤

40993 林清如女士 白米50斤

40994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40995 廖于瑞女士 白米100斤

40996 林純慈女士 白米50斤.沙拉油1桶

40997 黃秀蓉女士 白米200斤

40998 陳翠蘭女士 白米150斤

4099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1000 陳懋永先生 蛋糕1條

41001 張素玲女士 雞蛋面1箱

4100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1003 周家羽女士 白米25斤

41004 薛理志先生 白米25斤

41005 王文祥先生 白米50斤

41006 江長遠先生 白米15斤

41007 張瑜倩女士 白米10斤

41008 江惠如女士 米粉4包

41009 張素玲女士 肉鬆1包

41010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50斤

41011 林傳興先生 包大人1箱

41012 台北市雙蓮國小家長會 肉乾1箱

41013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100斤

41014 林義峰先生 水果4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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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5 邱麗璇女士 白米50斤

41016 林義峰居士 白米50斤

41017 蕭止沛先生 葵花油6瓶.玉米粒12組

41018 呂鳳賓女士 白米100斤

41019 蔡碧華女士 白米100斤

41020 士林慈誠宮 白米1700斤

41021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200斤

41022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麵1箱

41023 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水果禮盒5盒

41024 林子儀先生 白米300斤

41025 金復興社等5人 白米100斤

41026 商田實業有限公司 蔬菜2箱

41027 季忠華先生 餛飩200個

41028 朱秀鳳全家福 沐浴精2瓶

41029 鄭連樹泉嘉福 沐浴精4瓶.洗髮精9瓶

41030 柯清志先生等4人 洗衣粉12包

41031 陳根藤先生 衛生紙10包.素料5包.米粉3包

41032 惠祥貿易(股)公司 白米100斤

41033 全晟食品有限公司 蛋餅皮5袋

41034 內湖慈雲宮 麵線糖果1箱

41035 繁盛(股)有限公司 水餃26包.紅燒牛肉湯200包

41036 邱玉鳳女士 魚15斤

41037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1038 郭雅鳳女士 白米20斤

41039 善心人士 電影票56張

41040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1041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1042 弦悅團 衛生紙5箱.拖把頭17個

41043 王慈華女士 拖把12組.拖把頭13個.口罩2盒

41044 林妙怡女士 拖把2組.CD PLAYRT1台.口罩3盒

41045 陳志翔先生 CD PLAYRT2台

41046 王佳美女士 CD PLAYRT1台

41047 李素蘭女士 成人紙尿褲25包

41048 王蘇誠先生                                                                                                                                                                                                                                                                                                                                                                                                                                                                                                                                                                                                                                                                                                                                                                                                                                                                                                                                                                                                                                                           比薩12個

41049 蔡鐘先生 比薩6個

41050 張家豪先生 口罩10盒

41051 欣樂長笛室內樂團 清潔用品1批

41052 吳佩玲女士 口罩10盒

41053 賴育慈女士 口罩10盒

41054 正紡實業有限公司 圍巾100條

41055 張素玲女士 麵條1箱

41056 準提精舍 白米110斤.糖果2袋

41057 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白米500斤

41058 吳憲忠先生 白米100斤



41059 楊鴻觀先生 白米100斤

41060 三峽三寶歡詩 食品1袋

41061 吳育美女士 成人紙尿褲8箱

41062 大同大學 大同電鍋1個

41063 大同大學 零食1袋

41064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肉鬆麵包50個

41065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波蘿麵包50個

41066 林元吉先生 棉被12床

41067 張哲元先生 白米10斤

41068 葉冬美女士 白米50斤

41069 莊毓倩女士 白米100斤

41070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41071 蘇志宏先生 水果4盤.水果2籃

41072 莊治所先生 水果4盤

41073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1074 吳興街284巷福德宮 白米50斤

4107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1076 吳幸蓁女士 牙刷17支.糖果餅乾1箱

41077 張素玲女士 紅豆4斤.薏仁1.75斤.冰糖1斤

41078 陳逸勳.胡妙姿先生 印表機1台

41079 軟盟國際流行事業有限公司 日用品1批

41080 王培浩先生 巧克力蛋糕70個

41081 漢高宏品有限公司 威滅3箱

41082 財團法人麥氏新東陽基金會 新東陽食品7箱

41083 邱玉鳳女士 魚貨16斤

41084 楊玉精先生 白米100斤

41085 林玉雲女士 白米100斤

41086 楊淑晴女士 白米25斤

41087 楊淑婷女士 白米25斤

41088 林平先生 白米20斤

41089 李惠婷女士 白米10斤

41090 范庭和先生 白米10斤

41091 邱秀麥女士 白米10斤

41092 任麗蘋女士 白米10斤

41093 吳春分女士 白米10斤

41094 陳淑英女士 白米50斤

41095 絲博暉先生 塑膠袋1份

4109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1097 蝶之影創意花藝坊 供品1批

41098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波蘿麵包50個

41099 李木年女士 麵條2箱

41100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200斤

41101 邱冠華先生 水果2箱

41102 王賴彩鳳女士 紙尿褲10箱



41103 蔡佳蓉女士 成人紙尿褲10箱

41104 善心人士 麥片20箱.白米1000斤

41105 劉賢德先生 日用品1批

41106 陳柔而.林阿娟女士 白米100斤.油1箱

41107 王方翔先生 白米100斤.麵條1箱

41108 陳漢銓.王才翔先生 白米100斤.醬油1箱

41109 吳麗香.宋永喜先生 白米100斤.米粉1箱

41110 邱玉鳳女士 魚7斤

41111 鍾思筠女士 白米9斤.麵條1包.蠟筆10盒

41112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書20本

4111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1114 鑫創水電工程行 白米50斤

41115 黃美秀女士 糖果.餅乾2包.麵條1箱

41116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