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人 樂　捐　物　品

42067 周台光先生 白米50斤

42068 周純如.周建宇先生 白米50斤

42069 曾雨涵女士 水果2箱

42070 謝順興先生 白米100斤

42071 陳先生 飲料3箱

42072 張素玲女士 肉鬆3罐

42073 黃秀蓉女士 白米200斤

42074 邱玉鳳女士 魚子5斤.透抽3斤.石九公4.5斤

42075 張素玲女士 麵1箱

42076 陳慶萱女士 白米20斤

42077 郭美紅女士 白米450斤

4207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2079 蘆洲八仙宮 白米1000斤

42080 張素玲女士 肉鬆3罐

42081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2082 侯懿真女士 白米50斤

42083 季忠華先生 餛飩5包

42084 善心人士 日用品1批

42085 許永昇先生等4人 日用品1批

4208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2087 郭王鴦女士 養樂多15包

42088 鄭浩軒先生 白米4斤.食品1袋

42089 張來好女士 白米10斤

42090 許慈婷女士 白米10斤

42091 洪振益先生 白米250斤

42092 林純慈女士 食品1批

42093 許義助先生 白米100斤

4209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2095 天德太子堂 貢丸10斤

42096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白米200斤

42097 台北天后宮 白米1000斤

42098 SOPVIE女士 清潔用品1袋

42099 EMMATLPORTY 衣服1袋.清潔用品1袋

42100 善心人士 水梨1箱

42101 廖宇瑞女士 白米50斤

42102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2103 廖千千女士 白米50斤

42104 林清如女士 白米50斤

42105 莊書豪先生 成人紙尿褲10箱

42106 傅莉蓉女士 白米8斤.胚芽米6斤

42107 顧世榮先生 白米8斤.胚芽米6斤

42108 張素玲女士 麵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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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9 恩卉生活工作室 蚊蟲油膏12個

42110 孫于捷先生.陳星文女士 白米50斤

42111 游建德先生.徐雲秀女士 白米50斤

42112 曾清文先生.李美娥女士 白米50斤

42113 黃耀輝先生等6人 白米50斤

42114 張素玲女士 綠豆6斤.紅豆2斤.二砂6斤

42115 蕭竹紋先生 白米200斤

42116 王昱喬先生 白米100斤

42117 林傳興先生 成人紙尿褲1箱

42118 張素玲女士 白木耳1包.肉鬆1包

42119 林怡君女士 粉絲1包.鮮味炒手1包

42120 台大醫院 白米28斤

42121 台大醫院 食品1批

42122 五顯率性宮 白米500斤.食品1批

42123 台北市同理心關懷協會 食品1批

42124 台北慈妙堂 白米100斤

42125 新加坡商永紐(股) 奶粉24小包

42126 徐西原先生等3人 白米250斤

42127 台北聖慈宮 白米170斤.食品1批

42128 玄元天聖宮 白米300斤.米粉1箱

42129 徐祖岳先生 二手筆電1台

42130 林郁文女士 白米1000斤.關廟麵30箱

42131 天宇宮 白米500斤

42132 玉蓮宮 白米500斤

42133 廣安宮 白米700斤

42134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42135 張素玲女士 奶粉4盒

42136 張素玲女士 白木耳1.67斤.香菇0.67斤

42137 慈寶宮 白米190斤.食品1批

42138 林姵妏女士 白米10斤油2罐.醬油2罐食品1袋

42139 邱玉鳳女士 肉魚4斤

42140 台北是覺修宮 白米600斤

42141 張素玲女士 大薏仁7斤.香菇0.7斤

42142 薛宗賢先生 白米600斤

42143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2144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2145 佛理宮暨佛理慈善功德會 白米80斤.供品20份

42146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2147 善心人士 白米500斤.

4214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2149 樺達哲興華有限公司 白米100斤

42150 廖信吉先生 白米60斤

42151 長樂藝品有限公司 白米50斤

42152 逍遙遊小客車租任公司 白米100斤



42153 台灣愛買有限公司 白米50斤

42154 釧勝有限公司 白米50斤

42155 黃新慧.陳一賢先生 白米50斤

42156 黃啟倧先生 白米100斤

42157 王鈺涵女士 白米50斤

42158 羅淑真女士 白米50斤

42159 西門超級商業大樓 餅乾1批

42160 黃新棟.陳妍瑄先生 白米50斤

42161 張素玲女士 白木耳1.67斤.香菇0.67斤

42162 沛康藥局 紙尿褲1包.羊奶粉3罐

42163 李瓊芳女士 饅頭200個

42164 曾雨涵女士 白米35斤.鹽24斤

42165 劉富偉先生 水果4包.香菇1包.仙草3桶

42166 劉芷伶女士 米苔目10箱.愛玉3桶.油6瓶.布丁7盒

42167 野田豆花店 豆花70杯

42168 台北市松區中華里里辦公室 白米783斤.結緣品30包

42169 柯清致先生等6人 專用垃圾袋(中)10包

42170 鄭連樹全家福 夜用衛生棉10包

42171 朱秀鳳女士 棉花棒5大包

42172 台北花卉產銷(股) 三牲20份.供品10份

42173 無極天宮佛濟堂 白米100斤.食品2盒

42174 ICRT國際社區 白米120斤.米粉1箱.油5箱.食品1批

4217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2176 謝其欽先生 白米20斤

42177 劉濠誠先生 白米200斤

42178 慈雲宮 白米150斤.物資1批

42179 善德堂 白米200斤.米粉1箱

42180 王林謹女士 白米30斤

42181 謝麗真女士 白米50斤

42182 鄭玉鳳女士等3人 白米150斤

42183 羅徐玉妹女士 白米50斤

42184 邱林來富女士 白米50斤

42185 張碧雲.劉東桂女士 白米100斤

42186 吳昭瑢女士 白米50斤

42187 周謝秀霞女士 白米200斤

42188 鄭易豪先生 白米50斤

42189 林蔡月裡女士 白米50斤

42190 楊秋蘭女士 白米50斤

42191 蔡玉如女士 白米30斤

42192 簡林秀美女士 白米50斤

42193 阿春涼麵 餅乾6箱

42194 聚盛宮 白米550斤

42195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白米200斤.泡麵1箱.牛奶2罐

42196 張素玲女士 肉鬆3罐.關廟麵1箱



42197 張素玲女士 香菇0.67斤

42198 吳育美女士 成人紙尿褲7箱

42199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200斤.供品1批

42200 許涵雅女士 食品1批

42201 邱玉鳳女士 食品1箱

42202 陳信和.林樹枝先生 水果2箱

42203 太陽城餐廳 白米340斤

42204 寶格麗酒店 白米56斤.食品1批

42205 余家富先生 白米10斤

42206 張楷岑女士 白米10斤

42207 余亭均先生 白米10斤

42208 余家瑀女士 白米10斤

42209 吳建霖先生 白米10斤

42210 胡睿鈞先生 白米710斤

42211 松山慈祐宮 白米1000斤

42212 福景宮 食品20盒

42213 三聖宮 白米500斤.供品1批

42214 三王府 白米5000斤

42215 許師姐 白米100斤.供品1批

42216 吳柏勳先生 白米10斤

42217 余哲夫先生 白米10斤

42218 張蜜女士 白米10斤

42219 林盈里女士 白米10斤

42220 法玄壇 白米100斤.餅乾1箱

42221 三重天朝池王府 白米500斤

42222 台北天后宮 白米1200斤

42223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2224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50斤

42225 台北行天宮 餅乾5袋

42226 三寶弟子 白米50斤

42227 曾特掌先生 白米8公斤.關廟麵10公斤.飲料1箱

42228 黃鎮皓.楊哲文先生 白米40斤食品9箱

42229 台北縣小吃業職業工會 毛斤15打

42230 陳孝明先生 白米21.6斤

42231 陳莉家女士 白米21.6斤

42232 善心人士 白米60斤.沙拉油2箱

42233 李盒瑩先生等8人 白米400斤

42234 勞保局 白米150斤.飲料7箱.食品1批

42235 王萬贊先生 白米200斤.油1桶

42236 陳逸勳先生 清潔用品4罐.垃圾袋1個.甜辣醬2罐

42237 楊麗滿女士 白米45斤.食品16箱

42238 北順宮 白米450斤

42239 北極玄天宮 白米810斤

42240 全碧宮 白米250斤.油12瓶.麵40包.餅乾1箱



42241 萬法祖師會 白米100斤.油1箱

42242 北玄宮 白米600斤

42243 陳榮昇先生 粽子100個

42244 恆安里辦公室 白米500斤

42245 張素玲女士 肉鬆3罐.香菇1包

42246 艋舺太子會 白米300斤

42247 善心人士 水果1袋

42248 台灣雙和慈安福田會 白米400斤.供品1批

42249 楊鴻觀先生 白米100斤

42250 上典軒 白米100斤.關廟麵.蘇打餅各1箱

42251 張素玲女士 香菇1包

42252 王培浩先生 蛋糕1個

42253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

4225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225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2256 台北九天宮 白米500斤

42257 懷憶停 食品1批

42258 鄭丞惠女士 日用品14瓶

42259 興協宮 白米10斤

42260 黃瑪莉女士 白米800斤.米粉4箱.油2箱

42261 張素玲女士 紅豆.綠豆.二砂個1包

42262 慈航佛堂 白米100斤

42263 接財神 白米600斤

42264 邱玉鳳女士 海燕窩20瓶.果凍20個

42265 曾雨涵女士 雞肉6隻

42266 李益全先生 冬瓜1條.西瓜2顆

42267 邱淑樺女士 白米50斤

42268 連聖宮 白米265斤.食品36箱

42269 集安宮 白米500斤.油4箱

42270 台北市南天聖帝宮 白米2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