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人 樂　捐　物　品

42271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2272 醒心宮 白米500斤

42273 聖安宮 白米500斤

42274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奶粉1盒

42275 中華髮鑫國際禪修協會 麵.乾糧5箱

42276 賴麗蘭女士 白米50斤

42277 王志雄先生 白米100斤

42278 王駿棋先生 白米50斤

42279 鄭翰隆先生 白米50斤

42280 胡國偉先生 白米50斤

42281 板橋天后宮 白米200斤

42282 龍蓮宮 白米340斤

42283 雙龍社會服務團 白米500斤

42284 馨煮學院托兒所 白米50斤

42285 李錦銘先生 白米50斤.麵食3箱

42286 蔡育團先生 國語周刊合訂本1本

42287 張素玲女士 香菇0.67斤

42288 善心人士 水果1袋

42289 華嘉祥先生 白米100斤

42290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2291 周濟言先生 白米100斤

42292 李文瑩女士 零食2包

42293 鄭小姐 聖誕飾品2箱.聖誕樹1箱

4229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2295 台北天后宮 白米1000斤

42296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66.2斤

42297 慈元宮 白米100斤

42298 中華民國慈音功德會 白米150斤.供品3箱

42299 先元青草店 白米320斤

42300 慈元宮 白米100斤

42301 林俊明先生 白米50斤

42302 正心宮 白米100斤供品1批

42303 鄭瑾人女士 二手聖誕飾品3箱

42304 台北市福祐宮 白米1500斤

42305 樹林無極龍鳳宮 白米300斤

42306 五府千歲 白米100斤

42307 廖于瑞女士 白米50斤

42308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2309 李吉昌先生 白米50斤

42310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42311 周強生先生 白米50斤

42312 周南月鳳女士 白米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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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3 楊淳淳女士 櫻桃1盒.葡萄1盒

42314 陳怡龍醫生 櫻桃1盒

42315 阿寶先生 白米2000斤

42316 慈誠宮 白米1800斤

42317 嘉一香食品(股)公司 冷凍豬肉3箱

42318 四面佛義工 日用品1袋

42319 林傳興先生 紙尿布1箱

42320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香菇0.67斤

42321 黃地寶先生 白米13斤

42322 林彥文先生 白米30斤

42323 林彥余先生 白米57斤

42324 潘簡錦女士 白米100斤

42325 松山奉天宮 白米1000斤.泡麵10箱

42326 崇德堂華夏管理委員會 白米12包

42327 財團法人台北市普際寺 白米300斤

42328 侯念湘女士 白米20斤.食品6包

42329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800斤.供品16箱

42330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2331 圓山地藏庵 白米800斤

42332 三寶觀音寺 白米200斤.餅乾1袋

42333 鍾承瑾女士 白米20斤.玩具2個

42334 許義雄先生 白米50斤

42335 高瑞卿女士 水果6份

42336 賴秀美女士 白米50斤

42337 國際獅子會300-A2區(慈暉) 白米600斤

42338 三重慈惠天上聖母 白米40斤供品10箱

42339 祭祀公業高子錦管委會 白米100斤

42340 慈佛軒 翠菓子5斤

42341 台北市南海扶輪社 月餅10盒

42342 何慧珠女士 月餅3盒

42343 吳麗雪 柚子10箱

42344 陳毓鈞先生 蛋糕5盒

42345 行政院衛生署 鳳梨酥2盒

42346 昭安宮 白米200斤

42347 吳世昌先生 肉醬1罐

42348 商田實業有限公司 紅蘿蔔4箱.白蘿蔔2箱

42349 麗山慈雲宮 米粉4包.糖果3包

42350 朱秀鳳女士 牙膏4條

42351 季忠華先生 餛飩5包

42352 鄭連樹全家福 毛巾7組.牙膏4條

42353 柯清致全家福 香腸12包.衛生棉6組

42354 黃秀蓉女士 白米200斤

42355 郭石生先生 白米200斤

42356 台中市李氏宗親會 柚子10箱



42357 苑裡鎮農會 柚子20箱

42358 蕭基淵先生 油4瓶.四神燉土雞2隻

42359 李春義先生 四神燉土雞6隻

42360 張素玲女士 香菇0.67斤

42361 張素玲女士 肉鬆3 罐.雞蛋1箱

42362 三條路福德宮 食品2袋

42363 華婷美髮 白米50斤

42364 福景宮 食品30份

42365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月餅5盒

42366 行德宮 白米110斤.餅乾6袋

42367 陳詩婷女士 柚子16箱

42368 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月餅5盒

42369 吳榮烽先生 白米50斤

42370 台北周小姐 蛋2箱

42371 松山慈祐宮 祭品150份

42372 黃秋芬女士 麵粉5包.糖2包鹽1包.油1桶

42373 艋舺義天宮 白米50斤

42374 台北行天宮 白米140斤

42375 黃耀輝先生等6人 白米50斤

42376 陳維健先生.李純真女士 白米250斤

42377 郭明鴻.張玉齡先生 白米50斤

42378 佳興花店 白米27斤.麵條9包.糖果2包

42379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42380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 水果2盒

42381 許翔富先生 白米50斤

42382 中油公司油品行銷部 月餅20盒

42383 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食品1袋

42384 廖媽媽 紙尿褲5箱

42385 善心人士 月餅1盒

42386 黃伯瑜女士 水果1盒

42387 樺霖有限公司 中秋月餅10盒

4238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香菇0.67斤

42389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2390 黃鄭粉女士 白米200斤

42391 潘惠蘭女士 毛巾1箱

42392 東菊金屬工業(股) 月餅20盒

42393 身心障礙者保護協會 月餅30盒

42394 億特室內設計 月餅20盒

42395 周闕月蘭女士 白米200斤

42396 昶明國際(股) 月餅5盒

42397 柯子華女士 月餅2盒

42398 黃競台先生 白米360斤

42399 邱玉鳳女士 魚貨25斤

42400 劉陳秀月女士 麵3箱



42401 羚飛商行 麵3箱

42402 洪國禎先生 三多奶粉10罐.日用品1批

42403 張素玲女士 奶粉2斤.雞蛋1箱

42404 李亭香食品 餅150個

42405 鄭嘉妤女士 食品1批

42406 李新庸先生 月餅17盒

42407 林秀珍女士 米粉1袋

42408 張育齊先生 白米50斤.油1桶

42409 薛忠賢先生 白米600斤

42410 劉文雄先生.陳美雲女士 月餅5盒米粉1袋

42411 吳幸蓁.劉承錦.劉秉瑜先生 白米150斤

42412 翔韻電器有限公司 月餅5盒

42413 食益補國際(股) 鳳梨酥2盒.月餅1盒

42414 徐易綺文女士 月餅1盒

42415 杜鳳儀女士 水果1袋

42416 陸沈雪女士等6人 白米50斤.油1桶

42417 劉怡君女士 白米50斤

4241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241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2420 李秀子女士 白米50斤

42421 卓蘭英女士 中秋月餅1箱

42422 王玉姿女士 文旦5箱

42423 陳龍典先生 白米20斤

42424 王詹罔市女士 白米20斤

42425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100斤

42426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斤

42427 白亞鑫先生 白米156斤

42428 冀家琦先生 月餅1盒

42429 鐘秋貴先生 鳳梨酥3盒

42430 張素玲女士 龍眼乾3盒.紅茶3斤

42431 許女士 食品1袋

42432 刑事警察局 花生糖2箱

42433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2434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2435 陳玫君女士 白米50斤

42436 李明鴻先生 白米50斤

42437 楊雅瑩女士 白米50斤

42438 呂明聰先生 白米100斤

42439 侯念湘女士 白米5斤.食品1袋

42440 張素玲女士 奶粉1盒.雞蛋1箱

42441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2442 王培浩先生 月餅10盒

42443 吳育美女士 成人紙尿褲7箱

42444 邱玉鳳女士 吻仔魚3斤.豆仔5斤



42445 吳興街福德宮 白米150斤

42446 張素玲女士 麵1箱.肉鬆3罐

42447 金竺企業有限公司 柚子5箱

42448 蔡朱金先生 白米50斤

42449 柯純美女士 白米50斤

42450 蔡宗祐先生 牙刷1包.牙膏1條.沐浴乳1瓶

42451 羅美蓉女士 牙刷1包.牙膏1條.沐浴乳1瓶

42452 李曉翠女士 牙刷1包.牙膏1條.沐浴乳1瓶

42453 林素禎女士 牙刷1包.牙膏1條.沐浴乳1瓶

42454 黃意靜女士 牙刷1包.牙膏1條.沐浴乳1瓶

42455 沈青廷先生 牙刷1包.牙膏1條.沐浴乳1瓶

42456 江采姿女士 牙刷1包.牙膏1條.沐浴乳1瓶

42457 黃美芳女士 牙刷2包.牙膏2條.沐浴乳2瓶.洗衣粉1盒

42458 蕭佩茹女士 潔手晶露1瓶

42459 黃耀輝先生等6人 白米100斤

42460 蔡宛如女士 白米50斤

42461 潘廣斌先生 白米50斤

42462 鄭浩軒先生 食品1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