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人 樂　捐　物　品
42925 林姿萱女士 白米100斤
42926 黃秋芬女士 白米100斤.食品1批
42927 黃郁芬女士 蛋糕15個
42928 邱蔡富美惠女士 白米100斤
42929 邱建華先生 白米100斤
42930 宗女竇鴛女士 白米50斤
42931 邱琬雯.邱柏崴女士 白米50斤
42932 邱鈞祺先生 白米100斤
42933 蕭莉蓁女士 白米50斤
42934 葉月鳳女士 白米100斤
42935 邱康容.邱康福先生 白米50斤
42936 陳楊含笑女士 白米100斤
42937 張素玲女士 紅棗.枸杞.青旗各1斤
42938 玉蓮宮 白米200斤
42939 善心人士 白米42斤
42940 莊秉星先生 白米42斤
42941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2942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薏仁
42943 馨心學苑托兒所 白米50斤
42944 財團法人松山慈祐宮 白米1500斤.麵300斤
42945 張素玲女士 桂圓肉2盒紅棗.枸杞.青旗各1斤
42946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42947 王可軍先生 白米30斤
4294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2949 黃俊傑先生 白米100斤
42950 廖于瑞女士 白米50斤
42951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2952 李吉昌先生 白米50斤
42953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42954 廖文賓先生 白米50斤
42955 蔡照雄先生 白米50斤
42956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250斤食品4箱
42957 簡宏哲先生等3人 白米200斤
42958 南港富南愛心會 白米220斤
42959 黃仲良先生全家福 白米100斤
42960 黃淑惠.黃一芳女士 白米50斤
42961 吳美玲女士 關廟麵1箱
42962 林秀惠女士 關廟麵1箱
42963 林源添先生 關廟麵1箱
42964 高台芳女士 關廟麵1箱
4296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2966 台北市福祐宮 白米3000斤
42967 陳福隆先生 白米100斤
42968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2969 游麗娟女士 白米100斤.油1桶
42970 游國禎先生 白米100斤.油1桶
42971 余家惠女士 白米100斤.油1桶
42972 曾太太 白米50斤.小番茄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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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73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2974 周冠宇先生 麵條2箱
42975 藍慶守先生 紅豆湯60碗
42976 傅馨儀女士 專用特色袋2包.食品5箱
42977 謝其欽先生 白米40斤
42978 謝張炳珍女士 白米20斤
42979 劉和棋.李錦雀先生 白米50斤
42980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50斤
42981 陳正佑先生 白米50斤
42982 陳灝先生 白米50斤
42983 黃銘德先生 白米50斤
42984 孫群傑先生 白米50斤
42985 林明德先生 白米50斤
42986 盧培育先生 白米100斤
42987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薏仁3.9斤
42988 三重集美街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2989 魏陳好女士 白米50斤
42990 魏德福先生 白米50斤
42991 魏德祿.魏正信先生 白米100斤
42992 陳得成先生 白米50斤
42993 鄭春福先生 白米50斤
42994 吳建龍.鄭金枝先生 白米100斤
42995 吳文華先生 白米50斤
42996 吳文瑞先生 白米50斤
42997 鄭春騰.鄭安平先生 白米50斤
42998 王文惠.鄭金鐘先生 白米100斤
42999 洪黃秀蓉女士 白米25斤
43000 洪青功.鄭淑美先生 白米25斤
43001 洪絜培.洪楊閔先生 白米25斤
43002 報恩人 白米25斤
43003 游友仁.鄭純棉先生 白米100斤
43004 游譯萱.游知軒先生 白米100斤
43005 沈錦標.陳美玉先生 白米50斤
43006 沈咸如先生 白米25斤
43007 李仁屘.李郭阿草先生 白米100斤
43008 鄭登標先生 白米25斤
43009 蔡明國先生 白米25斤
43010 王木水先生 白米25斤
43011 王志鵬.鄭世玉先生 白米50斤
43012 王雅萱.王詠溢先生 白米50斤
43013 郭詩郎先生 白米50斤
43014 趙月.楊孟儒先生 白米50斤
43015 黃百合女士 白米50斤
43016 林易辰先生 白米50斤
43017 杜佳蓁女士 白米50斤
43018 吳沛玲女士 白米50斤
43019 李冠廷.李冠賢先生 白米50斤
43020 吳淑珍女士 白米150斤
43021 姜炎昇先生 白米500斤
43022 張素玲女士 龍眼乾3盒.紅豆3.58斤



43023 蘇志鵬先生 棉被20件
43024 邱玉鳳女士 魚7斤.烏魚膘5斤
43025 蘇富美女士 白米200斤
43026 龍山寺善心人士 白米800斤.洗衣粉6包
43027 彭慶旺先生 白米100斤.菜3箱
43028 王宜彙先生 白米50斤
43029 陳莉家女士 白米18斤
43030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棗枸杞.黃旗各1包
43031 天下雜誌 堅果禮盒3盒
43032 羅惠玲女士 水果4盒
43033 王捷花.王施玉蝦女士 兒童套書3套
43034 商田實業有限公司 橘子3箱
43035 陳淑敏女士 白米100斤
43036 張女士 白米100斤
43037 張豐全先生 白米50斤
43038 張淇瑋先生 白米50斤
43039 台北市福佑宮 白米2000斤
43040 中華慈光愛心會 白米240斤.食品1批
43041 薛宗賢先生 白米600斤
43042 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紅豆.二砂.薏仁1大袋.沙拉油2桶
43043 林宗生.楊舒璇先生 白米50斤
43044 謝文凌.林明樺先生 白米50斤
43045 林增寶雲女士 白米50斤
43046 鄭錫檜先生等3人 土司麵包20條
43047 無極懿旨三鳳宮 白米20斤.食品5包.洗衣精2包
43048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43049 田都元帥 餅乾5袋
43050 紀志勇先生 白米40斤
43051 萬教至尊 白米50斤
43052 湯志雄先生 白米12斤
43053 林瑞祥先生 白米100斤
43054 林許緞女士 白米100斤
43055 高文華.高健華先生 貢丸1包
43056 曾于榳女士 貢丸1包
43057 陳淑敏.徐繼華女士 年貨50包.箱米餅3箱
43058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3059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3060  林芷女士 白米250斤
43061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棗.枸杞.青旗各1包
43062 劉鄭玉秀女士 白米100斤
43063 劉寶英女士 白米100斤
43064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3065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3066 童錦芳女士 白米100斤
43067 羅貴妃女士 白米50斤
4306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3069 龔怡旻女士 白米200斤
43070 台北府城隍廟 白米500斤
43071 張素玲女士 奶粉2斤.紅棗.枸杞.青旗各1包
43072 羅翊庭女士 白米100斤



43073 林育嫻女士 白米50斤
43074 善心人士 白米500斤
43075 侯雯卿女士 白米100斤.肯德基參50份.炸雞10桶
43076 柯清致先生等6人 食品1批
43077 吳麗足女士 白米50斤
43078 張慶元先生 白米50斤
43079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麥片9.5斤
43080 楊斯皓先生 白米100斤
43081 沈世芬女士 白米144斤
43082 李佳靜女士 白米50斤
43083 陳秋茹女士 白米20斤
43084 善心人士 香皂100個
43085 張先生 白米50斤
43086 李先生 白米50斤
43087 孫瑞輝先生 白米50斤
43088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
43089 謝欣璇女士 白米40斤
43090 楊嵐茵女士 柑橘3箱
43091 王鴻銘先生 白米30斤
43092 周沛昕女士 養樂多20瓶.糖果1包
43093 劉建宏先生 養樂多26瓶.糖果1包
43094 陳蕙君女士 白米18斤.食品1批
43095 鄭丞惠女士 年貨9袋
43096 張可欣女士 年貨食品7袋
43097 林傳興先生 衛生紙1箱
43098 吳榮烽先生 白米50斤
43099 閰沛清女士 牙膏.牙刷各1袋
43100 趙芷茜.董馨惠女士 白米50斤.蝦捲1箱
43101 簡小姐 白米30斤
43102 商日實業 水果4箱
43103 許茂林.賴素腰女士 白米50斤
43104 黃仲良先生全家福 白米50斤
43105 劉丞錦.吳幸蓁女士 白米100斤
43106 王萬贊先生 白米200斤.油1桶
43107 陳政鴻先生 海鮮禮盒10盒
43108 陳瓊梅女士 環保垃圾袋6包
43109 張素玲女士 紅豆.薏仁.紅棗.枸杞.青旗共10.47斤
43110 新北市高難地工程管理處 年貨2盒
43111 蘇金水.李惠珍先生 白米50斤
43112 謝宗仁先生.詹麗敏女士 白米50斤
43113 盧培育先生 白米100斤
43114 張先生 花生糖2盒
43115 林梅琇女士 白米200斤
43116 陳宏達先生 白米50斤
43117 陳秀鳳女士 白米50斤
43118 林培如女士 白米100斤
43119 善心人士 年節食品12袋
43120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棗.枸杞.青旗各1包
43121 吳印雪女士等4人 白米100斤
43122 廖毓交女士 白米50斤



43123 王勇臣先生 食品7盒
43124 邱玉鳳女士 肉魚7斤.干貝2盒
43125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3126 歡喜餐廳 白米100斤
43127 林美惠女士 白米50斤
43128 林靖紘先生 白米50斤
43129 王矓嘩先生 年貨1批
43130 沈光遠先生 白米50斤
43131 黃畏.林福順.沈佩香女士 白米50斤
43132 黃詩喬女士等4人 白米50斤
43133 承德宮 白米200斤.香腸20盒
43134 蔡長恩先生等3人 白米150斤
43135 蔡慶郎先生 白米100斤
43136 張秀珍女士 白米100斤
43137 財團法人台北市保安宮 白米500斤.物資1批
43138 新北市成衣服飾加工職業工會 香皂1香.毛斤200條
43139 川永國際企業 禮盒3箱
43140 林知美女士 日用品1箱
43141 聚福宮 白米700斤
43142 善心人士 白米35斤
43143 張素玲女士 桂圓1盒.紅棗.枸杞.青旗各1包
43144 賴淑珍女士全家福 白米50斤
43145 黃仲良先生全家福 白米50斤
43146 宏珅包裝企業社 白米50斤
43147 牛伯先生 蔬菜11袋
43148 萬華代天宮 白米150斤
43149 進發科技有限公司 白米196斤
43150 黃老師 飲料60杯
43151 蔣昌甫先生等5人 白米50斤
43152 善心人士 白米500斤
43153 李芷芸女士 蛋糕35箱
43154 鄭嘉妤女士 年貨33盒
4315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3156 三條路福德宮 白米36斤.年貨48包
43157 杜傳貴先生 白米150斤
43158 善心人士 年貨1箱
43159 吳思嫻女士 白米10斤
43160 謝宜芬女士 白米10斤
43161 闔家小吃 白米90斤.食品1批
43162 羅宗榮先生 年菜2份
43163 高明達先生 年菜1份
43164 麥可哥 年菜1份
43165 二十張福德宮 年菜10份
43166 王建興全家福 白米24斤
4316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3168 丁定宇.溫文冠先生 白米50斤
43169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3170 張素玲女士 紅豆.薏仁.紅棗.枸杞.青旗各1包
43171 楊芷苓女士 佛跳牆10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