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人 樂　捐　物　品
43172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3173 馬總統英九先生 水果禮盒1盒
43174 馬總統英九先生 豆干禮盒1盒
43175 馬總統英九先生 米粉1箱
43176 馬總統英九先生 年節禮盒6份
43177 馬總統英九先生 關山米1箱
43178 慈光愛心會 籮蔔糕4箱.蛋糕1個.蝦仁1包
43179 郭香子女士 白米100斤
43180 莊秉昌先生 白米42斤
43181 豐華食品(股)公司 糖果3箱
43182 晨曦精舍 白米500斤.罐頭15箱.
43183 陳顯鍊先生 白米50斤
43184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4318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318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3187 楊蕙欣女士 白米50斤
4318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3189 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
43190 善心人士 白米35斤
43191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3192 谷國基先生 白米15斤
43193 善心人士 食品1批
43194 王周伸先生 米粉1箱
43195 祥順茶行 造米30斤
43196 張素玲女士 紅棗.枸杞.青旗各1斤.紅豆5斤.薏仁2.47斤
43197 高偉翔先生 白米8斤
43198 廖媽媽 紙尿褲5箱
43199 黃廷祥先生 蛋塔20盒
43200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蝦仁2.75斤
43201 李家驤先生 白米250斤食品1批
43202 高世豐先生 白米20斤
43203 王鴻銘先生 沙拉油3罐
43204 陳建坤先生 沙拉油3罐
43205 佳煜有限公司 衣服5箱
43206 陳美枝女士 玉米粒24罐
4320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3208 鄭清琳先生 白米100斤
43209 林茂桂先生 白米250斤
43210 菲之軒時尚烘培舖 白米60斤
43211 九龍聖母殿 蘋果72顆.餅乾.糖果2袋
43212 鳳玄宮 供品3袋
43213 台北府城隍廟 鴨蛋1批
43214 王蔡龍王 白米100斤
4321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3216 廖于端先生 白米50斤
43217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3218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3219 廖千千 白米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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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0 林清如女士 白米50斤
43221 葉昭雄先生 白米50斤
43222 李有通先生 白米50斤
43223 陳秀菊女士 蘿蔔糕7個
43224 林吳月英女士 白米100斤
43225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3226 周濟言先生 麵條2箱
43227 黃仲良先生全家 白米50斤
43228 葉鳳惠全家 白米50斤
43229 葉家伶女士 白米20斤
43230 葉育如女士 白米20斤
43231 邱玉鳳女士 魚2件
43232 戴采葳女士 故事書巧克力2套
43233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50斤
43234 陳慶萱先生 白米20斤
43235 張豐全先生 白米50斤
43236 洪振益先生 白米100斤
43237 葉家伶女士 白米5斤
43238 葉育如女士 白米5斤
43239 善心人士 烤乳豬1隻
43240 陳慶萱先生 白米20斤
43241 薛宗賢先生 白米600斤
43242 松山慈祐宮 白米600斤.供品1批
43243 八王星星藝文管理有限公司 白米16斤.水5箱.餅乾9包
43244 張素玲女士 奶粉1盒.龍眼乾2盒
43245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薏仁各1包
43246 柯小姐 湯圓2盒
43247 海灘娛樂有限公司 白米18斤.食品1批
43248 善心人士 白米80斤
43249 張素玲女士 紅棗.枸杞.青旗.紅豆.薏仁各1包
43250 呂宏章先生 白米25斤
43251 吳棕翰先生 白米50斤
43252 廖彩蓮女士 白米50斤
43253 陳萬來先生 白米25斤
43254 陳典忠先生 白米25斤
43255 黃秀蓉女士 白米200斤
43256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43257 松山奉天宮 肉25斤.蛋10粒.豆干25袋
4325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3259 善心人士 水果1袋
43260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3261 林宗翰先生 蔥油餅1箱
43262 林純慈女士 咖哩12盒.葡萄乾3包.沙拉醬10罐.糖果2斤
43263 張育齊先生 白米50斤.藥材1袋
43264 點線麵餐飲公司 麵條5包
43265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3266 丁鳳玉女士 白米50斤
43267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43268 郭冠麟先生 白米200斤
43269 季忠華先生 餛飩2包



43270 李嘉益先生等3人 草莓5箱.木瓜2箱
43271 雙和慈安宮 供品1批
43272 譚先生 餅1箱
43273 葉仁福先生 肉鬆3罐.餅乾1包
43274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香菇1包
43275 郭銘良先生 白米300斤
43276 池美燕女士 魯肉5斤
43277 三寶弟子 白米100斤
43278 郭銘良先生 白米100斤
43279 呂學輝先生 白米100斤
43280 邱玉鳳女士 白米5斤.雞2隻
43281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3282 紀志勇先生 白米40斤
43283 黃仲良全家福 白米50斤
43284 黃仲良全家福 白米50斤
43285 苗桂瑱全家福 白米50斤
43286 周賢昆全家福 白米50斤
43287 吳建維全家福 白米50斤
43288 張慶元先生 白米20斤
43289 龍山寺 油160瓶.餅乾12箱
43290 金復興社 白米50斤
43291 張素玲女士 紅棗.枸杞.青旗.紅豆.薏仁各1包
43292 劉建宏先生 養樂多26罐
43293 善心人士 養樂多26罐
43294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1包
43295 廖麒麟先生 白米50斤
43296 林傳興先生 紙尿褲1箱
43297 劉秋豪先生 白米50斤
43298 江春慧.江俊育先生 白米12斤
43299 點線麵餐飲(股) 麵條5包
43300 黃淑慧女士 四季豆1箱
43301 蕭正沛先生 烏骨雞5盒.肉鬆24罐
43302 董明德先生 成人紙尿褲6箱
43303 蘇平一.羅佳玲先生 白米20斤.白醋1箱.砂糖15斤.辣椒1瓶
43304 董明德先生 成人紙尿褲6箱
43305 田都元帥行德宮 餅乾6袋
43306 謝寶貴女士 白米100斤
43307 台北市遠見獅子會 白米48斤.沙拉油6瓶.醬油2桶.衛生紙3箱
43308 邱玉鳳女士 魚13斤
43309 黃元興.江淑珍先生 成人紙尿褲30袋.毛巾60條
43310 城隍廟 白米300斤.水果2箱.餅乾21包
43311 高台芳女士 白米8斤
4331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331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3314 曾雨涵.左克復先生 白米7斤.日用品6袋
43315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薏仁.紅豆各1袋
43316 朱心慈女士 白米100斤.腿肉25斤
43317 曾明泉先生 白米100斤沙拉油1桶
43318 詹鎵禎先生 白米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