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者 捐　贈　物　品

43319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3320 林和葳先生 鳳梨酥1盒

43321 善心人士 白米45斤

43322 台北市永靜廟 白米200斤

43323 呂淑枝女士 鳳梨酥1盒

43324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3325 周濟言先生 白米100斤

43326 張素玲女士 奶粉1盒.白木耳1.6斤

43327 王慶隆先生 白米25斤

43328 松山慈祐宮 供品1批

43329 王江先生 白米60斤

43330 上樂咖啡 衛生紙5串.牙膏10盒

43331 莊淑卿女士 白米30斤

43332 陳楊含笑女士 白米100斤

43333 準提精舍 白米300斤.餅乾1袋

43334 何沛穎女士 白米20斤.食品1批

43335 華嘉祥先生 白米100斤

43336 陳女士 白米10斤

43337 薛宗賢先生 白米600斤

43338 台北天后宮 白米650斤

43339 郭珮婕.紀孟良先生 雞蛋1箱.餅乾1箱

43340 點線麵(股)公司 麵條11包

43341 張豐全先生 白米60斤

43342 張慶元先生 白米20斤

43343 李君麟.謝詩儀先生 白米100斤

43344 楊日雲女士 水果1袋

43345 蘇平一.羅佳玲先生 白米40斤.食品17罐

4334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香菇0.54斤

43347 廖文斌先生 白米50斤

43348 廖于瑞先生 白米50斤

43349 藍曾貞女士 白米50斤

43350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43351 李吉昌先生 白米50斤

43352 葉昭雄先生 白米50斤

4335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3354 羅呂幼.羅貴輝先生 白米100斤

43355 陳玫君女士 白米50斤

43356 江芝菁女士 白米25斤

43357 王志豪先生 白米25斤

43358 邱玉鳳女士 雞2隻.黃魚7斤

43359 栗台生先生 水果1袋

43360 林知美女士 飲品.潔膚霸各4盒.潤手霜12條潤膚露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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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61 楊鴻關先生 白米40斤

43362 黃家強先生 白米50斤

43363 張素玲女士 玉米粒16罐.奶粉1盒

43364 柯純美女士 白米70斤

43365 張素玲女士 蝦米2.62斤 沙茶醬1罐

43366 賴鍾志先生 白米50斤

43367 陳金財先生 白米50斤

43368 黃仲良先生 白米50斤

43369 莊秉星先生 白米42斤

43370 葉家欣先生 日用品1袋

43371 佛緣舍 日用品1袋

43372 蚵仔煎 白米50斤

43373 陳錦合先生 白米100斤

43374 紀志勇先生 白米40斤

43375 玄義堂 食品1批

43376 湯裕元先生 食品4箱

43377 兆時企業有限公司 衛生紙3箱

43378 張素玲女士 紅棗.枸杞.青旗.紅豆薏仁各1包

43379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3380 周素玲女士 棉被10條

43381 陳威志先生 有雞蛋1箱

43382 陳靜怡女士 有雞蛋1箱

4338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3384 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白米200斤.食品1批

43385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香菇0.47斤

43386 金復興社 白米100斤

43387 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500斤

43388 一群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沙拉油.紅豆.糖.鹽

43389 孫蓬生先生 白米200斤.食品1批

43390 張素玲女士 紅棗.枸杞.青旗各1斤.肉鬆3罐

43391 李小姐 雞蛋1箱

43392 黃榮源先生 白米500斤

43393 林傳興先生 成人紙尿褲1箱

43394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3395 曾正義先生 白米20斤

43396 吳振乾先生 白米20斤

43397 吳恩嫻女士 白米10斤

43398 謝怡芳女士 白米20斤

43399 孫元梅女士 暖暖被10件

43400 歐素華女士 暖暖被4件

43401 曾小燕女士 暖暖被4件

43402 馬德元先生 水果1袋

43403 馮達偉先生 暖暖被4件

43404 馮惠敏女士 暖暖被4件



43405 張志源先生 暖暖被4件

43406 謝智遠先生 暖暖被4件

43407 林畹惠女士 暖暖被1件

43408 許舒芃女士 暖暖被1件

43409 許張芷女士 暖暖被1件

4341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341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3412 善心人士 白米42斤

43413 周瑞坤先生 白米42斤

43414 何寶蓮女士 白米42斤

43415 江秀女士 白米30斤

43416 黃祖華先生 白米30斤

43417 陳鈺婷.陳怡伶女士 奶粉18罐

43418 蔡登法先生 白米30斤

43419 邱玉鳳女士 蚵3包.魚6斤

43420 點線麵(股)公司 麵條6包

43421 陳榮忠先生 白米100斤

43422 張傳先生 白米17斤

43423 高禎霙女士 白米50斤

43424 李映萱女士 白米8斤

43425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3426 福德宮 白米50斤

43427 首翊(股)公司 書7本

43428 李錦銘先生 白米50斤.食品4箱

43429 陳榮忠先生 白米100斤

43430 張素玲女士 紅棗.枸杞.青旗各1斤.雞蛋1箱.白木耳1包

43431 蔡佳珍女士 牙刷.牙膏.洗髮精.洗面乳各1個

43432 陳紀方先生 洗衣精1包.浴廁劑2罐

43433 陳錦賢先生 牙刷.牙膏.洗髮精.洗面乳各1個

43434 周育民先生 洗衣精1包.浴廁劑1罐

43435 郭惠珍女士 牙刷.牙膏.洗髮精.洗面乳各1個

43436 趙小菁女士 牙刷.牙膏.洗髮精.洗面乳各1個

43437 陳妙芬女士 牙刷.牙膏.洗髮精.洗面乳各1個

43438 陳怡仲女士 牙刷.牙膏.洗髮精.洗面乳各1個

43439 吳妙娟女士 洗衣精2包.浴廁劑2罐

43440 吳佩玲女士 洗衣精1包.浴廁劑2罐

43441 台南市立南新國中3年18班 牙刷.牙膏.洗髮精.洗面乳各1個

43442 台南市立南新國中3年17班 牙刷.牙膏.洗髮精.洗面乳各1個

43443 邱桂田先生 白米25斤

43444 邱游麗女士 白米25斤

43445 邱世宏先生 白米25斤

43446 蔡佩珍女士 白米25斤

43447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43448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43449 劉俊杰先生 白米400斤

43450 太陽城餐廳 白米100斤

43451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3452 張雲睿.陳伊凡先生 白米50斤

43453 徐三泰先生 白米50斤

43454 李木哖女士 麵1箱

43455 張素玲女士 肉鬆3罐

43456 鄭仕易先生 白米100斤

43457 柯清致先生等6人 環保垃圾袋13包

43458 林知美女士 日用品1箱

43459 吳榮烽先生 白米50斤

43460 張素玲女士 紅棗.枸杞.青旗各1斤.雞蛋1箱.白木耳1包

43461 黃意慧女士 美勞文具10份

43462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43463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4346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3465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4346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3467 黃仲良全家福 白米50斤

43468 蔡嘉峻先生 白米50斤

43469 日日壽臺生科技(股) 飲料600瓶

43470 作廢

43471 福景宮管委會 白米1000斤

43472 福景公眾善信 白米800斤

43473 環南市場甲棟159號 白米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