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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66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4267 鐘江雅蓉女士 白米10斤

44268 池小姐 滷肉6斤

44269 葉家伶女士 白米25斤

44270 葉育如女士 白米25斤

44271 三條路福德宮 禮品5袋

44272 台北市普濟寺 白米300斤

44273 麗寶之星社區管委會 白米250斤

44274 高盈貿易有限公司 秋刀魚1箱

44275 王培浩先生 蛋糕1個

44276 李新庸先生 月餅18盒

44277 柯清致先生 垃圾袋12包.中古螢幕1台

44278 天鳳慈惠堂 物品1批

44279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44280 三重自強慈善會 白米150斤.水果1箱.油2瓶

44281 林知美女士 日用品1箱

44282 東菊金屬工業(股) 月餅20盒

44283 德義社會福利基金會 月餅8盒

44284 葉家赫先生 德國豬腳15個

44285 貝克利有限公司 蛋糕1個

44286 中國國民黨身心障礙者保護基金會 月餅30盒

44287 刑事警察局 糖果1箱

44288 伯朗咖啡(股) 月餅25盒

44289 冠瑋百貨行 襪子1箱

44290 黃子桐先生 白米200斤

44291 台灣省城隍廟 水果3箱.麵1箱.麵線2箱

44292 李欽祿先生 白米26斤

44293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4294 詳宇工程有限公司 中秋月餅20盒

4429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4296 中華電信職工福利委員會 禮卷50張

44297 陳美枝女士 白米20斤米粉4包

44298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4299 吳錦華先生 柚子100斤

44300 王鴻裕先生 白米20斤

44301 中油公司 手工餅乾25盒

44302 楊鴻觀先生 白米200斤

44303 教會 白米160斤.米粉1箱

44304 興雅里辦公室 貢丸15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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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05 王晉祿先生 白米300斤

44306 陳玉娟女士 米粉120包

44307 林再興先生 白米18斤.麵飲料供3箱

44308 張永員先生 白米71斤.食品1批

44309 李莉銘先生 白米100斤

44310 紀銓朝先生 白米100斤

44311 陳錦煥先生 白米200斤

44312 全慶不動產公司 白米12斤.食品1批

44313 詹錦鄉先生 食品2箱

44314 吳御誠先生 白米300斤.油2桶

44315 陳進誠先生 油4桶

44316 胡全富先生 米粉1袋

44317 禾豐雜糧行 白米50斤.食品2箱

44318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月餅6盒

44319 聚福宮 白米400斤.油6箱.蛋黃酥5箱

44320 尚洋冷凍設備 餅乾2箱

44321 承天禪寺 白米110斤.食品1批

44322 張素玲女士 奶粉1盒

44323 高玉蓮女士 白米20斤

44324 林新又先生 白米20斤

44325 謝怡芳女士 白米20斤

44326 葉錦瑜女士 包子100粒

44327 善心人士 月餅62盒

4432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4329 板橋玉勝宮 白米50斤.貢品1份

44330 王玉姿女士 文旦7箱

44331 善心人士 水果5箱

44332 闔家小吃 白米50斤.月餅4盒.米粉1箱.

44333 彭燕真女士 食品1袋

44334 邱小姐 魚1箱+10尾

44335 梅林水果行 水果3箱.

4433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4337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4338 詹一心先生 白米100斤

44339 薛宗賢先生 白米600斤

44340 食益補國際(股) 月餅3盒

44341 陳淑娟女士 白米50斤

44342 廖于瑞大德 白米50斤

44343 廖文斌大德 白米50斤

44344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4345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44346 李吉昌先生 白米50斤

44347 王建興先生 白米27斤

44348 謝建鵬先生 柚子1箱

44349 合德萊建設(股) 白米200斤

44350 施瑞碩先生 白米100斤

44351 天德太子堂 貢丸10斤

44352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蝦仁20斤

44353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4354 呂明德先生 白米100斤

44355 季忠華先生 餛飩2包

44356 劉育嘉先生 餅乾1箱.葡萄乾2包.蛋糕1盒

44357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4358 黃秀娟女士 白米12斤

44359 台北松山慈祐宮 白米800斤

44360 陳又宗先生 白米300斤

44361 台北市家事服務業職業工會 薄被15件

44362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4363 吳榮烽先生 香腸2盒

44364 台灣加未 白米2包.沙拉油2桶

4436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4366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50斤

44367 陳輝黃先生 白米300斤

44368 張素玲女士 奶粉1盒

44369 善心人士 白米60斤

44370 吳興街福德宮 白米50斤

44371 萬華代天宮 白米250斤

44372 吳育美女士 成人紙尿褲7箱

44373 楊高寶珠女士 自行三輪車1台

44374 康阿萬先生 白米200斤

44375 善心人士 棉被20件

44376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4377 周濟言先生 麵條2箱

44378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400斤

44379 黃子桐先生 白米150斤

44380 何西龍先生 白米50斤

44381 台北市地藏王廟 水果1箱

44382 楊庭宇先生 麵包1批

44383 謝秉原先生 白米50斤

44384 葉人慈女士 白米50斤

44385 邱玉鳳女士 魚5斤

44386 天元慈善會 絲瓜3箱



44387 NBHK BOBO 背心3件.睡袋1個

44388 遠東百貨(股) 餅乾禮盒65盒

44389 玉勝宮 供品4盒

44390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綠豆4.5斤.二砂2斤

44391 南福宮 白米306斤.油26瓶.食品42箱

44392 林金源先生 白米25斤

44393 劉建宏先生 養樂多26瓶

44394 周士傑先生 養樂多20瓶

44395 邱玉鳳女士 魚5斤

44396 永誠地產開發公司 印表機1台

44397 人力工程行 白米150斤.食品1批

44398 許莉羚女士 白米50斤.食品1批

44399 魏勝輪先生 白米50斤.食品1批

44400 紅雙喜廣告 T恤10件

44401 邱文玲女士 白米30斤

44402 江怡蒨女士 白米50斤

44403 黃子桐先生 白米50斤

44404 張素玲女士 雞蛋一箱

44405 林傳興先生 紙尿褲1箱

4440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440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