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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52 善心人士 花生.壽司.鍋貼.沙琪瑪各一盒

55953 艋舺五福宮 小籠包12盒.麵疙瘩2包

55954 老紀私房菜 泡菜1箱

55955 姬文宇先生 白米100台斤

55956 頻光半導體(股) 白米200斤

55957 中和聖恩宮廖陳瑞玉 白米100斤

55958 簡靖諭先生 白米50斤

55959 黃志緯先生 白米50斤

55960 陳玫吉 鹹豬肉20斤

55961 張淑涵女士 麵條20斤

55962 陳家蓉女士 白米50斤

55963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5964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55965 蔡麗寬.林賜賓 白米100斤

55966 馬斯立先生 白米50斤

55967 張哲銘先生 白米50斤

55968 陳金蓮女士 八角.黑.白胡椒粉各1包白醋1罐.特沙5斤

55969 林韋彣先生等8人 油麵.雞蛋麵各1箱.豆皮3斤小香菇1包.芥花油3罐

55970 李湘湘女士 白米60斤

55971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5972 陳品竹女士 白米50斤

55973 林振昌陳盈宏陳陣 白米150斤.

55974 吳岳軒 白米50斤

55975 吳幸珠女士 白米50斤

55976 徐先生 白米50斤蛋1箱

55977 蔡孟哲先生 養樂多200瓶

55978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5979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5980 魏宏志先生 空氣清淨機1台

55981 承天禪寺 白米180斤.油4罐米冬粉麵17包.食品9包

55982 翁泳平先生 芭蕉2箱

55983 謝專趂先生 包子1箱

55984 林家蔭先生 白米24斤

55985 劉權範先生 白米120斤

55986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5987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5988 福泰師姐等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葵花油3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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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89 陳玟吉先生 蔬菜類7箱

55990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5991 謝明哲先生5人 白米30斤

55992 吳盈瑩女士 18吋電扇3台

55993 林靆均先生 白米50斤

55994 福景宮 白米1500斤

55995 林劉吉女士 水果1箱.餅乾4盒

55996 黃懷萱女士 白米3公斤

5599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599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599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000 台北市十普寺 米粉2箱罐頭雜糧5箱

56001 台北市十普寺 白米900斤

56002 李振賢先生 菜1箱

56003 陳娟娟女士 白米10斤

56004 林威雄先生 白米10斤

56005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6006 詹千儀女士 白米100斤

56007 曾公子.黃裕盛.宋子絹先生 白米30斤.手套2盒專用垃圾袋2包.成人紙尿褲4箱

56008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6009 萬碧雲女士
白米28斤.手套8盒阿華田10包口罩5盒浴巾30條奶粉4罐太陽

餅2盒.飲料6瓶

56010 李振昌先生
白米200斤.油3桶 紅豆10斤.麵.米粉各1箱乾貨香菇等18包黑

糖10斤

56011 善心人士 水果糖果共5袋

56012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6013 台北市松山區農會 高麗菜5箱

56014 艋舺天后宮 蛋糕15條

56015 蔡麗月女士 白米100斤

56016 李忠憲先生 燕麥片24包

56017 周麗馨女士 燕麥片6包

56018 蘇張阿雲女士闔家 麥片1袋

56019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6020 呂王金女士 白米50斤.蛋8斤

56021 陳儷方女士 白米16.6斤

56022 板橋觀音廟 白米150斤.

56023 吳素合女士 白米100斤.內褲16件

56024 何玲郁.王漢棟女士 白米20斤.泡麵2箱.油2瓶.麵6包.餅乾2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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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25 康佛股份有限公司 海帶芽10斤

56026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6027 愛心人士 西瓜220斤

56028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56029 啓宏營造洪振銃先生 小內褲襪子各1箱.玩具28盒.裝飾盆栽1箱

56030 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 白米57.6斤.供品30箱

56031 石博允先生 養樂多50瓶

56032 石育幸女士 養樂多50瓶

56033 阿K 養樂多50瓶

56034 王仁配先生 養樂多20瓶

56035 陳美喬女士 養樂多20瓶

56036 美苓 養樂多10瓶

56037 陳玫吉先生 蔬菜類7箱

56038 太陽城餐廳 白米100斤

56039 林海九.張鴛鴦先生 白米35斤

56040 善心人士 二手衣1袋

56041 楊國碩.張曼凌先生 白米50斤

56042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沙拉油2罐

56043 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麵包200個

56044 黃秋雨妹女士 白米20斤

56045 龍山寺三寶弟子 油飯50斤

56046 陳恩恩女士 衣物襪子3箱

56047 袁愉惠女士 魚1包

56048 八八口股份有限公司 鳳梨酥160個

56049 張玉鈴女士 水果5箱.餅乾1箱

56050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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