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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99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柔濕巾(厚)3箱

56400 王品 白米6公斤

56401 陳文政先生 白米20斤

56402 陳儷方女士 白米20斤

56403 楊佳璇女士 養樂多100瓶

56404 曾怡卿女士 養樂多30瓶

56405 余秀莉.楊秀娟女士 鮮奶80瓶

56406 洪妮可.洪妮亞女士 養樂多70瓶.鮮奶48瓶

56407 黃志緯先生 白米50斤

5640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409 橘平實業(股) (即期品)海苔8桶.21盒.108包

56410 張淑涵女士 麵條20斤

56411 周楷玟女士 白米50斤

56412 張雪琴女士 冷凍食品1箱

56413 黃信華先生闔家 專用垃圾袋1包

56414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6415 葉沛囷女士 白米100斤

56416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6417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56418 林世昌.林治勝先生 白米100斤

56419 義芙糖有限公司 白米60公斤

56420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6421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6422 林家蔭女士 白米24公斤

56423 劉兆森先生 白米12公斤

56424 蓁裕商店泰國佛牌全體善心人士 飲料餅乾3箱

56425 勝昌食品有限公司 白米200斤

56426 郭秋雄先生 養樂多200瓶

56427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6428 黃冠彰先生 口罩1箱

56429 陳宏祥先生 白米30公斤

56430 湯文傑先生 白米30公斤

56431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6432 黃賢順.陳明哲.王先生 菜燕69個.豬雪糕65個

56433 李湘湘女士 白米50斤

56434 陶逸達先生 蛋塔40個

56435 呂慶和先生 白米50斤

56436 董辛忠先生 白米2.2斤.油1瓶.麵1包.餅乾2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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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37 蘆洲八仙宮信士 白米1000斤

56438 陳盈成先生 奶粉6罐

56439 蔡茂霖先生 白米50斤

56440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500斤.麵4箱

56441 廖秀月女士 蛋20斤

56442 陳娟娟女士.林威雄.黃致碩先生 白米30斤.書10本

56443 曹素英女士 白米25斤

56444 張育瑛女士 白米30斤

56445 陳文政先生 白米30斤

56446 陳儷方女士 白米30斤

56447 陳妍安女士 白米30斤

56448 河信開發公司 白米950斤

56449 林郁文女士 白米1250斤麵20箱

56450 遠見科技總部 白米1000斤

56451 陳紹堂(北海福座) 白米30斤

56452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6453 黃雅慧.嚴志泓先生 白米200斤

56454 正隆廣場全體住戶
白米134斤.油3罐麵餅乾12箱.飲料6箱.

罐頭34罐.水果2袋.電鍋1個

56455 馥華大廈管委會
白米305.4公斤泡麵3箱.米粉麵4包麥片1罐.

油3瓶.飲料2箱.雜糧13袋

5645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45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458 吳承洲先生 白米50斤

56459 詹可芯女士 白米50斤

56460 瓏山林企業
白米300斤.炊粉12包.麵5包.油3罐.醬油3罐.

麵醬8罐

56461 泰山聖玄堂 白米700斤

56462 泰山聖玄堂 物資禮盒30盒

56463 吳小姐 白米50斤

56464 龍巖員工 養樂多500瓶

56465 劉振宇先生 養樂多50瓶

56466 鄭逸軒先生 養樂多50瓶

56467 鄭名偉先生 養樂多50瓶

56468 劉惠誼女士 養樂多50瓶

56469 王姿文女士 養樂多60瓶

56470 洪妮可女士 養樂多90瓶

56471 洪妮亞女士 養樂多90瓶

56472 善心人士 白米23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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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73 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120斤

56474 陶奕達先生 炸雞塊40塊

56475 李陳朿女士 白米500斤.麵4箱

56476 新大祥水果行 香瓜.橘子各1箱

56477 英倫牙醫診所 亞培愛美力1箱

56478 呂豐隆.劉玉英.呂佾璋先生 味增1箱

56479 王子漴先生 麵線65碗

56480 濟聖宮 白米667斤

56481 艋舺天后宮 麵條25包

56482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6483 北邑玄靈會 白米250斤.麵1箱.關廟麵2包

56484 真善美社區 白米48斤.餅乾罐頭6箱.油1瓶

56485 板橋慈安宮 白米750斤.供品12分

56486 新莊紫玄宮 白米14斤.飲料3箱.供品20包.罐頭18罐

56487 陳美玲女士 白米12斤.供品50包.油10瓶

56488 玉皇宮.開元殿 白米78斤.米粉8條

56489 天德紫凰宮 白米200斤

56490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6491 西門超市商業大樓管委會 白米500斤.餅乾4包

56492 洪阡舒先生
白米8斤.餅乾麵條綠豆13包.水果10袋.

罐頭18罐.冰糖2包.果凍4包

56493 粗魯人蔬果行 白米120斤.水果粉絲飲料等6箱

56494 玉成公園福德宮 白米500斤.供品17箱

56495 行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1623斤

56496 慈雲宮 白米600斤.供品12份

56497 鎮天宮 白米800斤

56498 富邦銀行 白米200斤

56499 北巡三王府 白米1700斤.飲料泡麵共4箱餅乾2包

56500 台北花卉股份有限公司 供品42包

56501 重新橋觀光市集攤商 供品30包

56502 廣安宮各善心大德 白米400斤

56503 ICRT國際社區管委會 白米150斤.油.米粉共4箱.麵20包供品11包

56504 吳極玄德宮 白米300斤

56505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白米800斤

56506 萬華萬善堂 白米600斤

56507 東海太子堂 白米200斤

56508 王芳夫先生 餅乾2箱.餐包60個

56509 百年獅子會 食品17箱

56510 板橋金元堂 白米3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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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11 授天宮
白米350斤.香菇木耳30份.麵條1箱.餅乾5箱.

飲料3箱

56512 廣保宮 供品13份

56513 慈航宮 白米300斤.供品等10盒

56514 永平福德宮 白米480斤

56515 三峽五聖宮代天府 白米300斤.供品10盒

56516 李拾妹女士 衛生紙6串

56517 郭芬華.劉玉梅女士 油3瓶.糖2包.芭蕉1串.臘肉2條

56518 陳玟吉先生 蔬果13箱

56519 鄭春榮先生 白米100斤

56520 板橋玉勝宮 供品1份

56521 李再拱先生 供品1份

56522 太陽城餐廳 白米200斤

56523 湯書華先生 白米50斤

56524 蕭秀玉女士 白米50斤

56525 陳健偉先生 餅乾2箱

56526 皇昌營造 白米20斤餅乾麵3箱.飲料2箱

56527 瑪里士實業(有) 餅乾.素肉鬆4箱

56528 珠聖宮 白米100斤.供品9份

56529 柯添貴先生 白米750斤.

56530 郭錦龍先生 白米1800斤

56531 有誠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750斤

56532 懷寧宮 白米150斤

56533 台北威澤堂 白米50斤.餅乾1箱

56534 勞保局 白米48斤.餅乾罐頭.油.麵.水果等

56535 祈寶華先生 看護墊15箱半

56536 台灣雙和慈安福田宮
白米500斤.飲料4箱.餅乾泡麵罐頭沙拉油.

醬油等

56537 興傑鞋業有限公司 白米480斤米粉20包

56538 板橋玉敦宮 白米55斤

56539 四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成人紙尿褲7箱

56540 咖吶九夫宮 白米300斤

56541 兒童樂園社區 白米100斤

56542 三仙宮 白米200斤

56543 懷憶停 食品1批254箱

56544 林億誠先生 白米20斤

56545 恆安里辦公室 白米700斤

56546 台北市下塔悠福德爺宮管委會 白米600斤

56547 集安宮 白米5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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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48 妙池宮 白米500斤

56549 板橋北巡頌安府 白米800斤

56550 三王府 白米5000斤

56551 吳孟穎先生闔家 成人紙尿褲1箱

56552 簡妘蒨女士 碗稞50碗

56553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70斤

56554 萬華行德宮 白米450斤.餅乾8箱加3袋

56555 楊聖廟 白米180斤供品12份

56556 空軍防空暨飛彈作戰管理中心 復健褲3箱

56557 陳先生 炸雞25桶

56558 台北市佛教菩提慈善基金會 白米400斤

56559 永吉福德宮 供品12份

56560 子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150斤

56561 紫竹堂 白米150斤供品5份

56562 新北市佛理慈善功德會 供品40份水果1袋

56563 台北姜王宮 白米200斤

56564 向亮科技有限公司 白米96公斤.麵.米粉各12包

56565 洪妮可女士 養樂多250瓶

56566 洪妮可女士 養樂多250瓶

56567 楊淑芬女士 養樂多60瓶

56568 葉俊葳先生 養樂多50瓶

56569 張智傑先生 養樂多20瓶

56570 陳美喬女士 養樂多20瓶

56571 王仁配先生 養樂多20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