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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47 陳志和先生 成人紙尿褲2包

56848 沈世軒先生 餅乾8包罐頭泡麵蛋各1箱

56849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6850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6851 石博允先生 養樂多100瓶

56852 石育慈女士 養樂多100瓶

56853 蔡家祥先生 養樂多100瓶

56854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6855 江淑珍.黃元興先生 成人紙尿褲30包.毛巾60條

56856 林家蔭先生 白米24公斤

56857 劉兆森先生 白米12公斤

56858 一拳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薏仁4斤.綠豆7斤.糖5斤

56859 黃信華先生闔家 專用垃圾袋1包

56860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奶粉18罐

56861 台北市艋舺龍山寺 沙拉油128瓶

56862 義芙糖有限公司 白米48公斤

56863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6864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斤

56865 謝馨儀女士 白米5斤

56866 林賜賓先生.蔡麗寬女士 白米100斤

56867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56868 劉錦文先生 高麗菜2箱

56869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6870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6871 蔡旻財.王俊二先生 衛生棉12盒.手套1箱.看護墊10箱

56872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6873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6874 黃懷萱女士 白米2公斤

56875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6876 郭先生 白米50斤

5687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蛋8斤半

56878 吳柯烏甜女士 白米100斤

56879 張郭春美女士 白米21斤

56880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6881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6882 陳娟娟.黃致碩.林威雄先生 白米30斤

56883 王邦基先生 白米1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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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84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150斤

56885 張淑涵女士 生麵20斤

56886 唐維鴻先生 白米50斤

56887 吳深淵先生 白米50斤

56888 唐翠芬.張珮蘭.葉寶蓮.蔣作員白米25台斤

56889 黃秀麗女士 白米25斤

5689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89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892 楊承俊先生 白米100斤

56893 王森麟先生 白米100斤

56894 葉沛囷.趙睿寅先生 白米100斤

56895 艋舺行德宮 白米100斤

56896 陳玟吉先生 高麗菜1件.蘿蔔2箱.絲瓜1箱

56897 廖信吉先生 白米20斤

56898 蔡依珊女士 白米20斤

56899 廖美娟女士 白米20斤

56900 廖仁銘先生 白米20斤

56901 廖蔡阿花女士 白米20斤

56902 廖宥榮先生 白米20斤

56903 廖妤溱女士 白米20斤

56904 廖宏瑞先生 白米20斤

56905 廖岑芮女士 白米20斤

56906 陳玟吉先生 蔬菜5件

56907 陳如馨先生 白米250斤

56908 侯玉玲女士 白米100斤

56909 阮崇喆先生 水餃760粒

56910 善心人士 饅頭2袋

56911 賴秀琴女士 白米50斤

56912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6913 吳小姐 白米50斤

56914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6915 廖秀月女士 白米50斤

56916 鄭妤貞女士 白米45斤.八寶粥2箱.文具21分

56917 黃紹虎先生 白米30斤

56918 鄧永燃先生 懸掛風扇4台.殺蟲劑4瓶

56919 許綜分女士
鋁門隔間含安裝1式.吸頂扇10台.冷凍櫃1台.手

套.看護墊6箱.衛生棉濕紙巾各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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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20 陳吳麗嬌女士 媽媽麵關廟麵6箱

56921 四星國際(股) 成人紙尿褲7箱

56922 廣聖宮 菜1箱

56923 蔡茂霖先生 白米50斤

56924 蘇品榮先生 白米100斤

56925 詹千儀女士 白米100斤

56926 林育賢先生 白米50斤

56927 毅成消防有限公司 白米100斤.沙拉油4瓶

56928 張桂華.黃麗芬.黃月修等13人 看護墊5箱

56929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70斤

56930 鄭嘉維先生 衛生棉6包.成人紙尿褲4包

56931 士林慈誠宮 白米2000斤

56932 安泰鋼鐵(股) 克寧奶粉5罐

56933 林億誠先生 白米30斤

56934 劉韋圻.呂垚宗先生 白米1.8斤.罐頭11個.麵7包.米粉1包.湯飲2包

56935 劉振芳女士 白米100斤

56936 劉偉智先生 白米100斤

56937 顏妤安女士 白米100斤

56938 顏華田女士 白米100斤

56939 劉秋娟女士 白米100斤

56940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6941 象神花坊 白米6斤.糖果

56942 全家板橋長民店 白米6斤.麵4包.衛生紙8包.烏龍麵60小包

56943 永力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年菜禮盒10盒

56944 善心人士 烏龍麵32包

56945 全家板橋長壽店 花枝丸.貢丸各2包

56946 李綉梅女士 白米100斤

56947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