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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52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

57653 林淑英.連小姐 文具零食水果衣物等2箱

57654 聶珮如女士 毛巾1箱.洗衣精5瓶.洗手乳3瓶

57655 李惠庭女士 牙刷27包.牙膏10條.麥片48盒.沐浴乳15瓶.洗髮精8瓶薏仁酥5包

57656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20瓶

57657 黃鈺翔先生 養樂多60瓶

57658 陳玟吉先生 西瓜2箱

57659 福景宮 白米1500斤

57660 朱建基先生 養樂多150瓶

57661 張淑涵女士 生麵20斤

57662 台灣順豐精品(有) 排汗衣55件

57663 善心人士 麥片11盒.牛肉4盒.鮭鱈魚8盒

57664 鄒文凱先生 芭樂5袋.菜1袋

57665 修道館曾先生 白米1100斤

57666 石先生 食品3份.水果1份

57667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7668 林賜賓.蔡麗寬先生 白米100斤

57669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57670 全家板橋正隆店 麵包200個

57671 義芙糖有限公司 白米54斤

57672 中華道教盟客家文化藝術研究會 白米1000斤

57673 鄒文凱先生 水果蔬菜8箱.餅乾7包

57674 謝專趂先生 包子1箱

57675 板橋徐仲佑先生 白米60斤

57676 林家蔭先生 白米40斤

57677 徐先生 牛腱肉5包.魚10包.垃圾袋3包.鮮奶5瓶

57678 黃秋安先生 檔案夾12個

57679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7680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7681 鼎豐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嘉和開發科技 零食類3箱

57682 張黃素貞女士 白米50斤

57683 張黃素貞女士 白米50斤

57684 張黃素貞女士 白米50斤

57685 林海水先生 白米35斤

57686 陳佳誠先生 火鍋料1包

57687 林朝儒先生 大潤發提貨劵2張

57688 林黃梅子女士 大潤發提貨劵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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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89 林曉蘭女士 大潤發提貨劵2張

57690 陳麗鈴女士 蔬菜水果.乾貨16箱

57691 李木哖.劉建宏.劉人瑋先生 綠豆10斤.二砂5斤.麵1箱.玉米粒10罐.麵線8把.麵筋2包

57692 曹淑娟女士 白米50斤

57693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7694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7695 張鴛鴦女士 白米35斤

57696 陳佳誠先生 火鍋料1包

57697 曾褌英女士 白米50斤.沙拉油6罐.關廟麵12包.米粉60包

57698 丁宥如女士 白米50斤.麥片2斤

57699 李乃信先生 白米50斤.麥片2斤

57700 陳惠嬌女士 白米50斤.麥片2斤

57701 林靜敏女士 白米50斤

57702 賴麗妃女士 白米50斤

57703 享饌生活(股)公司 便當11個

57704 樂馨志工服務隊 麥片20箱專用垃圾袋23包

57705 陳玟吉先生 青菜水果8箱

57706 張宸瑋先生 白米20斤

57707 佑豐全消訪(股) 白米100斤

57708 毅成消防有限公司 沙拉油1桶.醬油1箱.冬粉2袋米粉10包.味素1盒

57709 林逮均先生 白米50斤

57710 張黃素貞女士 水果2袋

57711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7712 陶柏銓先生 蛋塔40個

57713 全家板橋長民店 麵包200個.白米4斤.衛生紙4串

57714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7715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7716 安泰鋼鐵(股) 奶粉2箱

57717 黃元興.江淑珍先生 成人紙尿褲30包.毛巾60條

57718 陳威宇先生 橘子1箱

57719 陳淑真女士 衛生紙2箱

57720 台電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處 芭樂4箱

57721 吳承洲先生 白米50斤

5772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72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72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725 高偉華先生 白米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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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26 桂冠實業(股) 饅頭2箱.蝦球1包.魚球1包.銀絲卷1箱

57727 海口人實業 鱈魚2箱

57728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7729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7730 陳福瑞先生 白米34斤

57731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7732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773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7734 侑祥興業有限公司 牛肉1箱

57735 呂宇家.女垚宗先生 罐頭25個3個

57736 遠雄江翠房地產 西點4盒

57737 詹麗瑜女士 T恤44件

57738 林秀蓮女士 衣服1件.熱水袋1件

57739 台北艋舺行德宮 白米200斤.餅乾5包

57740 海口人實業 牛腱30斤

57741 呂葉秀琴女士 白米20斤.沙拉油3公升2桶

57742 陳詩婷女士 醬油等調味品14瓶.鹽等調味料22包.米粉1箱

57743 士林慈誠宮 白米2000斤

57744 范柔薇女士 白米16斤.蛋10盒花生1包

57745 陳玟吉先生 蔬果7箱

57746 張謙敏先生 4奶粉4罐.專用垃圾袋15包

57747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70公斤

57748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7749 一群善心人士 白米250斤.紅豆.糖各2斤

57750 林秀環女士 里肌肉3包

57751 善心人士 豬肉2包

57752 善心人士 牛肉2包

57753
高樹屏.陳冠豪.陳志明.晉利國際(有)元

培交通(有)
牛腱4包.三層肉2包.高麗菜蘿蔔花菜5箱蘋果奇異果香蕉7箱

57754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7755 吳啟明先生 白米250斤沙拉油1箱

57756 恆大實業有限公司 白米120斤

57757 陳姿含女士 麵包25個

57758 周若蓁.玉琪.雲舍淳女士 白米200斤

57759 反品鍋貼水餃專賣店 水餃1200個

57760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7761 御狐園 芭樂橘子哈密瓜芒果等水果4箱

57762 藍先生 雞排6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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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63 莊麗娜.女士 葵花油1箱.麵.零食1箱

57764 廖妤溱女士 白米20斤

57765 廖宏瑞先生 白米20斤

57766 廖岑芮女士 白米20斤

57767 點線麵(股) 麵條1箱

57768 彭光鎰先生 水餃1000顆

57769 蘇柏賢先生等5人 紙尿褲1箱

57770 駱世祥先生 衣服20件

57771 丁家李莫府千歲 白米350斤

57772 翁家隆先生 青菜1袋

57773 林子涵.子庭.林君謙先生 養樂多130瓶

57774 御狐園 哈密瓜等水果5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