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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14 陳貞詮先生

大西瓜5個

57915 善心人士

肉粽80個

57916 北鑫實業有限公司

芒果2箱

57917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57918 林世昌.林治勝先生

白米100斤

57919 魏文良先生

白米40斤

57920 劉宗鑫先生

蛋3盒.漂白水2瓶

57921 奧斯卡文化

水果2袋

57922 英倫牙醫診所

牛肉.蛋蔬菜1箱

57923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

57924 義芙糖有限公司

白米54公斤

57925 張淑涵女士

麵20斤

57926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油醬油各5箱.米粉菜圃各1箱.冬粉燕麥粒各10包

57927 陳娟娟.黃致碩.林威雄先生

白米18斤.糖1袋

57928 台灣商思捷(有)台灣分公司

成衣35件

57929 郭陳昭.郭秋雄先生

養樂多400瓶

57930 李中憲先生

便當20個

57931 郭志明先生

肉粽9串

57932 宋明浩先生

玉米筍1袋

57933 李坤憲先生

玩具車1台

57934 黃金寶創意美食

冰棒150支

57935 陳儷方女士

白米50斤

57936 陳玟吉先生

小黃瓜2箱.地瓜葉1箱

57937 鼎豐電子商務(有)

餅乾1箱

57938 黃秋芬女士

粽子40個.果糖1瓶

57939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7940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7941 周小姐

蛋1小箱

57942 陳協和米廠

白米96斤

57943 謝專趂先生

包子60個

57944 蘇育賢先生

白米69斤.奶粉2箱.成人紙尿褲9包.專用垃圾袋11包

57945 善心人士

商品卡38張

57946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7947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7948 林家蔭女士

白米40斤

57949 善果集會股份有限公司

粽子3個

57950 星辰生命

白米9斤.成人紙尿褲4袋.圖書禮卷30張

57951 陳淑樺女士

玉米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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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52 林新豐先生

奇異果3箱

57953 黃秋月女士闔家

專用垃圾袋1袋

57954 高偉華先生等4人

白米100斤

57955 劉宗鑫先生

白米1.5斤.專用垃圾袋1包.衛生紙2包

57956 徐仁祥.徐佩婕先生

牛肉5包

57957 王定凱.王長有.蕭靜霞先生女士

白米25斤.燕麥粥5盒

57958 財團法人台北市艋舺龍山寺

水果1箱.沙拉油120瓶.餅乾10箱

57959 劉建宏.劉人瑋.劉木哖先生

毛綠豆8斤.小薏仁2斤.日式拉麵1箱.罐頭10罐

57960 唐維鴻先生

白米50斤

57961 林子敬先生

白米50斤

57962 葉梅花.呂麗茹.陳秀秀.高偉華.謝先生等7人

白米100斤

57963 陳玟吉先生

火龍果3箱.高麗菜1藍

57964 婕特美語文化企業社

美語書4組.DVD15

57965 吳小姐

白米50斤

57966 潤大工程有限公司

白米100斤衛生紙4箱魚2箱.蟹肉5包.香菇10斤牛肉42片漂白水10瓶垃圾袋6包

57967 許慶豐先生

牛肉45片

57968 財團法人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120公斤

57969 無名氏

白米50斤

57970 陳宜華.鄭凜儀.蘇怡嫻女士闔家

米粉10包.玉米粒10罐.綠豆5斤.沙拉油1罐

57971 陳福瑞先生

白米34公斤

57972 祥順茶行

白米30公斤

57973 無名氏

白米50台斤

57974 葉泓麟.陳則翰先生

白米50台斤沙拉油18公升

57975 迦威實業(股)公司

個人沐浴用品4箱.護手霜2箱

57976 竹天企業

白米156公斤

57977 李健輝先生

白米80公斤.清潔用品等47包食品類40包(瓶)文具37枝(個)

57978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7979 劉宗鑫先生

白米10斤.洗碗精2瓶.洗衣粉1袋

57980 李嘉益.李宗霖.李林國先生

火龍果4箱

57981 李訓旻.李唯宗.李翊馨.洪有先生

火龍果4箱

57982 善心人士

奶粉12瓶.綜合果6瓶.零食13包.酥餅1箱

57983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7984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

57985 陳威宇先生

水果1箱

57986 陳賢超先生等13人

白米100斤

57987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7988 寶隆先生

包子400個

57989 黃志瑋先生

白米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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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90 小牛津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兒童基礎百科.繪本.傳記等104本.故事機.點讀機.28件組各2套

57991 林佳妤女士

白米100斤

57992 吳森渙先生

白米50斤

57993 陳宏隆先生

白米50斤

57994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7995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7996 魏令宜先生

鱸魚鮭魚虱目魚各6斤.牛肉6斤

57997 陳玟吉先生

高麗菜50斤.紅蘿蔔1袋

57998 周楷文先生

白米50斤

57999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8000 蕭秀珍女士

玉米罐15個

58001 呂垚宗.劉韋圻先生

麵條食品類9包.罐頭6個

58002 劉勝騏先生

白米5斤蛋40顆.衛生紙1袋

58003 劉宗鑫先生

醬油1罐.洗衣粉1袋.鹽1包

58004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沙拉油2罐

5800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8006 全家長名店

白米41斤.包子38顆.肉粽2盒

58007 文文萱萱小俊

白米25斤

58008 小豪.小烈

玩具1袋

58009 吳至中先生

衛生紙2箱

58010 陞泰工業(股)

背包52個

58011 吳政欣先生

白米45斤

58012 吳政育先生

白米100斤

58013 張媜宜女士

衛生紙3箱

58014 黃鈺翔先生

養樂多60瓶

58015 林子涵..林君謙.林子庭女士

養樂多130斤

58016 許瓊月女士

養樂多10瓶

58017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1500斤.泡麵12箱.沙拉油2箱.米粉1箱.餅乾3箱

58018 黃安慶先生

雞蛋5箱

58019 謝民禎先生

白米25斤

58020 潘雨晴女士

果醬36瓶

58021 廖秀月女士

芒果2箱

58022 吳啟明先生

白米150斤

58023 廖秀月女士

餅乾2箱

58024 曾三益先生

白米50斤

58025 漁匠甘霖

白米50斤

58026 順億誠

白米35斤

58027 吳毓堃.蕭淑惠先生

白米50斤

58028 陳先生

白米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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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29 中華民國四諦講修學會

白米20斤

58030 桂冠實業(股)

魚丸等8包

5803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03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033 吳深淵先生

白米50斤

58034 吳承洲先生

白米50斤

58035 吳玳慶.吳憲忠.吳宛儒女士

白米250斤

58036 可起工作室

麥片1箱

58037 廖育萱女士

白米100斤

58038 蘇怡寧先生

芒果1箱

58039 謝冉先生

白米50斤

58040 李振昌先生

白米200斤.關廟麵.沙茶醬味精各1箱.油5桶.調味料等19包

58041 萬碧雲

白米150斤

58042 永和勝皇宮

白米100斤.米粉6包.醬油4瓶

58043 吳桂芬女士

國際牌冷氣2.5頓1台.尿布5包.餅乾飲料垃圾袋筆記本等17包

58044 劉承錦先生

白米100斤

58045 陸商電子(股)

白米70斤

58046 陳志賢.陳翔霖先生

白米50斤.衛生紙10袋.芒果1箱.大西瓜1個

58047 陳志和先生

紙尿褲4包

58048 謝明哲.謝旺諭.吳陳牡丹.吳秋指.謝禮安

白米30公斤

58049 作廢
58050 連碧華女士

白米99公斤.牛肉魚類1袋

58051 雷許重霞女士

清潔用品13瓶.麥粉2罐.襪子10雙

58052 NIKE KICKS LOUNG摩曼頓敦南

白米5斤

58053 老實人花果樹園

水梨3箱

58054 如彬國際有限公司

肉包50個

58055 志仁高中

吐司1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