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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93 善心人士等47人
白米500斤.麵條罐頭各10箱.油膏.醬油.油各6箱.鹽冬粉綠豆二

砂各1箱玉米粒3箱米粉4箱味精冬瓜塊各2件

58194 阿龍百貨 毛巾餅乾清潔劑各1箱

58195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

58196 就是文理教育 二手椅子38張.二手長桌6張.二手短桌2張

58197 陳邵昌先生 急用物品5箱

58198 丁宥如女士 白米50斤.麥片10斤牙膏6條

58199 陳惠嬌女士 白米50斤.麥片10斤清潔劑4瓶

58200 李乃信先生 白米50斤.麥片10斤牙刷10支

58201 海口人實業 鯛魚片2箱

58202 勝昌食品公司 白米200斤

58203 道修館 白米1200斤

58204 道修館 白米100斤

58205 鄒慶釗先生 餅乾水果濕紙巾各1箱

58206 李亮煌.鄭玉穎.李佳宏.陳瑾臺 食品1箱

58207 陳思尹.官晏琳.何國聖.王容均 食品1箱

58208 陳奕如.尤嘉祥.蔡家蕙.黃皓禎 食品1箱

58209 邱信源.蔡中昇.曾致銘. 食品1箱

58210 無名氏 白米60斤

58211 三重慈和宮 白米160斤(8箱).醬油.油.漂白水各2箱.鹽糖各1箱防蚊液5瓶

58212 洪聖勳餅店 三明治2袋

58213 土城聖德宮 物資1箱

58214 徐育志.徐育毅先生 白米200斤

58215 張瓊文.黎煥元先生 餅乾1袋

58216 馥華大台北社區 白米368斤

58217 汐止無極天勝宮 白米800斤.供品1批

58218 黃信華先生闔家 垃圾袋33公升1袋

58219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8220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8221 謝專趂先生 包子60個

58222 台北受天宮 白米120斤.豬肉.蛋5箱.拉麵4箱

58223 福興宮 白米60斤

58224 林賜賓.蔡麗寬先生 白米100斤

58225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58226 善心人士 白米102斤

58227 善心人士 白米140斤

58228 覺修宮 白米120斤

58229 鄭耕璟.小花.李鳳儀.堯嫂.林詩堯 供品7盒

58230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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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31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8232 林家蔭先生 白米40斤

58233 張媜宜女士 零食等3袋

58234 享饌生活(股) 便當10個

58235 林君謙.林子涵.林子庭女士 養樂多130瓶

58236 黃鈺翔先生 養樂多60瓶

58237 許瓊月女士 養樂多10瓶

58238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8239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8240 東海太子宮 白米200斤

58241 王育禾先生 白米50斤

58242 黃炫盛先生 白米50斤

58243 李許玉英女士 白米100斤

58244 李娃春女士 白米100斤

58245 胡舜超先生 白米50斤

58246 蕭聖學先生 白米200斤

58247 蕭坤益先生 白米100斤

58248 陳貴泉先生 白米50斤

58249 薛淑貞女士 白米100斤

58250 東海太子宮忠德里辦公室 白米1000斤

58251 陳先生 炸雞24桶

58252 玉成公園福德宮 白米200斤鹽沙拉油.二砂醬油牙膏麵個50包

58253 劉建宏.劉人瑋.劉木年先生 綠豆10斤小薏仁2斤二砂5斤.麵.玉米粒各1箱

58254 愛心人士代表 沈頭套13個床包14件涼冬被各1件.餅乾1包

58255 吳佳鴻先生 餅乾1箱

58256 周美茵女士 床包3件

58257 吳進德先生 床包2件

58258 詹美娥女士 枕頭28個

58259 柳錦城先生 清潔液9瓶.冬被1件

58260 緯紘企業社 白米5斤.油3瓶.餅乾食品等10包

58261 李陳束女士 白米500斤

58262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冬粉9包意麵2包麵4包

58263 板橋正隆廣場 白米200斤.米粉餅乾麵油等6袋

58264 侯王府 白米110斤禮盒2盒

58265 國際社區KRT 白米100斤.罐頭45瓶.米粉36包.麵70包

58266 五股聖玄宮 白米400斤.罐頭1箱麵6包

58267 板橋慈安宮 白米500斤.供品13份

58268 台北市普濟共修會 白米700斤.餅乾2箱

58269 三重北巡三王府 白米1060斤.餅乾1包.飲料1箱.尿布3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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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70 台北金撰太子會 白米230斤.物資10箱

58271 鎮天宮蘇府王爺功德會 白米700斤.物資1批

58272 東隆宮 白米200斤.麵4箱

58273 奉聖宮 白米1350斤

58274 三芝慈航宮 白米300斤.禮盒3盒.麵水果各1箱

58275 永平福德宮 白米480斤

58276 恒安宮 白米500斤

58277 板橋聖賢堂 白米700斤.油2箱.供品5袋

58278 聖元宮 白米500斤

58279 三仙宮 白米300斤

58280 玉聖殿 白米300斤

58281 玉皇宮開元殿 白米63斤冬粉米37包粉玉米粒18罐

58282 板橋建安宮 乾糧2箱

58283 善德堂 白米700斤.供品6份

58284 慈航太子宮 供品8份

58285 台北威澤堂 食品3箱

58286 藍耿祺先生 白米30斤

58287 南天聖帝宮 白米250斤

58288 朱心慈女士 白米100斤.腿肉25斤

58289 曾明泉先生 白米100斤.沙拉油1箱

58290 詹鎵禎先生 白米50斤

58291 蔣凱文先生 白米50斤

58292 邱信佑.信安.思婷先生 白米100斤

58293 劉哲銘.劉振興先生 白米100斤

5829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8295 周楷玟先生 白米100斤

58296 尚舜國際織品(有) 白米70斤

58297 舜成服裝行 白米60斤

58298 菘鴻服裝行 白米60斤

58299 穩德服裝行 白米60斤

58300 全家板橋正隆店 鳳梨酥19盒

58301 黃宜慧陳駿達先生 白米50斤

58302 陳力熒先生 白米50斤

58303 黃新棟.陳妍瑄先生 白米50斤

58304 廖善雄先生 白米50斤

58305 黃啟倧闔家 白米100斤

58306 福久產物管理有限公司 白米50斤

58307 陳福興先生 白米50斤

58308 徐村貴先生 白米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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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0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8310 重新板橋觀光市集攤商 商品45份

58311 善心人士 菜包70個

58312 板橋金元堂 白米350斤

58313 一群善心人士 白米250斤

58314 洪藝文先生 白米50斤

58315 林厚任.林師慧.簡玉雯 白米50斤

58316 林珍如女士 紙尿褲漂白水衛生棉各1.浴巾2條

58317 葉秀卿女士 養樂多200瓶

58318 謝冉女士 白米50斤

58319 合信工程公司 白米600斤

58320 胡憲周先生 白米60斤

58321 鄭婉妤.周禾軒.周宥丞先生 白米60斤

58322 鄭溪雄.鄭喬文.張阿香先生 白米80斤

58323 鄭智仁.鄭亦勛.陳真芝先生 白米60斤

58324 台北靈聖會 白米600斤

58325 彥臣技藥股份有限公司 蜂蜜20盒

58326 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500斤米粉.麵各5包.油醬油各3瓶.義大利麵醬8罐

58327 江正義先生 白米25斤

58328 江芝菁女士 白米25斤

58329 黃志瑋先生 白米50斤

58330 吉美和風大樓管委會 白米20斤

58331 陳玟吉先生 水果3箱.白蘿蔔1箱

58332 皇極玄元宮 白米300斤.供品麵醬油砂糖罐頭飲料等16箱

58333 蔡帛洋先生 保久乳5箱

58334 梁鴻亨先生 糙米12箱

58335 蔡伶芳女士 關廟麵48斤

58336 珠聖宮 白米150斤

58337 陳福瑞先生 白米34斤

58338 周呂惜先生 白米50斤

58339 周聰賢先生 白米50斤

58340 周月春女士 白米50斤

58341 李美萱.蔣惟仲先生 白米50斤

58342 蘇張阿雲女士等5人 麥片20斤

58343 莊連琴女士 餅乾1箱拉麵15袋

58344 勞保局 白米40斤.餅乾飲料.水果.泡麵等5箱

58345 嚴真觀 白米60斤

58346 吳昇鴻先生 餅乾1箱.飲料6罐

58347 陳裕庭先生 文具.玩具2箱飲料6箱洗衣精1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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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48 冠羿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550斤

58349 林子枝女士 白米25斤

58350 百達妮麗 物資10袋

58351 歐立達股份有限公司 鞋子40雙

58352 陳威宇先生 火龍果1箱

58353 英倫牙醫診所 成人紙尿褲4包

58354 張淑涵女士 生麵20斤

58355 施昆宏先生 紙尿褲10包.衛生紙4包.濕紙巾5包.餅乾1箱

58356 板橋紫竹堂 白米200斤

58357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8358 黃文慶先生 水果1箱

58359 紀怡年女士 罐頭1袋

58360 呂宇家先生 食品1袋

58361 呂垚宗.劉韋圻先生 食品1袋

58362 雷武郎先生 白米2公斤.燕麥1盒.小蘇打5包.垃圾袋2袋

58363 雷許重霞女士 洗衣精5袋.洗碗精1罐

58364 昭安宮 白米300斤

58365 三王府 白米2000斤供品1批

58366 吳森渙先生 白米100斤

58367 懷寧宮 白米150斤

58368 北王府 白米200斤.供品2份

58369 埔頂玄天宮 白米150斤供品20份.成人紙尿褲1箱

58370 慈聖宮 白米800斤.供品6份

58371 懷憶停 飲料12箱.麵食93袋.雜貨36箱.水果11箱

58372 郭昭巖議員 白米150斤

58373 宇宙虛空無極慈善宮乾坤殿 白米120斤.食品6箱

58374 台北九天宮 白米300斤

58375 廖美娟女士 白米20斤

58376 廖仁銘先生 白米20斤

58377 廖信吉先生 白米20斤

58378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餅乾.水果.飲料衛生紙等15箱

58379 台北市下塔悠福德爺宮 白米600斤

58380 華南扶輪社 飲料600瓶

58381 上典軒 供品1盒

58382 葉敏鴻先生 紙尿褲9包

58383 艋舺濟聖宮 白米560斤

58384 王邦基先生 白米200斤

58385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200斤

58386 王偉臣先生 白米2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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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87 子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100斤

58388 五千食堂 便當64個

58389 廣春盛建設 白米2斤.飲料4箱.餅乾3大袋

58390 葉敏鴻先生
白米300斤.魚.雞腿.吻仔魚.佳肉各2箱.蝦卷.三色豆.綠豆各1箱.

油米粉.麵.丸子各3箱.

58391 蔡宜盈.葉映瑤小朋友 布偶16個

58392 池玄宮 白米280斤

58393 余錦環女士 白米50斤

58394 張文聰先生等52人 生鮮.泡麵各1箱.清潔用品8箱.餅乾零食13箱.水果1箱

58395 眭澔平先生 成忍紙尿褲11包.兒童紙尿褲4包

58396 台北仁溫宮 白米300斤.乾糧6袋.罐頭1袋

58397 葉敏鴻先生 玉米粒1箱.花瓜1箱脆瓜12罐.糖.布丁1袋

58398 佛教菩提慈善基金會 白米400斤

58399 集安宮 白米400斤

58400 有誠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500斤

58401 台灣雙和慈安宮福田宮 白米200斤.飲料泡麵等供品9箱

58402 新北市果菜批發攤商愛心慈善團體 白米200斤

58403 無極金元殿 白米400斤.供品20份

58404 蔡萬成先生 白米50斤.泡麵3箱

58405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120斤

58406 華西街商圈協會 白米1000斤

58407 寶興堂 供品20包

58408 文殊堂 白米1200斤

58409 許師姐 白米100斤.供品7箱

58410 板橋北巡鎮安府 白米1200斤

58411 慈靈禪寺 白米330斤供品

58412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1000斤.供品1批

58413 桂冠實業(股)公司 奶皇包挾仁炒飯各2包蟳味棒1包

58414 吳承洲先生 白米50斤

5841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41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41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慈音功德會 白米100斤.供品11項

58418 林昭君女士 USB小電扇20個

58419 蘇怡嫺.蘇建榮.陳宜華.鄭凌儀.蘇宜宥豆皮米粉冬粉12包.紅豆5斤.玉米粒10罐

58420 心明堂三太子 白米350斤豆皮米粉各1袋.餅乾7箱

58421 全家長壽店 白米５０斤．泡麵９箱衛生紙２３串

58422 李永隆．李嘉柔先生 衛生紙８串

58423 潘暐杰先生 白米２０斤

58424 玄義堂 白米２０斤衛生紙２串活力褲４箱衛生棉８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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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25 ＣＯＣＯ 飲料７０杯

58426 新北道聖宮 白米８００斤供品１０袋．醋．醬油各１箱

58427 謝明哲．謝旺諭先生 白米１００斤

58428 邱玉鳳女士 水果飲料泡麵各１箱

58429 西玄宮 白米４８０斤泡麵．餅乾．米粉各１箱

58430 廖宥榮先生 白米２0斤

58431 向亮科技有限公司 白米２１0斤米粉醬油麵油等２２份

58432 全家板橋長民店 包子５４個．水梨１盒

58433 新莊賢德宮 白米２８0斤

58434 興傑鞋業有限公司 白米800斤.米粉40包.油2瓶

58435 三重北巡府 白米250斤油味素鹽3份

58436 唯泉教訓館 白米500斤.麵飲料各1箱

58437 萬華代天宮 白米200斤

58438 紫雲寺 白米100斤供品2箱

58439 紫竹岩 白米300斤

58440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飲料供品５４箱＋４５袋

58441 天朝池王府 白米５００斤

58442 財團法人台北福佑宮 白米１０００斤

58443 蕭淑麗女士 白米２００斤

58444 范婷婷的愛犬 白米１００斤

58445 五股玄順宮 供品５份

58446 王志雄先生 白米50斤

58447 蔡莊美金女士 白米50斤

58448 范麗娟女士 白米50斤

58449 高曼淑．高楚玲女士 白米50斤

58450 邱郁婷．邱柏誼．邱柏瑞先生 白米50斤

58451 陳維致.黃翊嘉先生 白米50斤

58452 林佳妤女士 白米100斤

58453 台北市車曾景福宮 白米100斤.愛心食品40箱.沙拉油.蛋捲.海苔共10箱

58454 康雅惠女士 供品5箱

58455 善心人士 紙尿褲5箱

58456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1400斤.供品17箱

58457 台北市普濟寺 白米500斤.餅乾5箱

58458 士林慈誠宮 白米2000斤

58459 紫雲寺 白米100斤.餅乾汽水5箱

58460 三年五班黑糖珍奶鋪 珍奶65杯

58461 楊淑芬女士 養樂多60瓶

58462 陳美喬女士 養樂多20瓶

58463 錦誠貿易 養樂多20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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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64 子憶 養樂多10瓶

58465 子靓 養樂多10瓶

58466 劉怡彣先生 優酪乳20瓶

58467 社團法人台北市東隆慈善協會 白米108斤.供品3盒

58468 劉鄭巧草女士 白米800斤

58469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8470 汪庭榛女士 柚子20斤

5847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47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847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847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475 善心人士 白米75斤

58476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58477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58478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5847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48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8481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58482 善心人士 白米30斤

5848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8484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5848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848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848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8488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5848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8490 善心人士 麵意麵.水果7箱.壽桃麵塔2個食品等

58491 善心人士 餅乾3箱.水果1箱

5849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8493 李懿珈女士 水餃8包.肉包2包

58494 正安扣具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300斤

58495 善心人士 白米10斤

58496 小花手工蛋捲.李碧霞 白米20斤.沙拉油2桶

58497 林玥彤.林妍彤女士 飲料2箱.蛋捲15包.布偶10個

58498 丁家李莫府千歲 白米800斤乾糧16箱.飲料6箱

58499 曾文衍先生 個人清潔用品15罐

58500 善心人士 個人清潔用品15罐

58501 陳玟吉先生 水果2箱

58502 太陽城餐廳 白米200斤.飲料.麵個3箱.菇類2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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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03 劉安捷先生 月餅5盒

58504 淡水好吃雞肉魏小姐.沈先生 熟食雞肉5隻

58505 善心人士 供品8袋

58506 陳建宏先生 早餐60份

58507 陳志和先生 紙尿褲4袋

58508 王邦基先生 白米200斤

58509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200斤

58510 王偉臣先生 白米200斤

58511 梁勝雄先生 文旦2箱

58512 良食企業社 碎米8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