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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19 周若蓁女士 白米50斤

58820 周鈺琪女士 白米50斤

58821 雲金淳女士 白100斤

58822 萬壽宮 米糕1箱.桂圓4袋

58823 陳威宇先生 火龍果1箱

58824 廖信吉先生 白米20斤

58825 廖蔡阿花女士 白米20斤

58826 廖宥榮先生 白米20斤

58827 蔡依珊女士 白米20斤

58828 廖美娟女士 白米20斤

58829 廖仁銘先生 白米20斤

58830 廖妤溱女士 白米20斤

58831 廖宏瑞先生 白米20斤

58832 廖岑芮先生 白米20斤

58833 林賜賓.蔡麗寬先生 白米100斤

58834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58835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8836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8837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8838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斤

58839 謝馨儀女士 白米4斤

58840 黃鈺翔先生 養樂多60瓶

58841 林子謙.子涵.子鈺先生 養樂多130瓶

58842 許瓊月女士 養樂多10瓶

58843 陳昱金先生 養樂多80瓶

58844 謝承佑先生 麵條20斤

58845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8846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8847 天福慈惠堂 白米10斤.餅乾飲料等20袋

58848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8849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8850 陳玟吉先生 蔬菜水果各3箱

58851 李英秀福泰師姐等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

58852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8853 漁匠甘霖 白米50斤

58854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8855 潘蔡美利女士 白米20斤

58856 財團法人得力教育基金會 童外套2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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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57 吳秀卉女士 白米75斤

58858 林美慧女士 綜合菇類1代

58859 黃國豪.先生.林淑敏女士 東元冷氣2頓0.8頓各1台..1頓2台

58860 黃盛慈女士 成人紙尿褲13帶

58861 王清齊先生 白米10斤

58862 林家蔭先生 白米40斤

58863 丁家李莫府千歲 白米800斤

5886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86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866 鄧彥綸先生 白米18斤.蔬菜12包.魚肉7包.起司糖各1包

58867 黃光瑋先生 白米50斤

58868 徐菀嬰.班傑明先生 白米50斤

58869 艋舺啟天宮 白米150斤

58870 林佳妤女士 白米100斤

58871 王偉匠先生 白米200斤

58872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200斤

58873 王邦基先生 白米200斤

58874 陳宥蓁女士 白米50斤.小蘇打25斤

58875 善心人士 蔬菜3袋.水果1箱

58876 李啟明先生 成人紙尿褲1箱

58877 楊祐誠先生 成人紙尿褲1箱

58878 黃信華先生闔家 專用垃圾袋1包

58879 善心人士 衛生紙5袋

58880 南港兄弟會 白米10斤

58881 李先生 白米200斤.蝦仁火鍋料木耳米酒麵香菇.豆皮調味品等10箱

58882 饅頭店 饅頭300個

58883 士林慈誠宮 白米2000斤

58884 桂冠實業(股) 蝦仁炒飯蝦球魚丸等4箱

58885 嚴翊銘先生 白米1斤.葵花油1瓶

58886 郭和.郭林月子女士 胚芽米2.5斤

58887 方鈞星.方子晏.嚴宗鈺.方家晨 胚芽米2.5斤

58888 余永琪女士等6人 白米1斤.

58889 嚴嘉廣先生 豬肚20斤

58890 鄒志彥先生 蔬果12箱

58891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8892 留志猛.蕭麗美先生 牛奶2箱

58893 留彧涵女士 牛奶1箱

58894 溫錫昌先生 牛奶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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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95 廣春成建設 白米3斤.冬粉1袋.麵1包

58896 劉安捷女士 柿餅.蛋糕.糕餅各1盒

58897 陳福瑞先生 白米34斤

58898 林子敬先生 白米50斤

58899 鄭翔元先生 白米50斤

58900 鄭宇倫先生 白米50斤

58901 鄭欣芸女士 白米50斤

58902 鄭宇軒先生 白米50斤

58903 鄭宇祥先生 白米50斤

58904 陳玟吉先生 蔬果8箱

58905
財團法人台北市鼎愛慈善事

業基金會
白米30斤魚肉3.5斤肉5袋.B群8瓶.罐頭14罐.紙尿褲8包.護墊5包

58906 吳銘宗先生 成人紙尿褲4袋

58907 丁川川.張曉堯先生 雞蛋糕20份.飲料10杯

58908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58909 廣聖宮 白米40斤.餅乾3箱.乾糧1箱

58910 蕭靜霞女士 白米20斤

58911 黃登宏先生 成人紙尿褲3袋.乾香菇1袋

58912 曾瓊華先生 白米150斤

58913 謝諱億先生 乾香菇.蝦米各1包

58914 吳銘宗.李慧娟.陳宏璋先生 水果1箱

58915 丁志豪先生 香菇1斤

58916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花生菱角豆捲紅豆共16斤.餅乾4箱水果2箱

58917 蔡小姐 白米150斤

58918 葉沛囷.趙睿寅先生 白米100斤

58919
謝麒仲.謝明哲.謝旺諭.吳秋

指.吳陳女士
白米100斤

58920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8921 全家板橋長民店 肉包42個.蛋糕28個

58922 洪正雄先生 白米40斤

58923 陳志和先生 成人紙尿褲4包

58924 7-11桂林門市 關東煮1箱

58925 保麗金國際貿易(有)
白米120斤奶粉6罐.麵40包燕麥片12罐紫米1包.紅豆5斤二砂20

斤冬粉12包油醬油各6瓶

58926 吳孟穎先生等5人 漂白水4箱

58927 陳玟吉先生 蔬菜水果7箱

58928 李慧娟..邱綉于先生 小魚乾2包

58929 楊淑芬女士 養樂多60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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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30 錦誠貿易 養樂多60瓶

58931 陳美喬女士 養樂多20瓶

58932 石博允先生 養樂多20瓶

58933 石育慈女士 養樂多20瓶

58934 游子億先生 養樂多10瓶

58935 劉怡彣女士 優酪乳20瓶

58936 范婷婷的愛犬BABY 白米100斤

58937 李天堯先生 便當64個

58938 吳啟明先生 胡蘿蔔10斤.洋蔥20斤.馬鈴薯40斤高麗菜1箱蔬菜2袋

58939 義芙糖有限公司 白米42斤

58940 何秀玲女士 白米8斤

58941 全家便利店康定店 飯糰70個

58942 許淑婷周文行先生 白米100斤

58943 周語洹.周奕帆先生 白米100斤

58944 全家便利店東園店 保久乳2箱飯糰50個.泡麵1箱

58945 宋宛龍先生 奇美冰箱1台.成人紙尿褲5包

58946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

58947 陳軍希先生 白米2.5斤.水果3袋

58948 祐貞有限公司 白米300斤

58949 陳錦芳女士 番茄醬2罐.沙茶醬1罐.珈哩粉.胡椒粉各2大盒.麵2袋

58950 晨馨關懷藝文團隊 橘子1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