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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55 涂文財先生 白米10斤

59156 善心人士 牛肉片6盒

5915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9158 雙月生物科技(股) 全雞湯8盒雞腿湯20盒.麵條10袋

59159 陳美枝女士 麵1箱

59160 袁愉惠女士 魚1包

59161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59162 林賜賓.蔡麗寬先生 白米100斤

59163 南港富南宮愛心會 白米680斤

59164 楊國碩.張嫚凌女士 白米50斤

59165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9166 黃志緯先生 白米50斤

59167 勝昌食品有限公司 白米200斤

59168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佑宮 白米100斤

59169 尚恆小物 罐頭53個

59170 林家蔭先生 白米40斤

59171 陳弈儒先生 柳丁1箱

59172 黃士原先生 白米25斤

59173 吳妙根.廖仙領先生 關廟麵5箱

59174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9175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9176 李拾妹.黃昱翔.黃昱喆先生 白米100斤.醬油1箱

59177 王建興先生 白米35斤

59178 謝黃玉英女士 白米7.5斤

59179 謝馨儀女士 白米7.5斤

59180 葉秀琴女士 白米20斤.油2桶

59181 天妃宮 白米200斤.麵條10包

59182 永和光復街愛心媽媽 年菜5件餅乾1件

59183 永和光復街愛心媽媽 餅乾5件

59184 魏陳好女士 白米50斤

59185 魏德福先生 白米50斤

59186 魏德祿.魏正信先生 白米100斤

59187 陳得成先生 白米50斤

59188 鄭金枝女士 白米50斤

59189 吳文華先生 白米50斤

59190 吳文瑞先生 白米50斤

59191 郭詩郎先生 白米50斤

59192 楊舒清先生 白米25斤

59193 吳欣樺先生 白米20斤

59194 善心人士王文惠 白米50斤

59195 鄭安平先生 白米25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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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96 鄭金鐘先生 白米50斤

59197 鄭金標先生 白米25斤

59198 姚建寬先生 白米25斤

59199 王木水先生 白米50斤

59200 王志鵬先生鄭也玉先生 白米50斤

59201 王雅萱.王詠溢先生 白米50斤

59202 林月卿女士 白米25斤

59203 唐林玉枝女士 白米50斤

59204 杜佳蓁女士 白米50斤

59205 林助隆黃月卿林凜翔先生 白米50斤

59206 林琪芮女士 白米50斤

59207 黃士原先生 白米75斤

59208 高小姐 白米100斤

59209 陶香雲女士 日本花菇2斤.麵筋42罐

59210 鄭月妹女士 餅乾2箱

59211 周楷玟先生 白米100斤

59212 謝承佑先生 麵條20斤

59213 林希瑜先生 白米24斤

5921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9215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9216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9217 賴永仁先生 白米25斤

59218 台北天后宮 白米1300斤

59219 財團法人台北天后宮 白米400斤.物資1批

59220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9221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9222 楊淑芬女士 養樂多60瓶

59223 錦誠貿易 養樂多60瓶

59224 石育幸先生 養樂多50瓶

59225 石博允先生 養樂多20瓶

59226 石育慈女士 養樂多20瓶

59227 劉芬伃女士 原味優酪乳20瓶

59228 李陳朿女士 白米500斤

59229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冬粉3包乾貨物資8箱

59230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720斤.油10箱.米粉餅乾泡麵13箱

5923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9232 吳承洲郭景媛先生 白米50斤

5923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9234 吳深淵.黃秀麗女士 白米50斤

59235 吳須美女士 白米40斤.蛋3斤.麵豆皮1箱+2袋

59236 B女士 餅乾1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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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37 台灣消防同業愛心會 肯德基套餐.巧克力65份

59238 劉建宏.李木哖劉人瑋先生 玉米粒10罐.麵1箱紅豆二砂各5斤

59239 陳家蓉女士 白米50斤

5924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9241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9242 財團法人佛教靈宗基金會 牛肉3箱.鮭、鱈魚各2箱.蝦皮5包桂格麥片10包蔬果類7件.餅乾類13包

59243 龍益莊股份有限公司 牛肉丸10斤

59244 三陳善心人士 白米40斤.清潔用品30份.餅乾3箱

59245 楊梅芸女士 白米50斤

59246 詹德豐先生 白米40斤.醬油.油各1瓶米粉麵4包

59247 林秀妹女士 麵類3包

59248 飛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扭蛋星球.拉拉熊萌公關票各100張

59249 B女士 奇異果1箱

59250 林靆均.林品妤.林素華女士 白米50斤

59251 徐苑嬰.班傑明先生 白米50斤

59252 財團法人台北糧食協進會 蔬果5箱

59253 林君謙.林子涵.林子庭女士 養樂多130瓶

59254 許瓊月女士 養樂多10瓶

59255 黃鈺翔先生 養樂多60瓶

59256 曾玉如女士 童衣6件

59257 廖玉萱女士 白米100斤

59258 侑祥興業有限公司 肉品4箱

59259 陳玟吉先生 蔬果6箱

59260 秀月女士 雞蛋1箱

59261 吳陳牡丹女士 白米100斤

59262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59263 第一商業銀行 年菜暨食物箱18箱

59264 全家便利店 新龍口店 食物物資78組

59265 王淑美女士 食物物資2組

59266 林詩淵先生 食物物資1組

59267 沈志祥先生 食物物資1組

59268 陳淑芬女士 食物物資5組

59269 陳美玲女士 食物物資10組

59270 丁信維先生 食物物資10組

59271 全家便利店 和西店 食物物資58組

59272 全家便利店 民和店 食物物資14組

59273 侯念湘女士 白米10斤.醬油.油.甜辣醬等6瓶.二砂5斤.咖啡1罐

59274 觀世音菩薩 白米100斤

59275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70斤

59276 陳冠旭先生 白米100斤

59277 國展有限公司 3M兒童睡袋.被胎各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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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78 葉樹欉先生 白米50斤

59279 漁匠甘霖 白米50斤

59280 楊嘉福先生 3M兒童睡袋.被胎各4台

59281 余家惠先生 白米200斤

59282 崔昭隆先生 白米18公斤

59283 行善出外人 水餃1000粒

59284 陳潔女士 水餃200粒

59285 黃秀菊女士 水果糕餅禮盒9盒

59286 吳啟明先生 洋蔥紅蘿蔔蛋各1件

59287 蕭正沛先生 油6組.肉鬆類8罐.鳳梨罐4組糙米4包

59288 林佳妤女士 白米100斤

59289 吳(女育)彣女士 白米10斤

59290 聚福宮 關廟麵20箱

59291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水果6箱

59292 林先生 白米50斤.紅.綠豆各6斤

59293 謝陳素珍女士 好神拖5組.洗衣槽清潔劑3盒

59294 張德益先生 洗衣精2桶

59295 謝羽芯.陳佳明.微格設計(有) 白米150斤沙拉油2桶

59296 謝志雄先生 蘋果1箱.橘子2箱

59297 鄭志斌先生 水餃1500粒

59298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餅乾1盒

59299 善心人士 衛生紙5袋

59300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空調(股) 蛋捲7盒

59301 徐麗惠女士 SOGO禮卷1張面額1000元

59302 吳添財先生 SOGO禮卷1張面額1000元

59303 詹進龍先生 SOGO禮卷1張面額1000元

59304 簡錦發先生 家樂福禮卷1張面額2000元

59305 徐士貞女士 SOGO禮卷1張面額1000元

59306 白晢偉先生 SOGO禮卷1張面額1000元

59307 周易昌先生 SOGO禮卷1張面額1000元

59308 魏玉美女士 7-11禮卷1張面額500元

59309 吳志宏先生 白米50斤

59310 吳志成先生 白米50斤

59311 吳燕玲女士 白米50斤

59312 黃永忠先生 白米50斤

59313 吳啟明先生 高麗菜20斤

59314 全家 便利店-高鐵一店 福袋30個

59315 陳沛汝女士 年菜8套

59316 徐先生 白米50斤蛋1箱.

59317 陳玟吉先生 蔬菜2箱

59318 周濟言先生 白米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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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19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9320 葉沛囷.趙睿寅先生 白米100斤

59321 黃秀菊女士 禮盒水果蛋糕等11盒.土豆10包

59322 范婷婷的愛犬BABY 白米100斤

59323 陳志和先生 成人紙尿褲4包

59324 杜傳黃先生 白米60斤

59325 習義鵬先生 白米5斤

59326 沛津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棉被枕頭10組

59327 楨榮發興業 年菜10組

59328 王邦基.王蔡龍玉.王偉臣先生 白米600斤

59329 全家便利店-康定店 餅乾飲料各2箱

59330 全家便利店-貴陽店 餅乾飲料各2箱

59331 賴柏宇先生 年菜8份

59332 阿比佳國際有限公司 年菜11份

59333 曲玲霈女士 白米100斤

59334 蕎元手創食品有限公司 肉品33份

59335 謝承佑先生 麵條20斤

59336 財團法人鼎愛慈善事業基金會
牛腱6條.蝦卷5包.魚9條.麵包2條.保久乳4箱漂白水6瓶.洗衣

粉3包雞絲麵6盒

59337 林子敬先生 白米50斤

59338 五月天粉絲團 雞5隻

59339 丁志豪先生 白米100斤

59340 蘇文帝先生 賀眾飲水機1台.冷凍櫃210公升1台

59341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桂冠餃類25盒.蝦球.蟳味棒各5斤

59342 老紀 蕃茄情人果11包

59343 陳福瑞先生 白米40包

59344 黃玉枝女士 洗衣精18桶.洗洗衣槽10個.洗碗洗手浴廁各1瓶.瓜子類6包

59345 李雅婷女士 白米50斤.蛋2籃.油3L2桶

59346 除夕老公公 白米40斤禮物盒10盒.食品2大盒

59347 袁愉惠女士 魚1包

59348 林元吉先生 餅乾5袋

59349 蘇志鵬先生 餅乾7盒

59350 李彥潤先生 甘蔗雞7.5隻

59351 大台中愛心同心會 白米60.2斤.麵17包.玉米粒醬油各1箱

59352 蔡雅萍蔡雅安女士 白米100斤

59353 道修館 白米1500斤

59354 宋睿丞先生 洗衣精6瓶.漂白水1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