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收據序號 捐  物  者 樂  捐  物  品 備註

1 62798 關渡宮 白米50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2 62799 吳憲忠先生 白米15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3 62800 吳玳慶先生 白米10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4 62801 吳宛儒女士 白米5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5 62802
七喜廚房社會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螢火蟲暖心包42份 小家領用

6 62803 陳敬性.石淑華先生 白米25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7 62804 陳心硯.陳芯研先生 白米25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8 62805 唐維鴻先生 白米5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9 62806 徐先生 青菜2樣.紅蘿蔔.馬鈴薯.洋蔥各1袋薑3斤 交廚房烹煮處裡

10 62807 曾景輝先生 益生菌3包 院生食用

11 62808 金豪運企業社 益生菌3包 院生食用

12 62809 EVA 葉黃素3瓶 院生食用

13 62810 曾佳奇女士 白米24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14 62811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除濕機2台.果汁機10台.單人床包24組葉黃

素.益生菌各12盒.乳液34瓶餅乾10盒
小家領用

15 62812 跏蚋正興宮 麵線2箱 交廚房烹煮處裡

16 62813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17 62814 林世昌.林治勝先生 白米10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18 62815 楊雅婷女士 33公升垃圾袋45包 小家領用

19 62816 李小姐 豆奶酪48個 小家領用

20 62817 楊淑芬女士 養樂多60瓶 小家領用

21 62818 錦誠貿易 養樂多60瓶 小家領用

22 62819 劉芬伃女士 優酪乳20瓶 小家領用

23 62820 東鉅美食 蘋果1箱.白米100斤 交廚房烹煮處裡

24 62821 三百 白米72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25 62822 老紀私人房事 黃金泡菜4包.海帶絲4包.番茄鳳梨4包 交廚房烹煮處裡

26 62823 林希瑜女士 白米21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27 62824 王山月先生 白米6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28 62825 楊雅婷女士 黃金魚油27瓶 小家領用

29 62826 栗張雲蓮女士 白米10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30 62827 徐桂櫻女士 粽子35個 交廚房烹煮處裡

31 62828 黃禾婷女士 粽子35個 交廚房烹煮處裡

32 62829 潘美玉女士 西瓜6顆 交廚房烹煮處裡

33 62830 陳美雅女士 甜柿1箱 小家領用

34 62831 曾閩美.林宇珊.林宇湘 白米10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35 62832 陳思惟先生 奶皇包1大箱 交廚房烹煮處裡

36 62833 陳威新先生 豆漿5瓶 小家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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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62834 蔡文麗女士 包子150個.豆漿15杯 交廚房烹煮處裡

38 62835 江心吾先生 蛋2箱 交廚房烹煮處裡

39 62836 謝承佑先生 生麵條20斤 交廚房烹煮處裡

40 62837 吳柏漢先生 白米10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41 62838 吳先生 白米10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42 62839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43 62840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44 62841 江中西先生 豆奶酪34個 小家領用

45 62842 林清晢先生 養樂多60瓶 小家領用

46 62843 吳偉賓先生 養樂多60瓶 小家領用

47 62844 江瀞儀女士 養樂多60瓶 小家領用

48 62845 陳富承先生 養樂多60瓶 小家領用

49 62846 吳仁倉先生 養樂多60瓶 小家領用

50 62847 謝宜廷先生 養樂多60瓶 小家領用

51 62848 天山行 養樂多60瓶 小家領用

52 62849 林君謙.林子涵.林子庭 養樂多130瓶 小家領用

53 62850 朱建基先生 養樂多60瓶 小家領用

54 62851 蔡寶琴.池雅雯.王智豪.池晏良 養樂多60瓶 小家領用

55 62852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小家領用

56 62853 鄭世恩先生 專用垃圾袋33公升25包 小家領用

57 62854 小太陽 果汁.調味乳各8箱.牛羊乳片各4瓶 小家領用

58 62855 艋舺四面佛 白米250斤.米粉.關廟麵各2箱 交廚房烹煮處裡

59 62856 創達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海苔可頌600個 小家領用

60 62857 朱泳翰先生 蘋果1箱 小家領用

61 62858 善心人士 衛生紙5袋 小家領用

62 62859 高瑋君女士 養樂多90瓶 小家領用

63 62860 徐先生
青菜2樣各10斤.紅蘿蔔馬鈴薯洋蔥各10斤.

蒜薑各3斤.蔥2把
交廚房烹煮處裡

64 62861 廖信吉先生 白米2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65 62862 廖外阿花女士 白米2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66 62863 廖宥榮先生 白米2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67 62864 養樂多中山宅配 膠原布丁108瓶 小家領用

68 62865 e直初肉包 紅糖饅頭包子1箱 交廚房烹煮處裡

69 62866 陳慶裕先生 垃圾袋33公升4袋.保鮮膜30個 交廚房使用

70 62867 潘家宏.林淑琪先生 白米10斤豬肉.蔬菜各10斤 交廚房烹煮處裡

71 62868 e直初肉包 包子饅頭1箱 交廚房烹煮處裡

72 62869 張啟能先生 白米4公斤 交廚房烹煮處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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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62870 善心人士 保久乳42瓶.布丁42個.五倍券1張價值500元 小家領用

74 62871 陳榆涵女士 白米5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75 62872 徐先生
青菜2樣各10斤.紅蘿蔔馬鈴薯高麗菜各10

斤.薑3斤.
交廚房烹煮處裡

76 62873 陳威宇先生 橘子80顆 小家領用

77 62874 新北市南風慈善關懷協會 白米40斤.雞蛋2盒 交廚房烹煮處裡

78 6287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79 62876 吳家銓.吳榮先生 白米200斤.綠豆6包紅豆2包.砂糖1袋.雞粉2罐 交廚房烹煮處裡

80 62877 游鎰愷先生 白米5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81 62878
財團法人台北市典亮慈善基

金會
白米150斤.麵1箱 院生食用餘折現

82 62879 王蔡龍玉.王邦基.王偉臣先生 白米5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83 62880 吳秋指.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84 62881 吳建星先生 五倍券10張價值5000元 領用購買食材

85 62882 朱小姐 蘋果1箱 交廚房烹煮處裡

86 62883 鼎富鋼鐵鋁門窗 落地窗2樘 家園設施

87 62884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88 62885 宋睿成先生 垃圾袋33公升5包 小家領用

89 62886 蔡王秀琴女士 白米5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90 62887 謝宥勝先生 背包帽子衛生紙防風外套各2個.地瓜12個 小家領用

91 62888
陳柏村.肖瑋平.陳詠菁.陳育

錡.陳玟嘒
白米600斤.沙拉油4箱.醬油2箱 院生食用餘折現

92 62889 福田功德會 烘碗機2台 小家領用

93 62890 陳美雅女士 蘋果38顆 交廚房烹煮處裡

94 62891 潘美玉女士 木瓜8顆 交廚房烹煮處裡

95 62892 吳夢賢先生 橘子22顆 交廚房烹煮處裡

96 62893 王家慶先生
蘋果奇異果各1箱.火龍果2箱.替代片14袋.

復健褲2袋濕紙巾10包
小家領用

97 62894 鄭炳煌先生
衛生紙3袋.紙尿褲10袋.看護墊43片.洗髮精

7罐沙茶醬2罐
小家領用

98 62895 吳富逸先生 紙尿褲.替代役2箱.看護墊1箱 小家領用

99 62896 蕭棨名先生 五倍券乙份.價值5000元 領用購買食材

100 62897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7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101 62898 宇宙虛空無極慈善宮乾坤殿 水果1袋 小家領用

102 62899 陳碧如女士 養樂多250瓶 小家領用

103 62900 萬哥 養樂多125瓶 小家領用

104 62901 郭文娟女士 蘋果汁48瓶.優酪乳55瓶 小家領用

105 62902 許慈真女士 養樂多60瓶 小家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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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62903 士林慈誠宮 白米20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107 62904 許秀美女士 養樂多250瓶 小家領用

108 62905 謝煒基先生 豆奶酪24瓶.膠原布丁8瓶 小家領用

109 62906 楊紀慈先生 麵包50個 小家領用

110 62907
財團法人台北市德義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白米50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111 62908 緯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鞋子30雙 院生使用

112 62909 好記刀削麵 青菜2袋 交廚房烹煮處裡

113 62910 全家板橋長民店 冷凍包子130顆 交廚房烹煮處裡

114 62911 何宸宜先生 蛋1箱 交廚房烹煮處裡

115 62912 黃薏庭女士 白米5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116 62913 汪家豪先生 涼麵50份 小家領用

117 62914 許育誠先生 涼麵25份 小家領用

118 62915 謝名鈞先生 白米5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119 62916 唐維鴻先生 白米5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120 62917 陳心硯.陳芯研先生 白米25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121 62918 陳敬性.石淑華女士 白米25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122 62919 黃曉君女士 水壺1箱 小家領用

123 62920 劉圭瑋先生 益生菌2盒 小家領用

124 62921 王力瑪女士 益生菌2盒 小家領用

125 62922 羅婷喬女士 益生菌2盒 小家領用

126 62923 蘇耀星先生 白米5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127 62924 潘孝良.劉韋圻先生 食品1箱 交廚房烹煮處裡

128 62925 劉美松先生 白米100斤 院生食用餘折現

129 62926 善心人士 五倍券10張價值5000元 交廚房烹煮處裡

130 62927 王增譽先生 蓮霧8箱 小家領用

131 62928 全家板橋長民店 冷凍包子150顆 交廚房烹煮處裡

132 62929 林雅嵐女士 豆奶酪3瓶.膠原布丁26瓶 小家領用

133 62930 蔡宜蓁女士 豆奶酪3瓶.膠原布丁26瓶 小家領用

134 62931 楊國碩.張嫚凌女士 醬油12瓶 交廚房烹煮處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