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人 樂　捐　物　品

40197 陳莉臻女士 白米50斤

4019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199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0200 泰昇投資(股) 白米240斤.沙拉油2箱

40201 葉人慈女士 白米50斤

40202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0203 洪健益議員 黑橋牌食品禮盒1盒

40204 台北市菩提果學佛會 水果2箱

40205 陳忠修先生太陽城餐廳 白米200斤

40206 高永華先生 蔥抓餅25包.洗手乳5瓶

40207 樺舟企業(股) 養樂多80瓶.布丁48個

40208 吳育美女士 成人紙尿褲3包

40209 黃美娟女士 白米100斤

40210 徐博宏.徐翊庭先生 白米100斤

40211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麵包50個

40212 原騰國際有限公司 玉荷包15盒

40213 楊鴻觀先生 白米100斤

40214 張世歷代祖先 白米100斤

40215 陳翠蘭女士 白米150斤

40216 內湖慈雲宮 餅乾1袋

40217 劉秀卿女士 成人紙尿褲8袋.手套22雙.砂糖8包

40218 周玉蔻女士 成人紙尿褲6包.奶粉2罐.毛巾12包.襪子5包

40219 台北是菩提果學佛會 水果2箱

40220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40221 吳翠雲女士等 白米500斤.油2桶.綠豆.薏仁個2斤.砂糖10斤

40222 謝柏增先生 白米50斤.綠豆5斤

40223 邱玉鳳女士 蚵5斤.魚5斤

40224 芊香園泡沫茶坊 白米100斤

40225 無極妙善宮 白米64斤

40226 財團法人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200斤

40227 鄧聖樺先生 白米500斤

40228 李吉昌先生 白米25斤

40229 劉羨梅女士 白米25斤

40230 廖于瑞先生 白米100斤

4023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0232 陳明潔女士 烏骨雞.土雞各5隻

40233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0234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0235 善心人士 衛生紙1箱.衛生棉1香.目玉辱.洗髮精共21瓶

40236 陳美珠女士 白米50斤

40237 張育齊先生 白米25斤

40238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470斤.供品1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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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39 吳憲忠先生等3人 白米50斤

40240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三明治50個

40241 廣聯西點麵包何敦煌先生 消費劵1張

40242 何敦煌先生等3人全家 白米100斤

40243 善心人士 水果1箱

40244 陳逸勳先生 尿布10袋

40245 黃鈺棨先生 小玩具1箱

40246 台灣百事食品(股) 洋芋片35箱

40247 松江器材有限公司 白米10斤.口罩50個

40248 林弘彬先生 白米100斤

40249 陳淑英女士 白米50斤

40250 蔡緯宇先生 白米50斤

40251 郭麗娟女士 白米50斤

40252 王建興先生 白米25斤

40253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0254 成培菱女士 白米50斤

40255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白米300斤

40256 吳育美女士 砂糖23斤

40257 陳尹安股長 白米50斤

40258 張石松先生 白米60斤

40259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026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261 吳世昌先生 肉醬3罐

40262 劉人瑋先生 麵條1箱

40263 林存正先生 白米50斤

40264 黃如明先生 白米7斤

40265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紅豆吐司50份

40266 徐博宏.徐翊庭先生 白米100斤

40267 季忠華先生 餛飩250粒

40268 柯清致.柯劉敏子.柯妃君先生 塑膠手套40雙

40269 朱秀鳳全家福 砂糖2大包

40270 鄭連樹全家福 塑膠手套20雙

40271 孔家蕊女士 米粉20包.白米150斤

40272 梁顏品先生 白米1000斤

40273 詹寬仁先生 白米200斤

40274 謝彥霖先生 白米50斤

40275 陳重良先生 白米100斤

40276 連振宏先生 白米50斤

40277 曾慧美.鄭匯伶女士 衛生紙5袋.罐頭.海苔45罐

40278 余梓甄.余易青女士 食品1袋

40279 周玉蔻.李賢礽女士 純水5箱

40280 陳美智女士等6人 純水5箱

40281 蘇先生 麵包50個

40282 善心人士 麵包56個



40283 邱玉鳳女士 魚20斤

40284 葉楚涵.葉安琦女士 白米50斤

40285 太陽城餐廳 白米200斤

40286 林瑞山先生 白米250斤

40287 游川泰先生 白米4斤食品2袋

40288 林金桃女士 白米50斤

40289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麵包50個

40290 台北松山慈祐宮 白米300斤

40291 善心人士 西瓜2箱

40292 王文祥先生 白米50斤

40293 許成功先生 白米5斤

40294 林王麗玥女士 白米20斤

40295 張瑜倩女士 白米10斤

40296 江長遠先生 白米15斤

40297 周家羽女士 白米25斤

40298 薛理志先生 白米25斤

40299 黃子庭女士 消費劵9張

40300 天瑤宮.曾美菊女士 食品5包

40301 台北市稅捐稽徵處大同分處 芒果2箱鳳梨1箱

40302 林傳興先生 成人紙尿褲2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