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人 樂　捐　物　品

40424 季忠華先生 餛飩200粒

40425 吳榮峰先生 白米15斤

40426 陳旺先生 白米50斤

40427 陳柯烏毛女士 白米50斤

40428 林傳興先生 成人紙尿褲1箱

40429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0430 周家羽女士 白米27.5斤

40431 薛理志先生 白米27.5斤

40432 江長遠先生 白米12.5斤

40433 張瑜倩女士 白米12.5斤

40434 許清正先生 白米5斤

40435 許成功先生 白米5斤

40436 馮泉富先生 白米5斤

40437 馮識蒼先生 白米5斤

40438 周軒霆先生 白米5斤

40439 周瑞真女士 白米5斤

40440 王文祥先生 白米50斤

40441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442 邱麗璇女士 白米50斤

40443 邱玉鳳女士 魚10斤

40444 馬卿華女士 日用品3箱

40445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0446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40447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麵包50個

40448 趙素峰先生 白米50個

40449 李木年女士 醬油1箱

40450 廖蔡阿花女士 白米50斤

40451 廖柏增先生 白米50斤

40452 廖仁銘先生 白米50斤

4045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砂糖100斤.麵粉40公斤

40454 莊格明先生 白米100斤

40455 廖日新先生 食品1袋

40456 廣聯西點麵包 蛋糕12寸1個

40457 陳蕙君女士 白米12斤.食品.日用品1批

40458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肉鬆麵包50個

4045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460 五府千歲陳昭貴先生 白米50斤

40461 張麗美女士 白米50斤

40462 馬幸君女士 白米50斤

40463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0464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0465 林秀枝先生.涂家樺先生 養樂多三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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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66 艋舺青山宮 白米1000斤

40467 陳翠蘭女士 白米150斤

40468 邱寶愛女士 白米50斤.油3桶.香腸5斤.麥片2包

40469 劉葉夏先生 白米50斤.油1桶

40470 蘆洲八仙宮信徒 白米300斤

40471 蘆洲八仙宮信徒 白米300斤

40472 蘆洲八仙宮信徒 白米300斤

40473 蘆洲八仙宮信徒 白米300斤

40474 蘆洲八仙宮信徒 白米300斤

40475 鍾思筠女士 白米4.5斤胡麻油.蕃茄醬.白醋.甜辣醬各1瓶

40476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0477 廖于瑞先生 白米100斤

40478 弘棋海產有限公司 餅乾4包

40479 岩瑞琪女士 食品3包

40480 善心人士 消費劵1張

40481 張富盛先生 白米50斤

40482 大真人府 白米250斤.日用品.食品1批

40483 蔣楊玉琴女士 水果6袋

40484 朱秀鳳女士 愛地潔1瓶

40485 鄭連樹全家福 噴效殺蟲劑12瓶

40486 柯清致先生全家 愛地潔9瓶

40487 金陵女中 衛生紙4包.衛生棉5包.毛巾1包

40488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麵包50個

40489 陳逸勳.胡妙姿女士 洗衣機一台承人紙尿褲10包.垃圾袋2包

40490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0491 朱正偉先生 成人紙尿褲4包

40492 吳育美女士 成人紙尿褲8箱

40493 施龍慶先生 白米50斤

40494 黃曉華.林建文先生 白米200斤

40495 吳政隆.林惠華先生 白米100斤

40496 邱玉鳳女士 魚25斤

40497 施佩緯女士 毛巾.牙刷.牙膏8包.餅乾6盒

40498 林旻憲先生 白米600斤

40499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三明治50個

40500 吳美連女士 白米100斤

40501 黃智成先生 成人紙尿褲8包

40502 伍顯率性宮 白米500斤.雜糧1批

40503 慶泰先生 白米20斤

40504 市立聯合醫院政風室 水果.筆禮盒各1盒

40505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

40506 李春義先生 台糖葵花油100瓶

40507 財團法人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600斤

40508 徐安邦先生 白米200斤

40509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白米600斤



40510 天宇宮 白米500斤.餅乾1批

40511 孫后杰.徐鵬.陳麗芬先生女士 白米36斤

40512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40513 善心人士 白米500斤

40514 鄭豐年先生 祭品1箱

40515 台北聖慈宮 白米350斤.麵.米粉.冬粉各1箱.餅乾3箱

40516 林郁文先生 白米1000斤

40517 JCRT國際社區 白米512斤供品1批

40518 台北慈妙堂 白米12斤

40519 盧桂鑑先生 水果4袋

40520 季忠華先生 餛飩300個

40521 善德堂  張寶元女士 白米21斤.泡麵3箱

40522 鄭吟芳.林宏試先生 白米320斤

40523 台大醫院新院舍 沙拉油12罐.礦泉水3箱.麵2箱.餅乾1箱

40524 台北花卉產銷(股)公司 三牲38盒

40525 台北縣雙和扶輪社 成人紙尿褲60箱

40526 玄元天聖宮 白米200斤

40527 台北慈雲宮 白米450斤.乾糧1箱

4052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0529 周謝秀霞女士 白米200斤

40530 林蔡月裏女士 白米100斤

40531 簡林秀美女士 白米50斤

40532 鄭國輝先生 白米50斤

40533 羅徐五妹女士 白米50斤

40534 張碧雲女士 白米100斤

40535 吳昭瑢女士 白米50斤

40536 陳華蘭女士 白米50斤

40537 楊秋蘭女士 白米30斤

40538 林謹女士 白米30斤

40539 丁鳳玉女士 白米20斤

40540 林湘淇女士 白米20斤

40541 林雅淇女士 白米20斤

40542 廣安宮 白米1000斤

40543 金玉滿堂設計事業有限公司 白米100斤

40544 黃新慧.陳一賢先生 白米50斤

40545 徐村貴先生 白米50斤

40546 景信工程有線公司 白米100斤

40547 西門超級市場全體 食品1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