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人 樂　捐　物　品

40548 準提精舍 白米141斤.糖果1包

40549 陳俊安先生 白米20斤

40550 白朝陽先生 白米28斤.食品1批

40551 天仁茶葉(股)公司 鳳梨酥70盒.茶包1盒

40552 黃玉通先生 水果5袋

40553 楊阿琴女士 供品1大袋

40554 林秀樺女士 供品1大袋

40555 天朝池王府 白米500斤

40556 遠創企業有限公司 白米500斤

4055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55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55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56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561 善心人士 米粉1大箱

40562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40563 善心人士 白米30斤

40564 卜藝開運館許涵雅女士 白米15斤.沙拉油.飲料各1箱.食品3袋

40565 松山慈祐宮 白米1000斤

40566 許水蓮女士 白米100斤

40567 蔡嘉珍女士 白米100斤

40568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056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0570 邱玉鳳女士 水果.包子各1箱.祭品1份

40571 覺明寺 白米250斤.供品1批

40572 松山聖龍宮 白米600斤

40573 三王府 白米5000斤

40574 許師姐 白米100斤.供品1批

40575 蔡志賢先生 白米500斤.供品1批

40576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沙拉油1箱

40577 趙蔡玉雪女士 白米100斤

40578 中華電信(股) 白米50斤.餅干2包

40579 太陽城餐廳 白米350斤

40580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0581 余佳錡.吳建霖先生 白米20斤

40582 吳柏勳先生 白米7.5斤

40583 林盈里女士 白米10斤

40584 永鎮宮 白米1100斤

40585 善心人士 白米45斤.沙拉油5瓶

40586 沈煜騰先生 麵條3箱

40587 善心人士 弦月之美門票10張

40588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麵包50個

40589 陳義勳.何昱賢先生 成人紙尿褲8包.消毒水1瓶.克寧奶粉2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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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90 吳榮峰先生 白米12斤

40591 台北三聖宮 白米600斤.食品1批

40592 王萬贊先生 白米200斤.油1桶

40593 滕建先生 水果4袋

40594 台北市中山區恆安里 白米800斤

40595 聚聖宮 白米500斤

40596 華洋針織行 白米600斤油1桶.米粉3箱

40597 艋舺善心人士 供品20袋

40598 善心人士 水果1袋

40599 台北九天宮 白米400斤

40600 黃國偉先生 白米50斤

40601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0602 懷憶停 食品1批

40603 林純慈女士 白米50斤.油1桶

40604 葉冬美女士 白米64斤.油6公升

40605 林傳興先生 紙尿褲1箱

40606 南天聖帝君 白米400斤

40607 慈航佛堂 白米100斤.餅乾3箱

40608 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沙拉油72公升

40609 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沙拉油18公升

40610 天瑤宮 白米600斤.餅乾1袋

40611 內湖基河國宅 供品38包

40612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白米200斤.泡麵2箱

40613 醒心宮 白米500斤

40614 劉麗華女士 餅乾2箱

40615 繁盛(股)公司 水餃1600粒

40616 盧美琳女士 白米150斤

40617 楊榮華女士 白米100斤

40618 王淑真女士 柚子兩箱

40619 女主角精品店 白米9斤

40620 香里食品企業(股)公司 白米100斤

40621 羞羞臉親親歌唱有限公司 白米300斤

40622 陳翠蘭女士 白米100斤.雞1隻

40623 子綿興葉(股)公司 白米100斤

40624 行天宮 白米150斤

40625 光華商場 白米500斤

40626 季忠華先生 餛飩300個

40627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0628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0629 邱玉鳳女士 香魚5斤.蚵5斤

40630 吳憲忠先生 白米50斤

40631 李堅勝先生 成人紙尿褲2包.牙刷2包.牙膏3條.沐浴乳2瓶

40632 莊亞蓁女士 日用品1袋

40633 台北市雙龍服務團 白米500斤



40634 李木哖女士 麵條1箱

40635 北邑九龍宮 白米150斤

40636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0637 天合營造有限公司 三明治50個

40638 法主宮 白米300斤

40639 賴清和先生 文旦4箱

40640 福興宮 白米300斤

40641 正心宮 白米100斤.供品1批

40642 洪罔市 白米300斤

40643 黃若熙女士 白米50斤

40644 蘇月女士 白米50斤

40645 陳炯中先生 白米50斤

40646 翁攀斐先生 白米50斤

40647 鄭惠文女士 白米50斤

40648 接財宮 白米400斤.泡麵5箱

40649 新潤建設(股)公司 飲料12箱.泡麵7箱.餅乾6袋

40650 無極天元聖寶殿 白米550斤

40651 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供品3箱

40652 富南愛心基金會 白米500斤

40653 曾得全先生 白米20斤

40654 基隆市玄天宮 白米300斤

40655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祐宮 白米1000斤.食品1批

40656 三重北巡府 白米300斤

40657 三寶觀音寺 白米200斤食品1批

40658 采雲居愛心協會 白米150斤.物資1批

40659 台北慈航宮 白米100斤

40660 璟聲電器有限公司 耳溫槍3支

40661 上典軒 白米250斤.飲料.餅乾.泡麵.粽子共18箱

40662 林佳霓女士 白米500斤

40663 廖日新先生 食品1袋

40664 廖日新先生 食品1袋

40665 福景宮眾善信 食品35盒

40666 周玉蔻.LINA女士 日用品1批

40667 張崇維先生 白米50斤

40668 廖繼章先生 冬瓜茶磚1戴

40669 賴素美女士 白米50斤

40670 士林慈誠宮  白米1700斤

40671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1000斤.食品6箱

40672 財團法人台北市菩濟寺 白米300斤

40673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0674 廖于瑞先生 白米100斤

4067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067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0677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100斤



40678 章建昱先生 柚子5箱

40679 廖日新先生 餅乾.米粉各2包

40680 三條路福德宮 白米9斤.供品4份

40681 觀世音慈心會 成人紙尿褲.洗衣粉1箱.漂白水2罐

40682 地藏庵 白米500斤

40683 莊亞蓁女士 日用品2袋

40684 施來 白米50斤

40685 玄義堂 食品1批

40686 林杉泰 日用品1批

40687 華嘉祥 白米100斤

40688 吳李秀子女士 香腸1盒

40689 鍾思筠女士 食品2袋

40690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中秋禮盒10盒

40691 王培浩先生 月餅51個

40692 廖繼章先生 食品1袋

40693 廖美娟女士 白米50斤

40694 賴秀美女士 白米50斤

40695 李水成先生 白米50斤

40696 吳翠雲女士 白米500斤.油2桶.綠豆.紅豆.薏仁.糖各10斤

40697 霓霓娛樂有限公司 三多均衡配方1箱

40698 陳逸勳.何昱賢先生 三多均衡配方1箱

40699 三條路福德宮 白米50斤

40700 基督教花蓮門諾醫院 鳳梨酥.蛋黃酥各6箱

40701 呂定成先生 白米20斤

40702 周家羽先生 白米25斤

40703 薛理志先生 白米25斤

40704 王文祥先生 白米50斤

40705 江長遠先生 白米12斤

40706 張瑜倩女士 白米12斤

40707 聯合醫院 月餅6盒

40708 桃園地方法院 中秋節禮盒1份

40709 廣聯西點麵包店 月餅3盒

40710 龍山寺 沙拉油300瓶

40711 黃秀蓉女士 白米200斤

40712 林彭郎先生 月餅20盒

40713 承天禪寺 白米20斤.供品2箱

40714 林淑娟女士 秋節禮盒12盒.柚子4箱

40715 蒲田天后宮 白米100斤

40716 善心人士 食品1批(蝦.雞.豬肉.牛肉.蘋果)

40717 古芸宮 便當60份

40718 邱玉鳳女士 魚5斤.蚵4斤

40719 景福宮管理委員會 白米520斤.食品1批

40720 德義社會福利基金會 鳳梨酥15盒

40721 繁盛(股)公司 水餃10000粒



40722 朱心慈女士 白米100斤.赤肉25斤

40723 曾明泉先生 白米100斤.沙拉油1箱

40724 詹鎵祥先生 白米50斤

4072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0726 王運祿先生 排骨13斤

40727 吳瑞卿女士 水果2籃

40728 陳新棋先生 水果2包

40729 李木哖先生 麵條2箱

40730 食益補國際(股)公司 金格蛋糕4個

40731 身心障礙保護基金會 月餅16盒

40732 王清風先生 白米200斤

40733 張素玲女士 食品1批

40734 善心人士 柚子8箱.蘋果3箱.甜桃2箱

40735 蕭國雄先生 月餅2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