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人 樂　捐　物　品

41300 楊宇福全家福 3L電碗

41301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900斤沙拉油11箱乾糧1箱.泡麵3箱冬粉1箱

41302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1303 周台光先生 白米50斤

41304 周南月鳳女士 白米50斤

41305 周強生先生 白米50斤

41306 周建宇.周純茹女士 白米50斤

41307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1308 林品妤.林國豪先生 白米150斤

41309 丸吉水果行 棗子1箱

41310 邱冠華先生 棗子1箱

41311 張素玲女士 麵20包.紅豆4斤.薏仁2斤.砂糖5斤.

4131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1313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41314 英業達集團 電影票50張

41315 潘盈均先生等7人 紅包袋1箱

41316 林純慈女士 雞蛋1箱當歸1盒.人蔘鬚1斤青旗2.5斤

41317 郭品慧女士 白米350斤

41318 林佳穎女士 超及小刀13盒

41319 馮佩韻女士 柳丁1箱

41320 善心人士 二手飲水機

41321 李志漢先生 糖果2包.煎餅1袋

41322 金復興社等四人 白米50斤

41323 賽仕電腦軟體(股) 舞韻風華票劵20張

41324 華世生泰科技(股) 多功能粉30斤

41325 綠森林生態科技 多功能粉30斤

4132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1327 邱玉鳳女士 魚10斤

4132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1329 高秀卿女士 白米50斤

41330 洪滄霖先生 肉.排骨2袋

41331 李美慧女士黃憲育先生 白米100斤

41332 謝寶貴先生 白米50斤

41333 慈妙堂 白米50斤

41334 徐翊庭.徐博宏先生 白米100斤

41335 魏厚龍先生 毛衣47件

41336 張興驊先生 白米100斤

41337 善心人士 白米500斤

41338 財團法人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200斤

41339 聚福宮 白米700斤

41340 林傳興先生 包大人紙尿褲1箱

41341 陳美枝女士 醬油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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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2 台北保安宮 白米250斤.物資1批

41343 台大EMBA基金會 白米9斤

41344 蔡居倫先生 白米105斤

41345 陳翠蘭女士 白米150斤

41346 柯清致先生等4人 火鍋料30斤

41347 朱秀鳳全家福 瓜子4斤

41348 鄭連樹先生 花生10斤.瓜子6斤

41349 張素玲女士 白細麵20小包

41350 王先生 白米200斤.油1箱

41351 何姍靜女士 白米200斤

41352 永齡社會福利基金會 園遊劵20張

41353 劉秉諭先生 白米50斤

41354 劉承錫先生 白米50斤

41355 吳幸蓁女士 白米50斤

41356 吳美玲女士 關廟麵2箱

41357 林秀惠女士 關廟麵1箱

41358 劉瑞玉女士 關廟麵2箱

41359 林源添先生 關廟麵1箱

41360 邱皇茂先生 提拉米蘇8盒

41361 蕭基淵先生 葵花油5瓶.玉米粒24罐.燉雞6包.水餃12包

41362 姜禮釷先生 白米100斤.葵花油2瓶

41363 新順發餅店 餅乾1箱

4136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1365 邱寶愛女士 白米50斤.油3瓶.香腸5斤.關廟麵4包

41366 闔家小吃 食品1批

4136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1368 陳莉臻女士 白米50斤

41369 吳翠雲女士 白350斤.油2桶.紅豆10斤.糖5斤

41370 宇于實業有限公司 皮蛋200個

41371 吳沛玲會計事務所 白米100斤

41372 林寶鑾女士 白米100斤

41373 李樺先生 白米50斤

41374 林寶鑾女士 白米100斤

41375 黃維堅先生等5人 白米50斤

41376 凱豐企業社 白米50斤

41377 善心人士 泡麵4箱

41378 張素玲女士 紅豆.二砂.薏仁10斤

41379 方包.方翁玉女士 白米50斤

41380 西昌街地藏王廟 白米1000斤

41381 李吉昌先生 白米50斤

41382 廖于瑞先生 白米100斤

41383 吳淑珍女士 白米100斤

41384 林昇池先生 白米100斤

41385 鄭嘉妤女士 食品1批



41386 徐寶瑛女士 富貴油雞腿20隻

41387 余幸司女士 高山茶1盒

41388 葉仁福先生 水果7袋.肉乾14包

41389 王培浩先生 巧克力蛋糕58個

41390 楊嵐茵女仕 水果5箱

41391 沈長聲先生 肉品1批

41392 三條路福德宮 白米18斤.食品4袋

41393 何昆龍先生 禮劵4張

41394 三重市集美街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1395 朱博翰先生等4人 白米50斤

41396 統一超商板金門市 年菜10盒

41397 杜傳貴先生 白米100斤

4139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1399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長安東路派出所 水果禮盒2盒.巧克力糖果50個

41400 割包吉盛夏 雞蛋2箱.洋蔥1袋

41401 王姵晴女士 食品1袋

41402 陳韵蓁女士 食品1袋

41403 陳可妤女士 食品1袋

41404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肉鬆5斤

41405 林佳蓁.林品宏先生 蘿蔔糕12個

4140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1407 懷憶停女士 水果1批.壽桃3箱壽麵2箱

41408 林皓權先生 背心20件.長褲24件

41409 廖惠韻女士 背心15件

41410 李東垣先生 背心15件

41411 吳東龍先生 女鞋10雙

41412 王韋權先生 厚襪子10雙

41413 楊若以先生 男鞋10雙

41414 林萬良先生 男鞋10雙

41415 王姵之女士 厚襪子25雙

41416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4141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1418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

41419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

41420 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

41421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1422 周緞女士 白米50斤

41423 善心人士 供品1批

4142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葵花油2瓶

41425 張素玲女士 奶粉2斤

41426 蔣呂燕麗女士 關廟麵2箱

41427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1428 八王星星藝術管理有限公司 白米18公斤.飲料2箱.餅乾1包

41429 善心人士 襪子12雙



41430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1431 邱玉鳳女士 魚8斤

41432 張素玲女士 奶粉1盒

41433 吳育美女士 成人紙尿褲8箱

41434 龍山寺 油220瓶餅乾12箱

41435 吳憲忠先生等3人 白米100斤

4143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143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1438 吳秋來先生 白米50斤

41439 張素玲女士 雞蛋麵1箱

41440 松山慈祐宮 供品1批

41441 張素玲女士 肉鬆1包

41442 季忠華先生 餛飩1袋

41443 薛宗賢先生 白米600斤

41444 柯平華先生 元宵2盒

41445 李賢礽先生等3人 日用品1箱(奶粉.衛生紙.香菇.泡麵)

41446 朱心慈女士 白米100斤.赤肉25斤

41447 曾明泉先生 白米100斤.油1箱

41448 詹鎵禎先生 白米50斤

41449 劉召民先生 水果4盤

41450 駱怡如女士 水果1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