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捐　贈　人 樂　捐　物　品

41451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1452 莊馥瑜.尤靜怡女士 白米17斤.食品1批

41453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150斤.水果3箱餅乾21箱

41454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

41455 林維成先生 白米50斤

41456 李木哖女士 玉米粒1箱

41457 陳逸勳.廖啟翔先生 三多奶粉1箱

41458 福德宮 白米50斤

41459 準提精舍 白米200斤.水果.糖果3袋

41460 張素玲女士 肉鬆1包

41461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50斤

41462 戴筱薇女士 白米20斤

41463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1464 天德太子堂 包子5包

41465 太陽城 陳忠修先生 白米200斤

41466 太陽城 葉明超先生 白米100斤

41467 吳景耀先生等3人 白米300斤

41468 邱玉鳳女士 魚8斤

4146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1470 林傳興先生 尿布1箱

41471 張素玲女士 味全奶粉2斤

41472 吳世昌先生 肉醬3罐

41473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白米200斤

41474 李煌樑先生 白米100斤

41475 楊鴻觀先生 白米100斤

41476 郭建成先生 白米150斤

41477 古芸天后宮 水果2袋

41478 中和慈聖堂 白米200斤

41479 許朝成先生 水餃3包

41480 畢嘉祥先生 白米100斤

41481 林純慈女士 中藥材11斤

41482 張素玲女士 肉鬆1包

41483 邱玉鳳女士 魚15斤

41484 全晟食品(股)公司 蛋餅皮4袋

41485 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白米200斤.供品1批

41486 松山奉天宮 供品1批

41487 吳美蓮女士 白米150斤.油1桶

41488 李小姐 饅頭203個

41489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1490 板橋玄武廟 白米50斤

41491 劉富國先生 米糕1箱

41492 曾慧美女士 白米35斤.日用品1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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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93 邱冠霖先生 白米50斤

41494 張素玲女士 肉鬆1包

41495 莊玉嬌女士 白米100斤

41496 柯純美女士 白米80公斤

41497 善心人士 白米50公斤

41498 邱寶愛女士 白米50斤.食品5斤.沙拉油3瓶

41499 張素玲女士 味全奶粉1盒

41500 葉仁福先生 食品1批

41501 卡羅餐廳 包子饅頭1箱

41502 陳翠蘭女士 白米150斤

41503 福智佛教基金會 物資1批

41504 嚴選名模有限公司 白米300斤

4150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1506 黃元興.江淑珍女士 成人紙尿褲30包.毛巾60條

41507 玄義堂 供品1批

41508 林家宇先生 白米4斤.食品1袋

41509 王亭文女士 食品1袋

41510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1511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241斤.鹽37包.水果1箱.餅乾24箱

41512 張素玲女士 肉鬆1包

41513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1514 曾正義先生 白米20斤

41515 廖于瑞先生 白米100斤

41516 李吉昌先生 白米50斤

41517 三重集美街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1518 吳邱鑾.吳姍輝.吳芷瑋.廖毓嬌先生 白米50斤

41519 張素玲女士 味全奶粉2斤

41520 周光中.周照凱.周照舜先生 白米100斤

41521 蛋塔工場 蛋塔225粒

41522 邱玉鳳女士 魚5斤

41523 潘孟寬先生 白米6斤.油6桶.奶粉5罐

41524 天德太子堂 香腸.甜不辣.虱目魚丸各5斤

41525 黃秀容女士 白米200斤

41526 大為商行 飲料1批

41527 張素玲女士 肉鬆5斤

41528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1529 張素玲女士 味全奶粉1盒.肉鬆1包

41530 詹寬仁先生 白米200斤

41531 吳育美女士 成人紙尿褲8箱

41532 吳楊金月女士 白米50斤

41533 黃冠榕先生 大潤發提貨劵200張

41534 賴涂樹先生 水果4盤

41535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1536 謝寶貴女士 白米50斤



4153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153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1539 薛宗賢先生 白米600斤

41540 林雲建先生 白米50斤

41541 朱秀鳳女士 雙面菜瓜布13包

41542 鄭連樹全家福 愛地潔4桶

41543 柯清致.柯劉敏子.柯妃君.柯怡君先生 海棉拖把4支.拖把頭10個.掃把組5組

41544 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750斤

41545 丁鳳玉女士 白米25斤

41546 王孝堯先生 手工蛋捲10盒

41547 張素玲女士 肉鬆1包

41548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50斤

41549 陳信和先生 白米50斤

41550 季忠華先生 餛飩200粒

41551 張素玲女士 肉鬆1包機蛋1箱

41552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

41553 張素玲女士 奶粉2斤

41554 邱玉鳳女士 魚5斤

41555 張忠仁先生 白米20斤.甜椒6斤.糖1小包

41556 張素玲女士 肉鬆2包

41557 鍾思筠女士 食品1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