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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04 詹寬仁先生 白米200斤

42705 邱玉鳳女士 鱼5斤

42706 林美珠女士 白米100斤

42707 台北市佛教大方廣關懷協會 油3罐

42708 千佛山華德禪寺 白米500斤.供品1批

42709 許瓊云女士 白米50斤

42710 黃仲良先生 白米50斤

42711 陳美枝女士 麵條2箱

42712 楊輝基先生 白米100斤

42713 吳榮烽先生 白米50斤

42714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2715 林妙穗女士 糖果4包

42716 蘇敏君女士 小菜1袋

42717 友華生技醫藥(股) 羊奶粉6箱.紙尿褲9箱

42718 善心人士 舊衣3件

42719 謝惠兆女士 白米100斤

42720 曾庸哲先生 白米50斤

42721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2722 祥詠貿易(股) 加哩料理包4箱

42723 合全產品開發(股) 皮件文具3組

42724 港商遠東恆天然乳品 奶粉1箱

42725 安麗日用品(股) 兒童隨手杯5箱.方巾8箱

42726 南僑化工(股) 肥皂1箱

42727 慶豐商貿有限公司 紗布1箱.OK绷1箱

42728 台灣留蘭香(股) 軟糖1箱

42729 七明企業有限公司 襪子10雙.手提包10個

42730 香港商亞洲費列羅有限公司 巧克力1箱

42731 台灣舒潔(股) 冷熱敷墊1箱

42732 一成藥品(股) 白蘭清1箱.散溫貼2箱

42733 福盈科際化學(股) 環保去汙液1箱

42734 肇威(股) 清潔用品1箱

42735 美商亞培台灣分公司 玩具3箱

42736 尚綸企業有限公 司 LED負離子手錶

42737 鉅豐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LED腳踏車後灯1包

42738 富雅樂企業有限公司 拼裝地毯2箱

42739 大華紀錄器(股) 溫濕度表1盒

42740 東杰貿易(股) 神奇吸管1盒

42741 寶群貿易有限公司 巧克力粉1盒

42742 豪里金貿易有限公司 垃圾桶1箱

42743 模里西斯商新西蘭乳品公司 保久乳1箱

42744 泰均生物科技 白米1包

42745 高德實業 蘆薈修髮霜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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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46 實證因果紫微斗數學會 白米500斤.罐頭15箱

42747 莊淑卿女士 白米30斤

42748 黃崇廉先生 白米30斤

42749 周冠宇先生 麵條2箱

42750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2751 胡小姐 白米50斤

42752 黃老師 飲料50份

42753 祥順茶行 白米50斤

42754 黃明正先生 水果10籃

42755 李木哖女士 麵條1箱

42756 張素玲女士 大薏仁3.4斤 紅豆2斤 雞蛋1箱

42757 李瓊芳女士 饅頭320個

42758 中和聖恩宮 白米650斤.供品1批

4275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2760 姜蓉.呂安晴女士 白米100斤

42761 五府千歲 白米100斤

42762 邱麗璇女士 白米50斤

42763 德義基金會 白米500斤

42764 作廢

42765 廖于瑞女士 白米50斤

42766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2767 廖千千女士 白米50斤

42768 林清如女士 白米50斤

42769 張素玲女士 龍眼乾2盒

42770 環南市場甲棟 白米50斤

42771 黃菊陞先生 香皂3盒

42772 廖本鎧先生 白米50斤

42773 盧培青先生 白米50斤

42774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2775 宋氏照遠出版社 書12本

42776 黃奕興先生 味精6盒.醋6瓶.拖把5枝.水桶5個.專用垃圾袋2個

42777 曾珠藍女士 白米50斤

42778 善心人士 日用品1批

4277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2780 善心人士 二手衣1袋

42781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棗.枸杞.青旗各1斤

42782 紀志勇先生 白米40斤

42783 楊奕鍾先生 果凍6盒.糖果10包

42784 曾禈英女士 白米250斤.油1箱.麵1箱

42785 運先生 白米100斤

42786 柯清致先生5人 環保垃圾袋12包

42787 善心人士 油1桶

42788 善心人士 衛生棉2箱.洗髮精55瓶

42789 黃仲良全家福 白米50斤



42790 鄭戴馨.郭美卿先生 白米50斤

42791 蔡騏霖先生 白米100斤

42792 陳正翰.李綉婷先生 白米100斤

42793 邱太太 白米50斤

42794 孫瑞輝先生 白米50斤

42795 祥順茶行 白米50斤

42796 張素玲女士 紅棗.枸杞.青旗各1斤.肉鬆3罐

42797 薛宗賢先生 白米600斤

42798 吳劉錐先生 白米200斤

42799 蔡雯巧女士 白米25斤

42800 楊鴻觀先生 白米500斤

42801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2802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棗薏仁各3斤

42803 華夏義工協會 紙尿褲8箱+2包

42804 天德太子堂 水餃15盒.丸子5斤

42805 王培浩先生 巧克力蛋糕60個

42806 吳美西女士 白米100斤

42807 翁攀婓先生 白米100斤

42808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50斤

42809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2810 曾湘婷女士 白米20斤

42811 黃秀蓉女士 白米200斤

42812 善心人士 皮帶2件

42813 鳳玄宮 白米300斤

42814 蔡明秀女士 白米220斤.食品1批

42815 集馨愛心社 日用品1批

42816 快樂愛心義工隊 清潔用品9瓶.牙膏17條

42817 謝其欽先生 白米20斤

42818 戴筱薇女士 白米20斤

42819 許清種先生 調味料1袋.飲料1箱.水果4盤

42820 季忠華先生 餛飩2袋

42821 林純慈女士 米粉2箱.黑木耳2斤.菇0.5斤

42822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2823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2824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2825 財團法人麥氏新東陽基金會 食品7箱

42826 莊君楨女士 白米100斤

42827 鍾孟樺女士 白米50斤

42828 陳祈君女士 白米50斤

42829 黃仲良先生 白米50斤

42830 善心人士 水果1箱

42831 林傳興先生 紙尿褲1箱

42832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食品1批

42833 陳逸勳先生 紙尿褲2包.手套5個



42834 何昱賢先生 清潔用品4罐.食品1袋

42835 樺霖有限公司 聖誕飾品6箱

42836 龍雲禪寺 白米200斤

42837 張豐全先生 白米50斤

42838 張淇瑋先生 白米50斤

42839 邱玉鳳女士 黃魚2件.烏魚膘10斤

42840 中央印製廠 垃圾袋5個

42841 侯念湘女士 白米20斤.食品1袋

42842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2843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500斤

42844 新加坡商典金網科技(股) 披薩餐卷3張

42845 經濟部愛心社 蛋糕6箱

42846 黃老師 飲料70杯

42847 阮金美女士 米糕1箱

42848 陳渝珺女士 糖果3斤

42849 洪鈺清先生等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清潔用品1批

42850 三叔公食品 麻糬32箱

42851 李宗霖先生 柳丁3箱.高麗菜1箱

42852 明昇起重機 成人紙尿褲3箱

42853 黃錦先生 白米1000斤.紙尿褲2箱

42854 善心人士 紙尿褲25箱.麥片15箱.餅乾10箱

42855 昭安宮 白米200斤

42856 魏婉芬女士 餅乾5盒

42857 莊寶萍女士 白米100斤

42858 周小姐 雞蛋2箱

42859 黃仲良先生 白米50斤

42860 胡泓尹.莊淑霞女士 白米50斤

42861 謝張爐先生等4人 白米50斤

42862 林小姐 禮卷3張

42863 善心人士 白米42斤

42864 魏婉芬女士 餅乾2盒

42865 新店慈音佛堂 白米200斤

42866 陳楊含笑女士 白米100斤

42867 張素玲女士 雞蛋2箱.紅棗.枸杞.青旗

42868 羅明進先生 白米60斤

42869 五府千歲 白米100斤

42870 蔡碧華女士 白米100斤

42871 太陽城餐廳 白米100斤

42872 金復興社 白米50斤

42873 善心人士 白米42斤.沙拉油18公升

42874 三德觀光大飯店 日用品1批

42875 陳盈安女士 白米40斤

42876 林玉雲女士 白米100斤

42877 楊玉精女士 白米100斤



42878 林平女士 白米20斤

42879 楊淑晴女士 白米20斤

42880 吳春分先生等3人 白米30斤

42881 任麗蘋女士 白米10斤

42882 范庭瀚先生 白米10斤

42883 邱秀麥女士 白米10斤

42884 彭錦芳女士 白米10斤

42885 李惠婷女士 白米10斤

42886 李輝奕先生 白米10斤

42887 池美燕女士 肉燥6斤

42888 海寶實業有限公司 白米1000斤

42889 陳先生 白米100斤

42890 李佳鴻先生 洗衣粉1盒

42891 錢佑宗先生 潔手晶露3瓶

42892 郭玟伶女士 洗衣粉1盒

42893 莊連鑑先生 洗衣粉1盒.潔手晶露1瓶

42894 蕭佩茹女士 潔手晶露1瓶

42895 張文諺先生 玉廁廚房清潔劑2組

42896 沈宗翰先生 潔手晶露1瓶

42897 高健文先生 玉廁廚房清潔劑1組

42898 陳冠霖先生 玉廁廚房清潔劑2組

42899 呂益準先生 玉廁廚房清潔劑1組

42900 張鈞傑先生 牙刷.牙膏.沐浴乳各1瓶潔手晶露1瓶

42901 南新國中 潔手晶露3瓶

42902 蔡宗祐先生 冰河泥香皂1盒

42903 羅美蓉女士 冰河泥香皂1盒

42904 李曉翠女士 冰河泥香皂1盒

42905 黃美芳女士 冰河泥香皂1盒.洗衣精1包

42906 李佳鴻先生 洗衣精1包

42907 郭玟伶女士 洗衣精1包

42908 林素禎女士 冰河泥香皂1盒

42909 莊連監先生 洗衣精2包

42910 張文諺先生 洗衣精2包

42911 黃意靜女士 冰河泥香皂1盒

42912 高健文先生 洗衣精1包

42913 陳冠霖先生 洗衣精3包

42914 呂益準先生 洗衣精1包

42915 張鈞傑先生 冰河泥香皂1盒

42916 沈青廷先生 冰河泥香皂1盒

42917 江采姿女士 冰河泥香皂1盒

42918 皇達真有限公司 冷凍食品2盒

42919 吳榮烽先生 香腸6包

42920 張峻源先生 白米4斤.油2桶

42921 周沛昕女士 養樂多20瓶



42922 劉建宏先生 養樂多26瓶

42923 吳麗足女士 白米50斤

42924 張慶元先生 白米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