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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79 呂奇娜女士 白米100斤

55680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5681 霞海城隍廟 白米700斤米粉1箱.泡麵10箱.油12箱.餅乾2箱

55682 林家蔭先生 白米24斤

55683 塔卡拉甜點烘焙坊 麵包1箱

55684 劉兆森先生 白米12斤

55685 全家便利店江翠店 火鍋料80包

55686 林先生 白米75斤

55687 欣嬉(股)公司 衣服1箱

55688 吳李春鳳女士 白米50斤

55689 許哲綸先生 白米50斤

55690 勝昌食品有限公司 白米200斤

55691 依賞企業有限公司 年菜禮盒組7組

55692 鬍鬚張(股)公司 櫻花蝦油飯7盒

55693 李湘湘女士 白米100斤

55694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5695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5696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5697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5698 溫文玲女士 白米25斤

55699 吳宗翰先生 白米50斤

55700 全家江翠店 火鍋料80包.拉麵1箱

55701 段王馨慧女士 白米100斤

55702 段延駿先生 白米100斤

55703 段如方女士 白米100斤

55704 李振昌先生 白米200斤.油3桶.金勾蝦5斤.黑胡椒粒.咖哩粉各5盒.玉米粒1箱

55705 李振昌先生 玉米醬1箱.火鍋料4包.香菇1包.沙茶醬番茄醬各2桶.玉米湯5包

55706 大傑有限公司 棉花共和國平口褲48件.發熱衣40件

55707 洪育銜先生 優酪乳320瓶

55708 陳政鴻先生
鮭魚.金昌.鱈魚共34.15斤.蝦子12盒.軟絲7斤.佛跳牆10盒.烏骨雞12

包.紅魚1件.丸子10斤.干貝1包

55709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5710 台北保安宮 白米500斤.乾貨13箱

55711 國民健康署 海鮮禮盒1盒

55712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5713 王俊智先生 蘿蔔糕1籠

55714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5715 莊寶元先生 餅乾4袋.水果3箱

55716 曾素英女士 白米25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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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17 李陳束女士 白米500斤

55718 葉沛困女士 白米100斤

55719 林浚瑋先生 白米100斤.開心果瓜子9包

55720 文家祥先生 白米24.4斤.糙米4.4斤麵10包.罐頭90罐

55721 游家菁女士 白米60斤

55722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佑宮 白米2000斤

55723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5724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5725 天妃宮 白米60斤.醬油.油各3罐.麵.鹽.糖各3包.麵筋9瓶

55726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5727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5728 吳憲忠先生 白米100斤

55729 林佳緹女士 白米1000斤

55730 吳玳慶先生 白米200斤

55731 廖毓嬌女士 白米50斤

55732 吳宛儒先生 白米100斤

55733 吳姍燁女士 白米50斤

55734 廖朝創先生 白米50斤

55735 楊穳羽女士 白米100斤.衣櫃2張.清潔劑5瓶衛生紙1箱拖把4支雨衣6件

55736 陳金蓮女士 醬油沙茶醬番茄醬各1罐.糖鹽味素共9包麵條2箱

55737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5738 永和光復街愛心媽媽 年菜.5盒餅乾盒5盒.果乾6包

55739 林豐榤先生 餅乾40個

55740 陳春美女士 白米150斤

55741 林世昌.林君豪先生 白米100斤

55742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55743 周信廷先生 後背包21個

55744 聚福宮 關廟麵20箱

55745 大潤發碧潭店 愛心年菜10組.櫻花蝦米糕10組

55746 蘇柏賢先生闔家 葵花油4桶.醬油3瓶

55747 許長順先生 白米30斤.被子1組.沙拉油3瓶

55748 林維彣先生等5人 香菇1斤.豆皮3斤.肉醬魚罐頭12罐沙茶醬1大罐

55749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5750 微風源(股) 鮮奶70瓶

55751 楨榕發興業有限公司 年菜8組

55752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奶粉18罐

55753 吳小姐 白米10斤

55754 張淑涵女士 生麵條2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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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55 善心人士 白米60斤

55756 鄭小青 糖果餅乾24包

55757 善心人士 糖果餅乾30包

55758 周鴻旭.巧味便當店 壽司250斤

55759 周鴻志.泰永水產社 白米250斤

55760 曾公子.王松.黃裕盛.宋子娟 白米40斤.成人紙尿褲1箱.手套2盒.專用垃圾袋2盒

55761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5762 黃懷萱 白米4公斤

55763 張家綺女士 蠟筆5組.筆6盒.白米30斤.麵25包

55764 善心人士 櫻桃1盒

55765 善心人士 甜饅頭30顆

55766 林品蓁.張佳琳 白米6公斤

55767 蔡宗貴先生 新年禮盒4盒

55768 劉彥貞.呂奇娜 白米100斤

55769 賴樹柏 養樂多200瓶.鮮奶9瓶

55770 孫琬淋 白米50斤

55771 全家板橋江翠店 年菜6盒

55772 廖冬領 麻花卷3袋

55773 小娥 麻花卷2袋

55774 秀娟 麻花卷2袋

55775 張清梅女士 白米100斤

55776 黃秋芬女士 白米50斤.麵粉砂糖各2包

55777 呂盈箴女士 白米50斤

55778 蔣惟仲.李美萱.吳學庸 白米50斤

5577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578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5781 鍾懇 蘿蔔2袋.青菜5箱

55782 善心人士 水果1箱白米20斤

55783 林昇池先生 白米50斤

55784 林曉蘭女士 大潤發提貨劵4張

55785 謝專趂先生 包子1箱

55786 張秀英女士 餅乾3袋年菜2袋

55787 台灣海洋社福協會 白米100斤.油4桶.醬油2桶.珈哩塊1盒

55788 廖王碧瑩女士 手工餅乾9包

55789 蔡朵芯女士 白米50斤

55790 黃淑麗女士 白米50斤

55791 高陞先生 白米50斤

55792 徐先生 白米50斤.蛋1箱

55793 李軒先生 年菜3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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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94 科毅研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26斤.米粉粉絲香蕉各6包.衛生紙24包.玉米粒.魚罐頭各18罐

麵條16包

55795 ALBEE 餅乾糖果15包

55796 黃雲蘋女士 食品16包

55797 龔子蓉女士 芭樂2箱

55798 朱心慈女士 白米100斤.腿肉25斤

55799 曾明泉先生 白米100斤.沙拉油1桶

55800 詹鎵禎先生 白米50斤

55801 蔣凱文先生 白米50斤

5580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5803 邱信安.邱信佑先生 白米100斤

55804 杜傳黃先生 白米60斤.糖果1袋

55805 喬園首創食品有限公司 燻臘肉25.75斤.燻雞腿20包.饅頭8包

55806 哈哈果鋪 青菜2箱

55807 哈哈果鋪 青菜1箱蘿蔔1袋

55808 曾素勤.謝丹麗女士 水果10箱

55809 憨人灶啦 消毒水25瓶.藥皂30個

55810 吳金木先生 白米300斤.米粉2箱沙拉油3桶

55811 中華智善佛教協會 雞蛋1箱

55812 F.C.VIKINGS 增稠配方26罐

55813 岱鴻金誠國際事業(股) 喉糖2箱

55814 薛鈞仁先生 包大人成人紙尿褲7箱

55815 陳建宏先生 二手衣.側背包1箱

55816 吳鎮宏先生 衛生紙14袋.尿片6袋.漂白水20瓶.洗衣粉15盒.醋24瓶.垃圾袋3包

55817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5818 林泓邑先生 白米70斤.麵.發糕各1袋

55819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5820 鄭義融.葉人心先生 清潔用品衛生紙等32包.沙茶醬.醬油.醋等20瓶

55821 善心人士 餅乾禮盒10盒

55822 黃元興.江淑珍女士 紙尿褲30包.毛巾60條

55823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55824 涂雅綺女士 白米100斤

55825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5826 丞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米餅10箱

55827 華維國際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奶茶74盒

55828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1100斤.泡麵等供品20箱

55829 善心人士 餐盒60盒

55830 劉彥貞女士 白米100斤

55831 劉國珍.張華雯先生 白米1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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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32 葉沛囷女士 白米100斤

55833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5834 楊承雯女士 白米50斤

55835 楊義峰先生 白米100斤

55836 劉李玉燕女士 白米50斤

55837 劉春瑩.李銘宏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5838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583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