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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72 台北市華西街商圈協會 白米1100斤

56573 許師姐 白米100斤.米粉.油1箱.關廟麵2箱.乾貨餅乾5包

56574 慈靈禪寺 白米300斤.供品15箱

56575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500斤.供品(麵.金針.黑木耳.米粉.玉米醬.飲料等)80箱

56576 士林慈誠宮 白米2000斤

5657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578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奶粉18罐

56579 吳先生 供品1箱

56580 中和玄濟會 白米300斤.衛生紙5箱.油2箱.麵3箱

56581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6582 西玄宮 白米310斤.飲料4箱.米粉1箱.餅乾7袋

56583 中信房屋捷運新北園區站加盟店 愛美力.沐浴用品.竹炭水.餅乾.冬粉.油13箱

56584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6585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6586 黃龍平.盧明男 白米60斤

56587 黃紹虎先生 白米40斤

56588 柯盛欽先生 白米50斤

56589 謝順春先生 白米50斤

56590 柯易成先生 白米50斤

56591 柯怡亘女士 白米50斤

56592 莊黃月女士 白米50斤

56593 劉良枝女士 白米50斤

56594 劉柯阿琴先生 白米50斤

56595 王志雄先生 白米50斤

56596 詹文玲女士 白米50斤

56597 林振源先生 白米50斤

56598 五股玄順宮 供品6份

56599 台灣省城隍廟 供品10箱

56600 廣春成建設 飲料2箱

56601 中華民國慈音功德會 白米100斤.乾貨.油.調味品等7箱.冬瓜1顆

56602 福景宮 供品60盒

56603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6604 新莊賢德宮慈善會 白米300斤

56605 台北市蔬菜同業公會 白米360斤.麵2箱

56606 蔡麗月女士 白米100斤

56607 萬華宮 白米450斤

56608 無極王母瑤池宮 物資28份

56609 板橋弘道宮 白米2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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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10 黃志緯先生 白米50斤

56611 紫竹巖石觀音寺 白米200斤.米粉3箱

56612 新店保興堂 白米16斤.供品15份.餅乾3箱

56613 三重北巡府 白米300斤.油1桶.味精鹽共13包

56614 昭安宮 白米160斤

56615 吳修容先生 普渡用品3袋

56616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6617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6618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6619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6620 象神花坊 白米50斤

56621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冬粉1箱

56622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6623 車層景福宮 供品30箱

56624 中崙福德宮 白米760斤

56625 台北市福祐宮 白米1200斤

56626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斤

56627 謝馨儀女士 白米5斤

56628 張晨苓女士 柚子10箱

56629 明興水果行 柚子15箱

56630 臨水壇三奶夫人 白米697斤.醬油.冬粉.米粉.油.鹽.罐頭.麵.餅乾等

56631 沈雅芳女士 白米100斤

56632 鍾墾.鍾東憲先生 白米30斤.蔬菜2箱

56633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1400斤.供品(油.麵.米粉.餅乾等)18箱

56634 葉明鐘先生 白米20公斤

56635 施勝發先生 白米12斤

56636 郝葳先生 書包6個

56637 黃美幼女士 白米100斤

56638 順安壇 白米50斤.麵30斤.油2瓶.油蔥2包

56639 林家蔭先生 白米40斤

56640 劉兆森先生 白米20斤

56641 洪聖勳餅店 三明治12盒

56642 基隆文殊堂 白米1200斤

56643 松山奉天宮 白米1500斤.餅乾2箱

56644 財團法人台北市普濟寺 白米500斤.餅乾6箱

56645 許茵茹女士 營養品40瓶

56646 圓山地藏庵 白米700斤

56647 丁家李莫府千歲 白米300斤.沙其瑪2箱米粉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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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48 艋舺大眾廟 白米350斤

56649 靜心地藏庵 白米30斤.玩具2個.刨冰機1個

56650 陳家興.李淑玲.善心人士 白米50斤.食品類3箱

56651 黃先生 白米12斤

56652 聖南宮 白米250斤

56653 台北市南福宮 食品35包

56654 艋舺威靈堂 白米1000斤.米粉3箱.供品6盒

56655 郭秋雄.郭陳昭先生 養樂多200瓶

56656 每月一善 亞培愛美麗涵纖1.2卡32箱

56657 三條路福德宮 供品10袋

56658 義芙糖有限公司 白米54斤

56659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6660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6661 廖信吉先生 白米20斤

56662 廖宥榮先生 白米20斤

56663 廖美娟女士 白米20斤

56664 廖仁銘先生 白米20斤

56665 李先生 二手衣服一袋

56666 陳美枝女士 麵條一箱

56667 桃弈達先生 炸雞40隻

56668 永和光復街愛心媽媽 小月餅60顆.柚子2箱

56669 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社服會耕心田組 白米100斤.油3桶.醬油3瓶果醬2桶.黑米6包

56670 蕭正沛先生 什錦麥片.鮪魚罐各1箱.肉鬆12罐

56671 一欣裝潢廣告工程有限公司 白米80斤.餅乾2箱

56672 有愛愛心會 柚子10箱

56673 吳素合女士 餅乾2箱.飲料1箱

56674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56675 蔡孟哲先生 養樂多200瓶

56676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水果2箱

56677 郭志明先生 饅頭1箱.文旦1箱.食品15袋

56678 王增譽先生 饅頭1箱.文旦1箱.食品15袋

56679 久安劉復興.蘇日先生 冬瓜3條.柚子1袋

56680 黃致碩.陳娟娟女士 白米50斤衣物日用品5袋

56681 呂盈箴先生 白米50斤

56682 漆興華先生 白米50斤

56683 劉柏良先生 月餅2盒.百香果1箱.柚子1箱

56684 黃秋月.黃信華.闔家 垃圾袋1包

56685 賴緯宸先生 白米20斤.食品1箱

56686 善心人士 月餅7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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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87 劉韋圻.呂垚宗先生 白米2斤.食品1箱

56688 黃秀麗女士 白米50斤

56689 吳深淵先生 白米50斤

5669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69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692 廖文斌先生 白米200斤

56693 陳玟吉先生 芭樂6袋

56694 天竺宮 白米300斤.油35瓶供品1批

56695 665農創基地 柚子3箱

56696 張淑涵女士 麵條30斤

56697 台灣省城隍廟 水果6箱

56698 台灣消防同業愛心協會 漢堡餐.月餅55份

56699 陳儷方女士 白米1斤.飲料.泡麵等3袋

56700 善心人士 成人紙尿褲6箱

56701 王小姐 二手衣1袋

56702 劉柏良先生 月盒3盒.柚子3箱

56703 行政院環保署政風室 柚子2箱水果3盒

56704 李振昌先生 白米200斤.各式調味料.罐頭.烤肉食材等

56705 褚人傑先生 柚子2箱

56706 三重玄聖殿 白米300斤泡麵15箱.餅乾7箱

56707 廟池宮 白米800斤

56708 中庄仔福德宮 白米2000斤.供品30盒

56709 正崴精密工業 文旦6箱

56710 施定國先生 白米15斤

56711 廖文闊.林惠卿 家樂福提貨劵25張

56712 廣慶宮 白米50斤麵2箱餅乾米粉4箱

56713 劉柏良先生 柚子3箱.月餅2盒

56714 李木哖女士 麵筋花生麵條3箱.玉米粒10罐

56715 陳秋虹女士 柚子2箱

56716 許金蓮女士 柚子2箱

56717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6718 蘇正彥先生 柚子5箱.蔬菜3箱

56719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25斤.黑米6斤.義大利麵2箱

56720 陶奕達先生 炸雞40塊

56721 四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成人紙尿褲7箱

56722 李孟達.黃泊升先生 養樂多640瓶

56723 林艿津先生 白米150斤.油米粉各2箱.冬粉1箱.麵4箱

56724 劉建義先生 柚子100斤

56725 譽盛 餅乾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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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26 林祐鋒先生 糖果2箱

56727 黃綉惠女士 白米100斤.糖1包

56728 林泓邑先生 白米30斤.糖1包

56729 林藝澄女士 白米20斤.糖1包

56730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油2瓶

56731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6732 香港商路發企業有限公司 衣物7箱

56733 陳玟吉先生 芭樂7袋

56734 陳玟吉先生 白米10斤.地瓜.蒜.芹菜青花南瓜菇玉米等蔬菜

56735 呂明璁先生 白米1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