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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48 張蕙麟女士 白米50斤

56949 伍鍓實業有限公司 餐巾紙2箱

56950 陳福瑞先生 白米34斤

56951 鄭嘉維先生 高麗菜2箱.肉1箱

56952 桂冠實業 雲吞20盒.海鮮飯1箱

56953 劉芷芸女士 白米20斤

56954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6955 張憲棘先生 白米22斤.鹽.八角.醬油.芥花油

56956 蔡麗月女士 白米100斤

56957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奶粉18罐

56958 吳陳瑞珠女士 白米500斤

56959 陳美枝女士 麵1箱

56960 蘇翃逸先生 白米150斤

56961 劉濠誠.劉明鑫先生 白米100斤.油1桶.麵1箱.肉鬆5斤

56962 呂宇家.呂垚宗先生 罐頭36罐

56963 張淑涵女士 生麵30斤

56964 奇益呢絨有限公司 蘿蔔糕40斤

56965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6966 鄭小青先生 柿子1箱

56967 陳玟吉先生 蔬菜6件

56968 義芙糖有限公司 白米54公斤

56969 林碧如女士 白米1.8公斤.聖誕禮品20份

56970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6971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6972 陳志和先生 紙尿褲4包

56973 吳啟明先生 白米200斤

56974 孫康泰先生 水餃600顆

56975 陳潔女士 水餃200顆

56976 郭詩云女士 水餃200顆

56977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6978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6979 林家蔭女士 白米40斤

56980 蘇佰倫先生 白米50斤

56981 林世昌.林治勝先生 白米100斤

56982 陳惠嬌女士 白米50斤.沙拉油1桶

56983 丁宥如女士 白米50斤.洗碗精1箱

56984 邱雄文先生 暖暖包2箱

56985 善心人士 鯖魚6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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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86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

56987 林口南勢福德宮 白米600斤

56988 丁家李英府千歲 白米200斤

56989 沈茂松先生 白米50斤

56990 沈世芬女士 白米100斤

56991 陳怡伶女士 白米50斤

56992 陳鈺婷女士 白米50斤

56993 江炎昇先生 白米500斤

56994 徐婉莊女士 餐包90個

56995 林鈺芸女士 小蛋糕14個

56996 善心人士 柳丁120斤.葡萄柚113斤.百香果49斤

56997 永和普天宮慈善會 洗髮精16瓶.清潔劑10瓶

56998 李振昌先生 白米200斤.油4桶.乾貨15包.沙茶醬2罐.米粉麵2箱火鍋料4包珈哩6盒

56999 陳玟吉先生 水果6箱蔡1箱

57000 大禹合作社 蔬果1箱

57001 蓁佶國際(有) 靜電貼1箱

57002 翔鼎興業(有) 黑糖磚1箱

57003 世華企業(股) 滷肉飯罐頭1箱

57004 世華企業(股) 粉絲2箱

57005 永豐餘投資控股(股) 衛生紙2箱

57006 中國化學製藥(股) 抗菌皂48個

57007 信東生技(股) 金盞花萃取葉黃飲10盒

57008 天廚國際(股) 鳳梨罐頭10箱

57009 三多士(股) 三多奶蛋白5箱

57010 益富實業(股) 高嫌營養品2箱

57011 南昌行(股) 奶粉10袋

57012 財團法人曹仲植基因會 全脂奶粉3袋

57013 財團法人曹仲植基因會 高鈣奶粉10袋

57014 陸商電子(股) 白米80斤

57015 聚德富有限公司 美膚皂10個

57016 亞積生物科技(股) 鼠尾草子5箱

57017 一成藥品(股) 退熱貼200片

57018 聯柏企業(股) 香皂24盒

57019 聯柏企業(股) 口罩10包

57020 貝恩企業(有) 面霜20罐

57021 三光洋化製藥(股) 面膜30盒

57022 皇保實業(股) 擦拭布10包

57023 美奇生技國際(有) 護手霜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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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24 睿驊生技國際 乳液1箱

57025 財團法人為生電裝教育基金會 高鈣奶粉2箱

57026 陳昧女士 廚房清潔劑6瓶

57027 尚弘水果行 白米50斤

57028 龍鳳龍女士 白米100斤

57029 黃武德先生 專用垃圾袋1包

57030 原創曾(股) 甜點60個

57031 葉沛囷.趙睿寅先生 白米100斤

57032 龍巖(股) 養樂多5包.鮮奶12包

57033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200包

57034 萬傅秀英女士 毛巾60條

57035 財團法人麥氏新東陽基金會 火雞4隻.烤餅8包.肉醬24罐.麵12包.糖13盒.

57036 財團法人麥氏新東陽基金會 點心捲5包

57037 楊梅芸女士 白米50斤

57038 英倫牙醫診所 牛腱3條.洋蔥胡蘿蔔4包

57039 謝志敏女士 吸頂扇13台

57040 陳福祥先生 白米34斤

57041 陳娟娟.林威雄先生 白米100斤

5704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043 沈雅芳女士 白米100斤

57044 陳憶婷女士4人 清潔用品9份

57045 謝專趂先生 包子.饅頭1箱

5704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047 財團法人麥氏新東陽基金會 義大利肉醬24罐

57048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7049 住商不動產總部.及5位同仁 聖誕文具組40份

57050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7051 荊植.莊娟朱.危可喬.許學洋先生 白米100斤

57052 鄭順仁先生 佛跳牆5甕

57053 黃紹虎先生 白米40斤

57054 蘇柏霖先生等6人 麥片30公斤

57055 謝明哲先生等5人 白米100斤

57056 吳承洲先生 白米50斤

57057 吳深淵先生 白米50斤

5705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05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060 蔡毓芬女士 人蔘糯米雞4分.羊肉爐亞麻子油.堅果.燕麥粉各2份.

57061 洪傳財先生 餅乾1袋

57062 曾慶宏先生 白米2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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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63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7064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7065 薛鈞仁先生 尿布7箱

57066 王令僑先生 吸頂扇10台.牛腱3箱.鱈魚11包

57067 全家板橋店 烏龍麵94包.春耕米20包.小饅頭3包

57068 全家板橋永和店 拉麵12包.衛生紙6個

57069 善心人士 肉鬆3罐.白米15斤.泡麵4包.餅乾6包

57070 承逸有限公司 筆記本60本.原子筆24包

57071 李建興先生 油飯40斤

57072 詹皓凱先生 白米40斤.雞腿2包.食品8包(盒)

57073 鑫豐證劵(股) 白米800斤

57074 善心人士 紙尿褲.麥片.餅乾等各20箱

57075 梅華珍女士三姊妹 牛舌餅2箱

57076 桂冠實業(股) 各式湯圓50盒

57077 翁韻晴女士 白米48公斤

57078 龍山寺 木椅20張

57079 麗華聚樂部 字典.鉛筆.原子筆.削鉛筆機各6份

57080 蔡文昕闔家 耶誕禮物40個

57081 石明永闔家 耶誕禮物5份

57082 林育輝闔家 耶誕禮物5份

57083 林柏全闔家 耶誕禮物7份

57084 林璟翔闔家 耶誕禮物3份

57085 林先生 白米80斤

57086 旋風等9位 豬血糕64支.麻糬54盒.菜燕50個

57087 王令僑先生 水果1箱

57088 周小姐 雞蛋1箱

57089 吳小姐 白米50斤

57090 張清梅女士 白米100斤

57091 鄭芳柳女士 白米34斤

57092 李木哖.劉建宏.劉人瑋 玉米粒10罐.拉麵1箱.油1桶.花生5斤

57093 徐光志.吳凡偉先生 衛生紙4箱

57094 林占逵先生 白米20斤.衛生紙1箱

57095 黃麒麟先生 白米20斤

57096 高郁涵女士 白米20斤

57097 黃健倫先生 衛生紙2箱

57098 林秀瑩女士 白米40斤

57099 陳純怡女士 白米40斤

57100 陳盈君女士 白米40斤

57101 張語家(BEI)女士 白米2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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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02 簡琬媜女士 白米20斤

57103 黃俊溢ROBE 白米20斤.衛生紙1箱

57104 曾麟絜先生 白米40斤

57105 孫振科(PHIL) 白米20斤

57106 丁嘉雯(SUNNY) 白米20斤

57107 陳嬿柔女士 白米60斤

57108 張雅雯(維多) 白米20斤

57109 龔雅媗(VICKY) 白米20斤

57110 簡鈴鈴(JONNFOVL) 白米20斤

57111 涂啟洲(MARK) 白米20斤

57112 林觀景先生 白米20斤

57113 孫佩郁女士 白米20斤

57114 ERIC 白米40斤

57115 邱奕嫣女士 白米20斤.衛生紙1箱

57116 廖文慈女士 白米40斤.衛生紙2箱

57117 林雨君(RENNY) 白米40斤

57118 詹郁芬(DIARAL) 白米40斤

57119 邱小鈴(LINDA) 白米20斤

57120 無名氏 白米40斤

57121 張大為先生 白米20斤

57122 洪瑋伶女士 白米20斤.衛生紙1箱

57123 黃翊凱先生 白米20斤.衛生紙1箱

57124 張瀞方女士 白米20斤.衛生紙1箱

57125 林博彥先生 白米20斤

57126 何伯霖(MATT) 白米20斤.衛生紙1箱

57127 張杰謙(JAY) 白米40斤

57128 吳思穎女士 白米20斤

57129 楊朝宇先生 白米40斤

57130 林均翰先生 白米40斤

57131 劉綠綾 衛生紙1箱

57132 卓慶峰先生 白米40斤.衛生紙2箱

57133 毛毛 白米20斤

57134 鄭翔元先生 白米100斤

57135 鄭宇倫先生 白米100斤

57136 鄭欣芸女士 白米100斤

57137 鄭宇軒先生 白米100斤

57138 鄭宇翔先生 白米100斤

57139 陶奕達先生 炸雞45支

57140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洗髮精18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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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41 王增譽先生 橘子3箱

57142 基隆市快樂群社 白米250斤

57143 御狐園 蔬果5種

57144 黃義翔先生 手工餅乾10盒

57145 善心人士 餅乾1包

57146 RE.REPEAT 聖誕小毯40條

57147 劉慶輝先生 蕃薯4箱

57148 彭孟可先生 手工餅乾15盒

57149 黃晨瑀女士 毯子2條

57150 王若妃.王洛均先生 毯子4條

57151 陳建成先生 毯子2條

57152 陳惠零女士 毯子2條

57153 黃鳳萍女士 毯子2條

57154 洪國瑋先生 毯子2條

57155 李玟慧女士 毯子2條

57156 邱漢俊先生 毯子2條

57157 邱瀅瑜女士 毯子2條

57158 王玉女士 毯子2條

57159 林長川先生 毯子2條

57160 林阿松.黃清玉女士 毯子2條

57161 王馨慧女士 毯子2條

57162 鄭琮瀚先生 毯子2條

57163 鄭琮獻先生 毯子2條

57164 曾奕祥先生 毯子2條

57165 葉佳璋先生 毯子2條

57166 葉昭妍女士 毯子1條

57167 葉士綸先生 毯子1條

57168 林孟誼女士 毯子1條

57169 黃仁科先生 毯子1條

57170 曾以忠先生 土雞蛋5斤

57171 李庠鏵先生 零食飲料1袋

57172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57173 阮崇喆先生 水餃40包

57174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