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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55 洪藝文先生 白米50斤

59356 曾俊傑.曾姸熙先生 白米100斤.菇1包.筍絲.玉米粒.油.礦泉水各1箱.綠豆50斤

59357 廖秀月女士 雞蛋1箱

59358 艋舺天后宮 餅乾3箱

59359 依賞企業有限公司 年菜7組

59360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9361 林世昌.林治勝先生 白米100斤.

59362 黃威智.黃美娟先生 白米50斤

59363 蘇佰倫先生 白米50斤

59364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900斤.油3箱.餅乾2箱.泡麵1箱

59365 黃信華先生闔家 垃圾袋1包

59366 廣春成建設 糖果餅乾1箱

59367 台北府城隍廟 白米500斤.蛋150斤

59368 吳玉鳳女士 蜜棗1箱

59369 謝靜惠女士 蜜棗1箱

59370 湯璿霏.史晟宇先生 白米60斤

59371 呂星龍先生 餅乾1袋

59372 祥順茶行 白米50斤

59373 富士康廣告有限公司台北營業所 水壺40個

59374 周美銀女士 牙刷2打

59375 三峽華德禪寺 壽桃蛋糕1箱

59376 善心人士 衛生紙5袋

59377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9378 林回國.李家驤.李崇堅.李恬
白米250斤米粉10包.紅豆冰糖各10斤玉米粒1箱.蓮子2斤

白木耳蝦仁各1斤.麵2箱.枸杞1包

59379 陳萬益先生 白米400斤

59380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9381 曾禈英女士 白米50斤.沙拉油6罐.關廟麵.米粉各1箱

59382 林朝儒先生 大潤發提貨劵2張@500.

59383 林黃梅子女士 大潤發提貨劵2張@500.

59384 林曉蘭女士 大潤發提貨劵2張@500.

59385 陳淑珠女士 白米500斤

59386 謝承佑先生 麵條20斤

59387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9388 林君謙.林子涵.林子庭先生 養樂多130瓶

59389 許瓊月女士 養樂多10瓶

59390 李瀞女士 白米3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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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91 謝麒仲.謝明哲先生 白米100斤

59392 許玉玫女士 白米20斤.美祿3袋

59393 謝瑋琁女士 白米20斤

59394 林君芮女士 阿華田3袋.牙刷.牙膏各5條

59395 盧依旋女士 清潔劑5瓶

59396 故宋隆安先生 白米100斤

59397 林希瑜女士 白米24斤

59398 班傑明.徐菀嬰先生 白米50斤

59399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9400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9401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

59402 台北松山奉天宮 餅乾34箱

59403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9404 聖玄堂 白米200斤

59405 林家蔭先生 白米40斤

59406 劉幸圻.呂垚宗先生 餅乾.麵2袋.罐頭18罐

59407 張愷家先生 洗碗精8桶.漂白水4桶.洗衣精10桶.沐浴乳3箱.衛生紙2大袋

59408 周柏成先生 白米50斤

59409 李振豪先生 冬被5件

59410 李彬勤先生 冬被5件

59411 翁彩秀女士 單人床包5件

59412 孫豐惟先生 單人床包11件

59413 孫明福先生 單人床包11件

59414 林秀姿女士 單人床包11件

59415 林佳妤女士 白米100斤

59416 錦誠貿易 鮮奶40瓶

59417 石育幸先生 鮮奶40瓶

59418 陳家漢先生 鮮奶6瓶

59419 陳元盛先生 鮮奶6瓶

59420 游子靓先生 鮮奶8瓶

59421 楊淑芬女士 養樂多60瓶

59422 石博允先生 養樂多20瓶

59423 石育慈女士 養樂多20瓶

59424 李曜宇先生 養樂多10瓶

59425 劉怡彣女士 優酪乳20瓶

59426 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麵線餅乾53份

59427 王昱喬.王昱悰先生 白米2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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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28 周楷玟先生 白米100斤

59429 全家便利店新龍口店 衛生紙47串

59430 黃志緯先生 白米50斤

59431 集安宮 白米550斤

59432 陳奕儒女士 柳丁1箱

59433 台北天后宮 餅乾17箱

59434 陳福瑞先生 白米34公斤

59435 點線麵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麵20斤

59436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9437 吳宣如女士 白米100斤

59438 邱一峰先生 乾麵條1箱

59439 菩提薩泰佛文物全體善士 油.醬油各1瓶.餅乾糖果2箱

59440 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白米1000斤

59441 高偉義.謝明義先生 白米50斤.

59442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9443 液光固態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分離式變頻冷暖氣一台

59444 林修丞先生 吐司1大袋

59445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500斤.麵條10箱.油10箱.餅乾5箱.米粉2箱

59446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9447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24斤

59448 艋舺行德宮 餅乾7袋.成人紙尿褲4袋

59449 吳紹綸先生 復興空廚年菜劵2張

59450 黃佳敏女士 蛋糕24條

59451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

59452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5945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9454 善心人士 白米30斤

59455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5945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9457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59458 善心人士 白米40斤

59459 善心人士 白米40斤

59460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59461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946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946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946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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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6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946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946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946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9469 黃瀟涼先生 白米100斤

5947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9471 善心人士 米粉1箱.意麵水果各2箱.食品1批

59472 李麗美女士 關廟麵1箱

59473 善心人士 供品1箱

59474 善心人士 供品1箱

59475 英元茶飲品 病毒盾1組

59476 林建安先生 病毒盾2組

59477 趙仁傑先生 病毒盾1組

59478 黃俊誥先生 病毒盾1組

59479 謝欣宏先生 病毒盾1組

59480 安致勤資公益信託社會福利基金 寶潔露次氯酸水6大罐

59481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70斤

59482 林子敬先生 白米50斤

59483 善心人士14位 白米45斤.鮭鱈魚共20包.牛肉10包

59484 李鑑紋.謝巧寧先生 白米600斤

59485 巧騰服飾有限公司 白米100斤

59486 葉振憶 餅乾1箱

59487 吳幸珠.陳品竹女士 白米50斤

59488 康青龍中山晴光店 水果茶70杯

59489 呂豐隆劉玉英呂佾璋 白米50斤

59490 順億誠 白米35斤

59491 大比企業社 白米18斤

59492 陳玟吉先生 蔬菜水果5箱

59493 陳玟吉先生 蔬菜1箱

59494 吳啟明先生 紅蘿蔔10斤.洋蔥雞蛋各20斤

59495 范婷婷的愛犬BABY 白米100斤

59496 蘇育靖先生 茶樹酒精1箱.毛巾20條

59497 全家便利店新龍口店 衛生紙46串

59498 社團法人台灣道濟愛心會 蔬菜3箱

59499 全家便利店板橋長民店 冷凍包子154個

59500 洪浩論先生 白米33斤

59501 易灃企業社 餅乾麵包.礦泉水各1箱.黑木耳露2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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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02 天元應天府 三明治50個

5950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9504 東穎開發(股)余筑芸女士 臭氧消毒劑10瓶

59505 豪廣房屋 次氯酸8瓶.塑膠瓶16個

59506 樂樂亡母子靈 衛生紙2箱+2條.洗髮精洗衣精各2瓶

59507 潮了-廿八實業有限公司 玩具1箱.水瓶4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