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贈者姓名 捐贈物品 捐贈者姓名 捐贈物品
尚正企業社 衛生紙*1箱、沐浴乳*3瓶 蔡先生 生活用品乙批

樂行團 燕麥、牙膏、罐頭善心人士 棉被*80組

高文生 蜜餞、食品乙批 李韋德 先生 玩具

道教總廟三清宮 白米500斤 善心人士 洗髮乳*6 沐浴乳*4

壯圍靈玄宮愛心園 水果乙批 韻翔國際有限公司 洋娃娃 1箱

紫鳳宮 年菜 台北中央國際聯青社 棉被80套

富士雲旅行社 食物乙批 丁弘毅 先生 白米28公斤

李靜怡 文具用品、食物乙批 善心人士 生活用品、文具、玩具

許明通、江惠鈴 白米 台南柳營農會 柳丁*20箱

許權宏、趙宸 白米 林憶娟 小姐 文具用品、生活用品

許凱宏、黃靖茹 白米 善心人士 牙膏、沐浴乳

許嘉宏、林吟軒 白米 善心人士 棉被

許晉維、許詠晴 白米 慈光星酉講堂 塑膠袋

許立杰 白米 王建銓 先生 枕頭*2

許耀麟、許伊辰 白米 趙伊婕 小姐 優活Livi抽取式衛生紙

善心人士 白米*39包 財團法人新漾基金會 民生物資乙批（明細如附件）

壯圍靈玄宮 米、青菜 鍾桂燐 先生 白米2袋

黃睿富 白米12公斤 優妮康實業有限公司 生活用品乙批

善心人士 衛生紙*3箱

宜蘭嘉樂福 白米237.85公斤 桃園ASML 二手衣物 文具用品

得意樓餐廳-任國鐘 白米30公斤 蔡先生 玩具乙批

林震傑 棉被*4包 發宇 生活用品乙批

陳瀅絜 麵包*4條 王興琨 先生 香皂 牙刷 乙批

禾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有機薏仁*2箱 中日(華統)/九和 書包乙批

吳沁珍 電暖爐一台 黃威仁 先生 尿布6包

陳柏瑞 泡麵乙批 陳淑貞 小姐 麵條、麵粉、罐頭

壯圍靈玄宮愛心園 青菜、白米 Yuma Chamg 二手衣物乙批

陳亦倫 白米4KG 台北貿易股份公司 產品明細如附件

謝凱森 生活用品乙批 真好玩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108公斤

壯圍靈玄宮愛心園 水果、米 盛秀娟 小姐 罐頭*3箱

錸德科技(股)公司 范淑鈴 小姐 檯燈 35座、文具用品 1包 郭佳萱 小姐 生活用品乙批

北市大畢籌會

文具用品、生活

用品 乙批 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光吳氏基金會 螢幕*3組

韻翔國際有限公司 洋娃娃 1箱 新北市淨心書會 春聯乙批

優貝克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職工福利委員會

白米、麥片、食

物、文具用品乙 黃佩晴 小姐 生活用品乙批

梁淑珍 小姐 香皂乙批 薛力晨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物資一批(折合市價5000

優貝克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職工

福利委員會

文具用品乙批、

生活用品 牙刷 陳振全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物資一批(折合市價2000

謝紘檥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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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國小304班 玩偶6箱

徐鈺軒 小姐 毛毯*1件

徐鈺軒 小姐 毛毯*1件

林伯諺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李昭董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曾怡嘉 小姐 米、麵條等民生

王皓旭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吳奕循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王俊翔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曹南俊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王柏文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蔡憲昌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施明宏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施政漁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郭宏毅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林嵩智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王鈺涵 小姐 米、麵條等民生

楊士毅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陳俞馨 小姐 米、麵條等民生

王育嘉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郭嘉宏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陳建助 先生 米、麵條等民生

幸福狗流浪中途協會 頸套+文具用品

有禾實業有限公司 運動毛巾

林芸之 小姐 地瓜乙批

學鴻大批發(呂俞萱) 衛生紙*4袋

林昭妏 小姐 生活用品、二手

余思樺 小姐 餅乾

陳俊卿 先生 生活用品、餅乾

朱敏恆 先生 生活用品乙批

思夢樂 奶粉*12罐

洪楗富 先生 水果乙批

林詩芸 小姐 生活用品

林恒煙 先生 白米等民生物資

李易澤 先生 白米等民生物品

林珮琪 小姐 白米等民生用品

王明慶 先生 白米等民生物資

製表：       總幹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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