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1年1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編 號          捐    贈    者             捐          贈         者         樂    捐     物     品

44900 財團法人覺修宮 白米200斤

44901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44902 台北市福祐宮 白米200斤

44903 李冠賢先生 白米25斤

44904 李詠軒女士 白米25斤

44905 吳淑珍女士 白米100斤

44906 吳黃敏女士 白米50斤

44907 林芷女士 餅乾7箱

44908 準提精舍 白米163.5斤.餅乾糖果1袋

44909 南港富南宮愛心基金會 白米200斤

44910 商田實業有限公司 柑子2箱

44911 善心人士 衛生棉2箱.洗髮乳25瓶

44912 黃榮源先生 白米500斤

44913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4914 廖德貴先生 白米500斤

44915 魏誌賢先生 白米50斤

44916 許麗羚女士 白米50斤

44917 人力工程行 白米100斤

44918 尤幸惠先生 白米50斤

44919 周仲南將軍 白米50斤

44920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4921 陳美枝女士 米粉1箱

44922 汐止崇德國小附設幼稚園 日用品3鄉

44923 張育齊先生 白米50斤.香菇1包

44924 台電林小姐 麻糬22盒

4492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4926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4927 張素玲女士 洛神花1.67斤

44928 周小姐 有機蛋2箱

44929 陳淑娟女士 白米40斤

44930 張素玲女士 肉鬆4罐.蝦仁1包

44931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4932 台北市福祐宮 白米2000斤

44933 曾太太 小番茄2箱

44934 洪輝耀先生 白米100斤

44935 謝小姐 專用垃圾袋7包

44936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650包供品1批

44937 許義雄先生 白米30斤



44938 三角湧黃金牛角 麵包140個

44939 馮韋淑濟女士 麵包45盒

44940 廖于瑞先生 白米50斤

44941 廖文斌先生 白米50斤

44942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4943 李吉昌先生 白米50斤

44944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44945 李柏霖先生 白米125斤

44946 廖紫涵女士 白米25斤

44947 李春福.施子胤.施晏安 乾保基10隻

44948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50斤

44949 羅濟彰先生 白米10斤

44950 鄭芬芳女士 白米10斤

44951 羅濠洲先生 白米10斤

44952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4953 蔡明勳先生 衛生紙2袋

44954 健保局 蜜棗4箱

44955 曾慧嫻女士 白米20斤

44956 松山慈祐宮 白米1000斤

44957 薛宗賢先生 白米600斤

44958 李美慧女士 白米50斤

44959 朱福興 先生4人 白米50斤

44960 陳淑娟女士 白米40斤

44961 蔡小姐 雞10隻.獅子頭15盒.香腸16斤.肉片15斤

44962 蔡小姐 牛肉50斤

44963 胡小姐 白米50斤

44964 吳淑惠女士 日用品1箱

44965 王建興先生 白米32斤

44966 台電林小姐 麻糬22盒

44967 蔡正義先生 喜餅10盒

44968 崇光社區大學 日用品1批

44969 善心人士 白米500斤

44970 杜鈺儒先生 白米10斤

44971 羅呂幼女士 白米100斤

44972 羅貴輝先生 白米100斤

44973 吳韋漢先生 白米100斤

44974 童錦芳女士 白米100斤

44975 李瓊芳女士 饅頭100粒

4497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4977 歐速來企業有限公司 日用品1批

44978 李木哖女士 麵條1箱



44979 新北市小吃職業工會 毛巾120條.香皂1箱.牙膏1箱

44980 丁安平先生 克寧奶粉2罐

44981 賈敏女士 營養品4罐

44982 聚福宮 白米800斤

44983 上樂咖啡 衛生紙六串.洗衣粉1包

44984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7箱

44985 卓庭芸女士 白米25斤

44986 張素玲女士 紅棗.枸杞.青岐.洛神花各1斤

44987 洪福聲先生 白米38斤

44988 王家瑞先生 白米77斤

44989 陳淑敏女士 年節食品1批

44990 台北市保安宮 物資1批

44991 曾雨涵女士 白米50斤

44992 鄭丞慧女士 白米50斤

44993 蘇美任女士 白米50斤

44994 萬教至尊 白米50斤

44995 鄭富美女士 白米100斤

44996 葉定鑫先生 白米250斤

44997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

44998 蔡小姐 蔬菜4件

44999 王鴻銘先生 白米20斤

45000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5001 高鎵棋.李淑霞先生 白米40斤

45002 周士傑先生 養樂多20瓶

45003 劉建宏先生 養樂多24瓶

45004 蘇麗玲女士 肉鬆12斤

45005 黃建河先生 白米100斤

45006 黃俊傑先生 沙拉油10桶

45007 王萬贊先生 白米150斤.沙拉油1桶

45008 三條路福德宮 白米60斤.供品1批

45009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5010 李正宗先生 白米50斤

45011 張賢明.黃玉芬先生 白米50斤

45012 北極肇天壇 白米50斤

45013 長榮獅子會 火鍋料1箱

45014 芬妮銀樓 白米50斤.餅乾2盒.毯子1包

45015 台北市警察局 罐頭禮盒1盒

45016 魏福信.劉韋廷先生 白米120斤

45017 許鳳尾女士 白米250斤

45018 許甫閎先生 白米50斤

45019 善心人士 水果7箱.糖果1箱



45020 陳佩玲女士 奶粉11罐.年貨11包

45021 張素玲女士 奶粉1盒

45022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雞蛋1箱

45023 李先生 白米100斤.食品1批

45024 張賴美智女士 白米60斤

45025 蔡湘云女士 白米100斤

45026 陳坤榮先生 白米40斤

4502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028 善心人士 白米450斤

4502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030 徐正宗先生 水梨2盒

45031 芬妮珠寶 白米50斤

45032 伯朗咖啡(股)公司 年菜10盒

45033 作廢

45034 陳姵甄女士 白米100斤

45035 洪龍有限公司 年貨1批

45036 友邦科技(股)公司 柑橘15箱

45037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5038 善心人士 水果2盒

45039 新屋鄉公所 新香米17斤

45040 柯明佑先生 柳丁1箱

45041 台電林小姐 麻糬24盒

45042 葉美玲女士 白米100斤

45043 中華慈光愛心會 羅蔔糕3箱.墊板4包

45044 廖蔡阿花女士 白米100斤

45045 廖柏增先生 白米100斤

45046 廖美娟女士 白米100斤

45047 廖仁銘先生 白米100斤

45048 蔡依珊女士 白米100斤

45049 林傳興先生 紙尿褲5袋

45050 中央健康保險局 XO醬3瓶.蜜棗1箱

45051 許莉羚女士 食品1批

45052 人力工程行 白米100斤

45053 協天奉天壇 白米150斤

45054 譚小姝女士 白米150斤

45055 善心人士 圍巾1袋

45056 刑事警察局 年貨禮盒3箱

45057 吳秋來先生 白米50斤

4505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059 詳宇工程有限公司 布丁50盒

45060 麗昇地政事務所 食品1批



45061 洪子軒先生 白米50斤

45062 周雅如女士 白米60斤

45063 杜傳黃先生 白米100斤

45064 王運祿先生 腿肉30斤

45065 房欣怡女士 白米100斤

45066 邱玉鳳女士 黃几魚7斤

45067 刈包店 雞肉10隻

45068 刈包店 白米60斤.米粉12箱

45069 善心人士 文具1批

45070 曾雨涵女士 白米50斤

45071 鄭丞慧女士 白米50斤

45072 蘇美任女士 白米50斤

45073 蘇貝伊女士 白米22.5斤

45074 天德太子堂 貢丸10斤

45075 朱典得先生 白米100斤

45076 奉聖宮 食品1批

45077 邱玉鳳女士 魚7斤

4507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079 李瓊芳女士 饅頭100個

45080 黃星燁女士 暖暖包240包

45081 吳秋來先生 白米50斤

45082 畫工場有限公司 外套36套

4508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084 耐迪耐有限公司 外套8件

45085 張素玲女士 奶粉1箱.麵條2包

45086 台北府城隍廟 鴨蛋17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