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1年3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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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07 台電林小姐 麻糬20盒

45208 陳秋如女士 白米20斤

45209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5210 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250斤

45211 作廢

45212 陳榮財先生 白米600斤

45213 郭沛琪女士 白米100斤

45214 張靜慧女士 白米50斤

45215 沈先生 麻糬20盒

45216 陳王金貴女士 白米50斤

45217 人力工程行 白米50斤.味精4包.沙拉油1桶.醬油1桶

45218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5219 羅佳玲女士 白米10斤.油2瓶.砂糖.紅豆各2包

45220 新日達服裝行 白米50斤

45221 廖清欽先生 白米50斤

45222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522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224 林芷女士 粽子60粒.餅乾6盒

45225 鄭才睿先生 白米50斤

45226 蘇美任女士 白米50斤

45227 黃家聆女士 白米50斤

4522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5229 台北市向日葵協會 食品8箱

45230 邱玉鳳女士 魚丸.蝦丸各5斤

45231 福智佛教基金會 供品27箱

45232 台北天后宮 白米1000斤

4523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234 陳淑女士 白米100斤

45235 廖于瑞先生 白米50斤

45236 廖文斌先生 白米50斤

45237 藍曾貞女士 白米50斤

45238 李吉昌先生 白米50斤

45239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45240 吳秋來先生 白米50斤

45241 林純慈女士 麵類3箱.枸杞1斤

45242 台電林小姐 麻糬20盒

45243 邱玉鳳女士 象魚8斤

45244 溫又櫻女士 食品2袋



45245 黃栯莘女士 沐浴用品6大袋

45246 圓山地藏庵 白米400斤

45247 品溱國際行銷 薯片4箱

45248 連培傑先生 白米100斤

45249 張素玲女士 龍眼乾2盒.紅棗.枸杞.青岐各1斤

45250 黃俊傑先生 白米100斤

45251 雅雯女士 三明治.飲料48份

45252 薛宗賢先生 白米600斤

45253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7箱

45254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5255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白木耳1.67斤

45256 福德宮 白米50斤

45257 張宏銘先生 白米50斤

45258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5259 台電林小姐 麻糬20盒

45260 張鳳英女士 口罩1盒.急救箱1個

45261 三宏弟子 白米50斤

45262 陳淑怡女士 碳粉1支

45263 吳景耀先生 白米100斤

45264 吳建興先生 白米100斤

45265 駱志川先生 食品2箱

45266 張嘉芳女士 白米100斤.沙拉脫1箱

45267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5268 陳永城.陳瑋柔先生 鉛筆5盒

45269 張素鸞女士 筆記本41本

45270 陳朱女士 白米17斤

45271 無名氏 白米150斤

45272 蘇美任女士 白米50斤

45273 蔡芷瑄女士 白米50斤

45274 福景宮 白米1000斤

45275 卓庭芸女士 白米25斤

45276 何承翰先生 白米100斤

45277 徐丞希女士 果醬6罐

45278 太陽城餐庭 白米100斤

45279 陳坤榮先生 白米40斤

45280 黃瓊萩女士 白米50斤

45281 賴錦平先生 白米300斤

45282 黃威智先生 白米50斤

45283 陳美枝女士 沙拉油1箱

45284 黃美滿女士 白米50斤

45285 邱玉鳳女士 鯖魚5斤



45286 楊清水先生 白米500斤

45287 台電林小姐 麻糬20盒

45288 劉光宏先生 養樂多24罐

45289 周士傑先生 養樂多20瓶

45290 黃程輝先生 白米50斤

45291 蘇美任女士 白米50斤

45292 丁文龍先生 白米25斤

45293 洪福聲.洪子軒先生 白米73斤

45294 臺灣斯巴克環保工程 白米1050斤

45295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5296 林傳興先生 尿布4包

45297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5298 蔡銀珠女士 豆花6盒

4529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300 劉人瑋先生 雞蛋麵1箱

45301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530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303 邱玉鳳女士 春子7斤

45304 天廣法師 水果1袋.餅乾9包

45305 王怡璋.張菁玉女士 白米50斤

45306 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女性內衣72件

45307 藍阿玉女士 白米100斤

45308 賴銘利先生 白米3.5斤

45309 林小姐 麻糬20盒

45310 詹凱鈞先生 白米25斤

45311 詹子緯先生 白米25斤

45312 瑞茶堂有限公司 手工餅乾65份

45313 善心人士 包子10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