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1年4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編 號                捐          贈         者         樂    捐     物     品       備      註

45314 應曉薇女士 白米60斤

45315 邱玉鳳女士 魚1包

45316 藍阿玉女士 白米100斤

45317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5318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50斤

45319 陳老師 饅頭60個.糖果7包.紫菜酥2罐

45320 廖敏樺先生 白米60斤

45321 許莉羚女士 衛生紙.垃圾袋各4袋

45322 陳王金貴女士 白米50斤

45323 人力工程行 白米100斤

45324 馬鈺婷女士 二手玩具1組

45325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5326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45327 楊鴻觀先生 白米100斤

45328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5329 台電林小姐 麻糬20盒

45330 蘇美任女士 白米50斤

45331 新北市中和聖恩宮 白米600斤.供品1批

45332 劉和棋.劉祥濠先生 白米50斤

45333 陳素珠女士 棉被(單)10件

45334 余進成先生 棉被(雙)10件

45335 慈恩園寶塔 白米160斤

45336 邱玉鳳女士 香魚1件

45337 林長達先生 衛生紙8包

45338 黃元興.江淑珍先生 成人紙尿褲32包.毛巾60條

4533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340 吳榮烽先生 白米50斤

45341 行政院環保署 洋蔥餅15盒

45342 廖于瑞先生 白米50斤

45343 廖千千女士 白米50斤

45344 藍曾貞女士 白米50斤

45345 林清如先生 白米50斤

45346 善心人士 三明治70份

45347 張凱境先生 白米136斤

45348 蘇美任女士 白米46斤

45349 台北保安宮 白米700斤.食品1批

45350 蔡銀珠女士 巧克力布丁豆花66個

45351 善琴慈惠堂 白米500斤



45352  台北市艋舺龍山寺 沙拉油250瓶

45353 蔡政良先生 白米50斤

45354 吳金發先生 白米100斤

45355 邱玉鳳女士 赤鯮5斤

45356 黃美娟女士 白米50斤

45357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5358 李連湘先生 白米100斤

45359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5360 台電林小姐 麻糬20盒

45361 賴淑珍女士 白米250斤.食品1批

45362 福有全食品廠 饅頭2箱

45363 陳石玉先生5人 白米50斤

45364 張素玲女士 白細麵1箱

45365 魏秀麗等8人 三明治90份

45366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45367 台北聖慈宮 白米150斤

45368 勝峯國際有限公司 洗髮精8罐

45369 王母救世宮 白米800斤.雜糧1批

45370 士林慈誠宮 白米2400斤

45371 翁小姐 清潔用品12瓶

45372 台北市同理心關懷協會 醬料10罐.垃圾袋10包

45373 鄭先生 白米181.5斤

45374 蘇小姐 白米45.5斤

45375 黃榮源先生 白米500斤

45376 曾冠銘.陳絜甯先生 白米100斤

45377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5378 蔡銀珠女士 蛋糕8吋6個.燉奶64個

45379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5380 黃瓊荻女士 白米50斤

45381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5382 莊秉星先生 白米40斤

45383 勇昌貿易有限公司 沐浴乳36瓶

45384 永和無極南天宮 白米100斤

45385 薛宗賢先生 白米600斤

45386 人力工程行 白米100斤.食品5袋.衛生紙3袋

45387 許莉羚女士 白米50斤

45388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白米1000斤

45389 連培保先生 關廟麵4包

4539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391 丘詩筠女士 舊衣1袋

45392 林雪芬女士 白米10斤



45393 邱玉鳳女士 魚2件

45394 富統食品(股) 熱狗7包.豬肉1箱

45395 海揚貿易(股) 鯖魚20斤

45396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5397 吳秋來先生 白米50斤

45398 劉建宏先生 養樂多24瓶

45399 周仕傑先生 養樂多20瓶

45400 善心人士 饅頭1袋

45401 林知美女士 日用品1箱

45402 林知美女士 日用品1箱

45403 吳姍燁女士 白米30斤

45404 蘇美任女士 白米45斤

45405 吳芷澤先生 白米30斤

45406 吳宛儒女士 白米30斤

45407 廖毓嬌女士 白米30斤

45408 吳玳慶女士 白米50斤

45409 吳憲忠先生 白米30斤

45410 蔡銀珠女士 白米30斤

45411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斤

45412 早餐店 三明治.飲料200份

45413 鄧永祿先生 白米100斤

45414 陳鈺婷.陳怡伶女士 果汁奶粉3罐.大燕麥片6包

45415 柯詠宸先生 玉米花49份

4541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417 金山天人寺 白米500斤.米粉1箱.麵包.供品

4541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419 蕭曾鳳嬌女士 白米3斤

45420 蕭進德先生 白米3斤

45421 蕭亞昕先生 白米3斤

45422 蕭雯昕女士 白米3斤

45423 蔡立忠先生 白米3斤

45424 楊秉翰先生 白米3斤

45425 蔡貞婷女士 三明治17份

45426 林傳興先生 成人紙尿褲4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