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1年7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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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52 黃少谷先生 物品2袋

45653 劉秉諭先生 白米100斤

45654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5655 台灣證劵交易所 禮盒9盒.傘5把

45656 姜幸宜女士 白米500斤

45657 台北覺修宮 白米150斤

45658 林宜暄女士 白米250斤

45659 台北農會 白米180斤

45660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5661 楊明信先生 紙尿褲4箱

4566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663 明理堂功德會 花草養生麵72包

4566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665 台北天后宮 白米1000斤

45666 張秀美女士 衛生紙48包

45667 財團法人德義社會福利善基金會阿舍乾麵25袋.葵花油24瓶

45668 佳國 衣物2箱

45669 顧慈荷 白米50斤

45670 汪惠強先生 白米45斤

45671 愛心人士 音響1組

45672 顧嗣忠先生 白米50斤

45673 吳榮烽先生 白米50斤

45674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5675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45676 黃威智先生 白米50斤

45677 張啟能先生 白米40斤

45678 邱玉鳳女士 虱目魚丸.蝦丸各5斤

45679 王余秀月女士 白米50斤

45680 江芝菁女士 白米25斤

45681 楊淑霞女士 白米25斤

45682 同文同種(股) 布丁13盒.鮮奶20瓶

45683 張素玲女士 洛神花1.67斤

45684 有樂數位媒體事業(股) 蜜豆奶120瓶

45685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750斤.食品9箱

45686 李木哖女士 麵條1箱

45687 王天池.施杏華先生 白米50斤

45688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5689 波茵特(股) 衣服118件



45690 程怡蓉女士 白米50斤

45691 姜學麒先生 白米100斤

45692 廖于瑞先生 白米50斤

45693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5694 廖文斌先生 白米50斤

45695 李吉昌先生 白米50斤

45696 楊伊萍女士 白米50斤

45697 廖伯昇先生 白米50斤

45698 葉麗東先生 白米45斤

45699 莊秉星先生 白米40斤

45700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45701 藏蓮會 食品20箱

45702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45703 杜鈺儒先生 白米4.5斤

45704 葉家赫先生 德國豬腳28份

45705 吳秋來先生 白米50斤

45706 邱玉鳳女士 魚5斤

45707 吳寶玉女士 調味料15罐

45708 張素玲女士 洛神花1.67斤

45709 謝東昇先生 音樂會票30張

45710 唐英芳先生 飲料6袋

45711 李明峰先生 清潔用品10瓶

45712 慧境商行 饅頭5袋

45713 愛心人士 白米50斤

45714 賴宗義先生 饅頭16包

45715 游鐸蒸先生 水果禮盒1盒

45716 全家便利店-台醫店 白米2.4斤餅乾1包

45717 全家便利店-東門店 白米2.4斤餅乾1包

45718 全家便利店-大孝店 優格2盒衛生紙2袋

45719 全家便利店-和鄰店 芒果凍2盒

45720 全家便利店-台醫店 寒天仙草1盒

45721 張素玲女士 麵20包

45722 蘇士文先生 白米50斤

45723 陳先生 白米100斤

45724 賴宗義先生 蔡頭稞

45725 台北聖德會 白米100斤.沙拉油1桶

45726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500斤.沙拉油2箱

45727 陳金成先生 白米100斤

45728 陳育靖先生 白米50斤

45729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45730 寶閎有限公司 多多4箱

45731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5732 富統食品(股) 熱狗7包

45733 富統食品(股) 熱狗7包

4573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735 楊政達先生李旻潔女士 白米500斤

45736 藍月電影有限公司 食品3箱

45737 簡煜輝先生 紙尿褲2包.清潔用品1袋

45738 五福臨門小吃 白米200斤

45739 王余秀月女士 白米50斤

45740 聯合報系 恐龍票劵

45741 賴宗義先生 饅頭1袋

45742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45743 中華關帝文教基金會 白米100斤.食品4箱.奶粉4罐.阿華田1罐

45744 善心人士 白米163斤

45745 郭維魁先生 日用品1批

45746 傅清修先生 日用品1批

45747 張素玲女士 麵條40包

45748 HOBY全國青年領袖組織 二手衣19件

45749 邱玉鳳女士 香魚1件.小卷5斤

45750 許明良先生 尿布10包

45751 北極擎天壇 白米50斤

45752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5753 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油1桶.綠豆.糖.薏仁各10斤

45754 雍展基金會 清潔用品1箱(洗衣粉.衣架.吊巾架.手套.毛巾.地

板清潔劑)

45755 許春嬌女士 白米50斤

45756 王禮新.黃秀玉先生 白米100斤

45757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5758 戴志誠先生.程怡蓉女士 白米50斤

45759 周金璋先生 果汁48瓶

4576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76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762 善心人士 二手小家電

45763 黃威智先生 白米50斤

45764 藏蓮會 白米200斤.清潔劑66瓶

45765 林孟璇.賈侃先生 白米100斤

45766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5767 連培傑先生 白米50斤

45768 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濕紙巾200包.衛生紙50串



45769 麥氏新東陽基金會 肉粽66個.肉鬆1箱.肉醬2箱

45770 何正先生 白米200斤

45771 薛宗賢先生 白米600斤

45772 邱玉鳳女士 黃機魚1串

45773 黎秋銀女士 三明治10盒

45774 林傳興先生 尿布4袋

45775 黃建富先生 飲料.麥片各5箱

45776 善心人士 衛生棉2箱.清潔用品1箱

45777 锝澧有限公司 海苔5箱

45778 賴宗義先生 饅頭10包.菜頭棵2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