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1年8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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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79 劉宜萍女士 魯肉6斤

4578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781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782 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

45783 善心人士 白米75斤

4578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78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78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78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788 善心人士 白米75斤

45789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5790 藍妲女士 白米75斤

45791 褚文生先生 白米100斤

45792 林倩如女士 白米75斤

45793 善心人士 供品1批

4579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795 謝德金先生 白米50斤

45796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5797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5798 善心人士 三明治70份

45799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45800 及人中學許釣雅先生 飲料10箱

45801 中華法心禪修協會 便當40份

45802 吳燕玲女士 白米150斤

45803 城隍廟 白米1000斤

45804 果緣有限公司 蛋糕50個

45805 八仙宮 白米800斤

45806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5807 吳榮烽先生 白米50斤

45808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斤

45809 許家銘先生 白米20斤

45810 廖于瑞大德 白米50斤

45811 藍曾貞女士 白米50斤

45812 林清如女士 白米50斤

45813 廖千千女士 白米50斤

45814 戴雯文女士 白米100斤

45815 台北市松山郵局 白米14.4斤



45816 連明佐先生 白米100斤

45817 慧境商行 饅頭3包

45818 善心人士 饅頭2包

45819 高先生 饅頭3包

45820 邱玉鳳女士 黃金魚10條

45821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5822 程怡蓉.游志偉先生 白米50斤

45823 陳璽仁.蔡淑鈴先生 白米100斤

45824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5825 簡煜輝先生 尿布4袋

45826 天德太子堂 甜不辣5斤

45827 聖蓮 白米72斤

45828 上達聖母會 白米36斤

45829 廖蔡阿花女士 白米50斤

45830 廖宥榮 白米50斤

45831 廖美娟女士 白米50斤

45832 廖仁銘先生 白米50斤

45833 蔡依珊女士 白米50斤

45834 廖妤溱女士 白米50斤

45835 林傳興先生 成人紙尿褲4包

45836 蔡真婷女士 三明治40個

45837 廖來發先生 白米50斤

45838 廖秀珍女士 白米50斤

45839 葉佐源先生 白米13.5斤.尿布10包.清潔用品25瓶

45840 藏蓮會 紙尿褲6箱

45841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400斤.醬油2箱

45842 全家便利店-台醫店 食品2盒

45843 全家便利店-大孝店 食品2盒

45844 全家便利店-和鄰店 食品2盒

45845 全家便利店-[東門店 食品1盒

45846 全家便利店-吉利店 食品1盒

45847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5848 何李阿娥.何心巧女士 白米20斤

45849 善心人士 三明治40份.糖果3包

45850 蒸真養生饅頭 饅頭4籃

45851 善心人士 食品1袋

45852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5853 孫浩家先生 白米50斤

45854 作廢



45855 觀音巖紫竹林 白米1000斤.供品1批

45856 邱玉鳳女士 三角1件.春子1包

45857 祥順茶行 白米50斤

45858 謝育興先生3人 白米500斤

45859 廖妤溱女士 白米4斤

45860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5861 葉耀銘先生 白米100斤

45862 丁沈正先生 衣服5件

45863 顏志鴻.黃雅慧女士 白米230斤

45864 林品宏.林佳蓁先生 油飯1鍋

45865 無極慈賢宮 白米1000斤.供品1批

45866 五顯率性宮 白米500斤.供品1批

45867 臺北府城隍廟 白米500斤.供品24箱

45868 蔡成傑先生 白米100斤

45869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5870 陳定言先生 白米50斤

45871 陳玫君女士 白米50斤

45872 吳韋漢先生 白米50斤

45873 煌偉大厦管委會 白米21斤

45874 承天禪寺 白米93斤.米粉1大袋.麵2箱.饅頭2袋

45875 陳志豪先生 白米100斤

45876 潘泓宇先生 滷肉5斤

45877 作廢

45878 張璧妃女士 成人紙尿褲8包.餅乾1箱.清潔用品1箱

45879 賴德明先生 白米100斤

45880 海華堂 王水表闔家 白米200斤

45881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5882 黃小姐 白米310斤

45883 慈愛精舍 白米45斤.油.醬油各5瓶.飲料78罐

45884 辜莉蓁女士 白米50斤

45885 新北市佛理慈善功德會 洛神花2斤

45886 白沙屯拱天宮 白米50斤

45887 張素玲女士 洛神花2斤

45888 台北聖慈宮 白米155斤.供品1批

45889 林郁文先生 白米1000斤.麵條20箱

45890 麗星音樂藝術有限公司 白米700斤.米粉2箱.油1箱

45891 麗寶之星T社區 白米400斤

45892 麗山慈雲宮 白米500斤.供品2箱

45893 廣安宮 白米500斤



45894 薛鈞仁先生 成尿褲7箱

45895 江紀華隆. 白米350斤

45896 得裕營造(股) 粥2箱

45897 江榮和先生 白米500斤

45898 善心人士 白米6斤

45899 三鳳宮 白米30斤.餅乾5包汽水6罐.蘋果1包

4590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901 善心人士 白米500斤

45902 邱玉鳳女士 蝦丸1包

45903 周謝秀霞女士 白米200斤

45904 林蔡月裡女士 白米50斤

45905 邱林來富女士 白米50斤

45906 楊秋蘭女士 白米50斤

45907 鄭裕達先生 白米50斤

45908 鄭易豪先生 白米50斤

45909 張碧雲女士 白米50斤

45910 劉東柱先生 白米50斤

45911 三重天池宮 白米440斤

45912 萬教天尊 白米500斤.糖果1箱

45913 劉祥濠先生3人 白米50斤

45914 黃碧華女士 白米150斤

45915 德美汽車 白米100斤

45916 緯達工程行 白米100斤

45917 善德堂 白米200斤

45918 金磚會館 白米43斤.食品1批

45919 金碧宮 白米200斤.供品2箱

45920 魏福信.劉韋延先生 白米100斤

45921 黃俊傑先生 沙拉油30公升

45922 郭王鴦女士 飲料10箱

45923 台灣雙和慈安福田會 白米150斤.供品1批

45924 台北受天宮管委會 白米140斤.油1箱

45925 土城寶元宮高坤在先生 白米350斤

45926 丁沈正先生 牙刷.梳子6組.

45927 慈聖宮 白米9斤.

45928 邱玉鳳女士 魚丸1包.豆仔1包

45929 逍遙遊小客車租賃 白米250斤

45930 福久產物管理 白米50斤

45931 釗勝有限公司.陳繁聰 白米50斤

45932 竣鑫興業有限公司 白米50斤



45933 黃新棟.陳妍瑄先生 白米50斤

45934 黃新慧.陳一賢先生 白米50斤

45935 松山慈祐宮 白米1500斤.麵200斤

45936 台北市蔬菜同業公會 白米600斤.食品1批

45937 福景宮 白米1500斤

45938 盈嘉流行服飾 白米100斤

4593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940 楊茂盛先生 成人紙尿褲17箱.清潔用品5箱

4594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942 邱信安先生 白米100斤

45943 白凱先生 白米150斤

45944 珠聖宮 白米100斤.餅乾2箱

45945 上典軒 關廟麵24斤餅乾1箱.衣服1袋

45946 張素玲女士 洛神花.蝦仁1袋

45947 寶格麗酒店 白米15斤.奶粉4罐.醬油.油各4瓶

45948 台北市警察之友會大同辦事處 白米1000斤

45949 正安扣具(股) 白米600斤

45950 蒸真饅頭 饅頭40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