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1年9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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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51 曾含雅女士 白米50斤

45952 陳素碧女士 白米50斤

45953 鄭吉瑞先生 白米100斤

45954 曾錫富先生 白米50斤

45955 謝貽婷女士 白米50斤

45956 顏碧華女士 白米50斤

45957 陳治邦先生 白米50斤

45958 陳庭瑜女士 白米50斤

45959 曾柏浩先生 白米50斤

45960 板橋天后宮 白米100斤

45961 卜藝精進開運館 供品1批

45962 碧雲宮 白米300斤.供品1份

45963 張育嘉先生 白米15斤

45964 勞工保險局 白米150斤.供品1批

45965 吳建霖先生 白米15斤

45966 吳柏勳先生 白米15斤

45967 余家瑀女士 白米15斤

45968 張密女士 白米15斤

45969 余哲夫先生 白米15斤

45970 太陽城餐廳.王龍瞱先生 白米200斤

45971 三寶弟子 白米70斤.太陽餅10包

45972 王梓榮先生 白米40斤.二手衣2袋

45973 新明金獅團 白米500斤

45974 陳明秀女士 餅乾1箱

45975 聖龍宮 白米650斤

45976 三王府 白米5000斤

45977 聖恩宮 白米600斤.供品1批

45978 楊秀每女士 泡麵2箱

45979 蘇志賢先生 白米9斤.供品4件

45980 巡天宮 白米100斤

45981 懷寧宮 白米80斤.餅乾3袋

45982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5983 高榮鴻先生 白米40斤

45984 李淑枝女士.石明弘先生 白米50斤

45985 王碧華女士 白米20斤

45986 法玄壇 白米150斤.餅乾.泡麵2箱

45987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5988 聖賢堂 白米300斤



45989 台北市中山下塔悠福德爺宮基金會白米500斤

45990 安世良緣宮 白米100斤

45991 ICRT管委會 白米150斤.供品10箱

45992 柯添貴先生 白米1000斤

45993 恆安里辦公室 白米400斤

45994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45995 龍山商場百貨部 白米1000斤

45996 台北九天宮 白米400斤

45997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45998 懷憶停 物資1批

45999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000 昭安宮 白米300斤

46001 子綿興業(股) 白米100斤

46002 沈志強先生 白米100斤

46003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6004 醒心宮 白米500斤

46005 傳家寶社區 白米40斤.雜糧2包

46006 國賓服務(股) 白米24斤.餅乾3包.油1罐.泡麵1箱

46007 佛教菩提慈善基金會 白米500斤

46008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6009 周濟言先生 白米100斤

46010 盧美珠女士 白米6斤

46011 台北集安宮 白米350斤

4601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6013 劉濠誠先生 白米100斤

46014 吳榮烽先生 白米50斤

46015 邱玉鳳女士 鱸魚1件

46016 人力工程.德莉工程 白米40斤.供品1批

46017 基隆市文殊堂 白米1000斤

46018 許師姐 白米100斤食品1箱

46019 中正區公所 白米48斤.供品1批

46020 三重北巡府 白米500斤

46021 龍蓮宮 白米252斤

46022 台北市雙龍社會服務團 白米180斤

46023 台灣菸酒公司 果汁7.5箱

46024 月天心餐廳 泡麵6箱

46025 王鴻銘先生 白米20斤

46026 孫浩家先生 白米50斤

46027 月天心餐廳 泡麵1箱

46028 中華民國慈音功德會 白米150斤.供品1批



46029 萬象之都忠孝第1站管委會 白米6公斤.泡麵10箱

46030 林傳興先生 紙尿褲4包

46031 移動繪板設計工作室 杯子10個.T恤12件

46032 林道東先生 白米450斤

46033 楊秀英女士 白米100斤

46034 土城關聖玄濟宮 白米100斤

46035 善心人士 水果1袋

46036 善心人士 食品1袋

46037 長榮空廚(股)台北營業所 白米50斤.食品1袋

46038 魯裕山先生 白米50斤沙拉油1瓶

46039 戴文浩先生 白米50斤

46040 樹林龍鳳宮 白米400斤

46041 林品宏先生 白米50斤

46042 中華世紀長青公司 白米50斤

46043 北天宮 白米150斤.麵15包

46044 黃榮斌先生 白米500斤

46045 台北南天聖帝宮 白米250斤

46046 李玉溪先生 紙尿褲5包.洗衣粉1袋

46047 丁嘉成先生 白米100斤

46048 陳幸愉先生 白米100斤

46049 松山慈祐宮 供品120份

46050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6051 月天心餐廳 成人紙尿褲4箱.

46052 台北市福佑宮 白米1500斤

46053 林宜賢先生 泡麵4箱

46054 張素玲女士 洛神花1斤

46055 東南夫人有限公司 蛋捲200盒

46056 蒸真養生饅頭 饅頭29個

46057 玉敦宮 白米56斤

46058 善心人士 麵條39包

46059 展弘科技衛浴有限公司 白米100斤

46060 博文衛浴有限公司 白米100斤

46061 李明煌先生 白米100斤

46062 邱玉鳳女士 春子5斤

46063 士林慈誠宮 白米2300斤

46064 景福宮 白米900斤.米粉4包.尿布3包

46065 龍鳳天宮 白米250斤.麵20包

46066 板橋慈元宮 白米80斤

46067 謝承和先生 日用品1批

46068 莊秉星先生 白米40斤



46069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900斤.供品17箱

46070 普濟寺 白米300斤.餅乾1箱

46071 牛丼塊餐 白米100斤.果汁3箱

46072 邱玉鳳女士 食品9盒

46073 黃志成先生 白米100斤

46074 拍拍企業(股) 蛋糕15個

46075 松山奉天宮 白米500斤米粉2箱.醬油2箱

46076 刑事警察局 月餅2箱

46077 全家便利店(台醫店) 冰棒3盒

46078 全家便利店(東門店) 衛生紙2串

46079 全家便利店(和鄰店) 果凍5盒

46080 三條路福德宮 白米120斤

46081 全家便利店(大孝店) 月餅2盒

46082 全家便利店(和醫店) 冰棒3盒

46083 李瓊芳女士 饅頭200粒

46084 冠閎實業有限公司 日用品1批

46085 凃文雅.劉貴生先生 白米300斤

46086 古芸天后宮 便當50個

46087 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

46088 張玉翠女士 白米700斤

46089 無極紫勝宮 白米150斤.乾糧28包

46090 開天聖元宮 白米200斤

46091 生命河教會約書亞小組 糖果.餅乾各1包

46092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093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6094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6095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6096 吳秋來先生 肉鬆3包

46097 冠閎實業有限公司 環保垃圾袋11包

46098 林芷女士 粽子40個.餅乾5箱

46099 吳榮烽先生 香腸10盒

46100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6101 台北市警友會大同辦事處 白米640斤

46102 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 成人紙尿褲12包.影印紙.碳粉各1箱

46103 呂翊綺女士 白米50斤

46104 三條路福德宮 供品4份

46105 謝育典先生3人 白米500斤

46106 晶睿通訊(股)公司 柚子4箱.月餅12盒

46107 全家便利店(公館店) 禮盒2盒

46108 全家便利店(館中店) 禮盒1盒



46109 全家便利店(水源店) 禮盒2盒

46110 刑事警察局 文旦5箱.月餅1箱

46111 蔡小姐 文旦2箱.高麗菜1藍

46112 吳采芳女士 白米50斤

46113 林采穎女士 白米50斤

46114 廖育萱女士 白米100斤

46115 高雄市捷運工程局局長 文旦5箱.

46116 新竹縣長邱鏡淳先生 文旦1箱

46117 黃施金蘭女士 白米50斤

46118 張道程先生 清潔用品7瓶

46119 蒸真養生鰻頭 饅頭40個

46120 季忠華先生 餛飩4包

46121 許春嬌女士 紙尿布10包

46122 許家祥先生 衛生紙3袋

46123 慈愛精舍 白米250斤.物資1批

46124 北順宮 白米150斤

46125 高再添先生 白米34斤

46126 易延德先生 衣物1批

46127 李運蘭女士 月餅2盒

46128 台北保安宮 物資1批

46129 張素玲女士 麵條1箱

46130 粱佳玲.張燕森女士 柚子2箱

46131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46132 板橋妙法宮 文旦1箱.供品3箱

46133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保護基金會 月餅30盒

46134 蒸真饅頭店 饅頭40個.蛋糕4條

46135 善心人士 餅乾1袋

46136 點線麵餐飲 水餃700粒

46137 伯朗咖啡 禮盒30盒

46138 賴宗義先生 饅頭9包

46139 邱玉鳳女士 香魚1箱

4614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614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6142 太陽城餐廳.王龍瞱先生 食品4袋

46143 玉敦宮 白米50斤

46144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46145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46146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7箱

46147 許至漢先生 小豬樸滿2隻

46148 楊嘉釩先生 布丁21個



46149 莊惠雯女士 二手書1批

46150 張淑琴女士 月餅6盒

46151 三寶觀音寺 白米360斤

46152 黃志堅先生 馬克杯1箱.碗2箱

46153 乾坤食品 月餅10盒

46154 善心人士 毛巾6條.月餅1盒

46155 黎秋銀女士 三明治12盒

46156 黎秋銀女士 三明治12盒

46157 台北新世代獅子會 紙尿褲18包.月餅7盒

46158 王玉姿女士 文旦4箱

46159 林秀樺.林姵妏女士 白米13斤.月餅3盒

46160 泰山集團喜威世流通(股) 蛋黃酥.綠豆酥.芋頭酥共113條

46161 有成食品行 水餃26包

46162 杰威兒經紀娛樂傳播 白米50斤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