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1年11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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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81 廖來發先生 白米100斤

46282 陳美枝女士 油1箱

46283 邱玉鳳女士 魚貨13斤

46284 龍山寺 白米250斤

46285 陳俐妤先生 白米25斤

46286 無極懿旨三鳳宮 白米70斤供品1批

46287 作廢

46288 陳曉雲女士 白米100斤

46289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6290 移動給本設計工程 衣服6件

46291 林傳興先生 紙尿褲4包

46292 張昌源先生 清潔用品1箱

46293 張昌源先生 園遊劵50張

46294 曾全興先生 白米6.9斤

46295 杜鈺儒女士 白米6.9斤

46296 黃心怡女士 白米100斤

46297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6298 吳榮烽先生 白米50斤

46299 無名氏 白米50斤

46300 卓婷湘女士 白米100斤

46301 善心人士 饅頭2包

46302 善心人士 饅頭1包

46303 潘慶祥先生 饅頭22粒

46304 廖唯任先生 饅頭15粒

46305 邱玉鳳女士 魚10斤

46306 恆隆行貿易(股) 吸塵器1台

46307 藏蓮會 紙尿褲6箱

46308 陳素玲女士 白米耳2斤

46309 李玉溪先生 成人紙尿褲4包

46310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311 陳鈺婷女士 奶粉8袋

46312 城隍廟 白米300斤食品1批

46313 孫浩家先生 白米50斤

46314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6315 鄭胡碧霞女士 白米15斤.飲料1批

46316 永源大藥局 園遊劵30張



46317 羅濟彰先生 白米15斤

46318 鄭芬芳女士 白米15斤

46319 羅濠洲先生 白米4斤

46320 藍曾貞女士 白米50斤

46321 廖文斌先生 白米50斤

46322 李吉昌先生 白米50斤

46323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46324 廖伯昇先生 白米50斤

46325 田玉能先生 沙拉油1箱

46326 善心人士 清潔用品1袋

46327 傅綺春女士 園遊劵8張

46328 黃明瑞先生 園遊劵10張

46329 蔡進田先生 園遊劵20張

46330 林建秀女士 園遊劵40張

46331 劉爵豪先生 白米100斤

46332 黃小姐 衛生紙4袋

46333 林志昇先生4人 尿布8袋

46334 王黛璇女士3人 洗髮乳10罐

46335 劉克倫先生 沐浴乳.洗髮乳各5瓶

46336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白米200斤

46337 王雪菊.黃鴻林先生 白米200斤

4633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339 全家便利店台醫店 凍豆腐.魚豆府各1盒

46340 全家便利店千禧店 日式竹輪.豆皮捲各1包

46341 全家便利店和醫店 龍蝦棒.章魚天各1包

46342 全家便利店和鄰店 柔情衛生紙2包

46343 劉寶山先生 白米250斤

46344 永勤金屬材料 白米50斤

46345 康美玲女士 白米25斤

46346 陳玉娟女士 白米25斤

46347 徐振文先生 白米25斤

46348 台灣星錡實業 白米25斤

46349 九通輪胎行 白米25斤

46350 陳淑女士 白米100斤

46351 黃志成先生 白米100斤

46352 黃俊傑先生 白米100斤

46353 王泰山先生 沐浴乳10桶

46354 鄭宏偉先生 白米50斤



46355 葉美惠女士 白米25斤

46356 鄭傳美智女士 白米25斤

46357 鄭子淵先生 白米25斤

46358 鄭子軒先生 白米25斤

46359 慈惠宮 白米50斤.食品11箱

46360 邱玉鳳女士 春子5斤

46361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46362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46363 楊淑霞女士 白米50斤

46364 林川輝先生 米漿1箱.麵包3條

46365 陳小姐 白米40斤

46366 洪堯霖先生 白米100斤

46367 張傳先生 餅乾1袋

46368 林芷女士 餅乾5箱

46369 楊政達先生3人 白米500斤

46370 黃郁茹女士 白米4包.燕麥1盒

46371 統一保全 奶粉2罐

46372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6373 玄義堂 食品1批

46374 楊傑清先生 白米50斤

46375 林采穎先生 白米50斤

46376 陳怡潔女士 白米100斤

46377 廖育萱女士 白米100斤

46378 李文欽.黃素秦先生 白米100斤

46379 張維庭.王秋蓉先生 白米100斤

46380 盧昀穎先生 白米50斤

46381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6382 懷英(股)有限公司 羽球拍30枝

46383 蔡緯宇先生 白米100斤

46384 薛承泰先生 麵線5包.筆禮盒6盒

46385 蘇秋華女士 關東煮1包

46386 陳品靜女士 關東煮1包

46387 葉宥廷先生 關東煮1包

46388 孫淑慧女士 關東煮1包

46389 林苡晴女士 關東煮1包

46390 郭霈宸先生 關東煮10包

46391 陳盈偉先生 關東煮5包

46392 黃秋芬女士 白米100斤.食品1批



46393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6394 邱玉鳳女士 春子8斤

46395 玉鼎獎有限工司 關東煮1包

46396 洪聖勳餅店 三明治22盒

46397 邱冠華先生 橘子1箱

4639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399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672片

46400 富好(股) 餅乾21盒

46401 海天禪寺 水果1箱

46402 古芸天后宮 魯味35包

46403 劉宗學先生 白米100斤

46404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6405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6406 賴宗義先生 鰻頭55個

46407 林嘉祥先生 巧克力39份

46408 陳淳蘭女士 白米30斤

46409 大野隆史 白米30斤

46410 林基正先生 白米30斤

46411 吳佩芬女士 白米30斤

4641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641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6414 雙和浸信會 手套10雙

46415 天仁木業(股) 禮餅2盒.喜餅1盒

46416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6417 張素鈴女士 雞蛋1箱

46418 洪福聲先生 白米40斤

46419 李易祺先生 白米2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