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2年1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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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55 吳建興先生 白米100斤

46656 高語婕女士 白米28斤

46657 賴銘利先生 白米6.8斤.洗髮精1瓶

46658 吳宣如女士 白米100斤

46659 李浚耀先生 白米50斤

46660 李冠賢先生 白米50斤

46661 李詠軒先生 白米50斤

46662 劉盈秀女士 白米50斤

46663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白米300斤

46664 吳景耀先生 白米100斤

46665 三寶弟子 白米50斤

46666 吳榮烽先生 香腸10盒

46667 楊仁昌先生 白米15斤

46668 吳賴鑾女士 白米30斤

46669 南港富南宮愛心基金會 白米260斤

46670 傅兆騰先生 白米1000斤

46671 松山慈祐宮 白米2000斤.麵條1000斤

46672 林采穎女士 白米50斤

46673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6674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7箱

46675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46676 一鳴有限公司 蛋糕劵5盒.紙尿褲2包

46677 善心人士 水餃10盒.衛生紙4包.糖果1包

4667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6679 統編16567234 義大義麵醬17瓶.麵1箱

46680 季忠華先生 餛飩8包

46681 林傳興先生 尿布4包

46682 善心人士 衛生紙1箱

46683 李玉溪先生 清潔用品8份

46684 朱素雲女士 棉被+枕頭41套.衛生紙3袋.牙膏牙刷肥皂42份

46685 黃小姐 圍巾41條

46686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供品1批

46687 魏福信.先生 白米200斤

4668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689 周莉莉女士 白米50斤

46690 許桂如女士 白米100斤

46691 張金櫻女士 白米50斤



46692 陳素真女士 白米25斤

46693 江禮德先生 白米25斤

46694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油400公升

46695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46696 善心人士 小菜1袋

46697 陳家明先生 教具3盒

46698 美惠妮卡兒女士 教具2盒

46699 劉美雲女士 教具4盒

46700 林奉妮女士 教具3盒

46701 林美齡女士 教具3盒

46702 黃曉薇女士 教具4盒

46703 呂知穎女士 教具3盒

46704 黃國慶先生 教具3盒

46705 曲冠宇先生 教具3盒

46706 邱雯藝女士 教具3盒

46707 江文惠女士 手提音響1台

46708 陳家明先生 教具3盒

46709 陳佳讌女士 教具3盒

46710 台灣道教明德弘道會 白米300斤

46711 麥氏新東陽基金會 火雞4隻.食品7箱

46712 許美完女士 饅頭20個

46713 葉俊賢先生 菜包3箱

46714 四星(股)公司 輪椅1台

46715 李明穎女士 紙尿褲14包

46716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6717 陳立翔.蔡進雄先生 白米100斤

46718 孫浩家先生 白米50斤

46719 何正先生 白米200斤

46720 善心人士 三明治70個

46721 海寶實業有限公司 白米1000斤

46722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6723 欣鍋園 白米50斤

46724 陳允平先生 貢丸1袋

46725 王麗華女士 吻仔魚1箱

46726 邱佳志先生 白米3斤.沙拉油1瓶

46727 劉世澤先生 紙尿褲2箱

46728 周雅如女士 紙尿褲1箱

46729 余建宏先生 紙尿褲1箱

46730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6731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6732 菲之軒時尚 白米60斤

46733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佑宮 白米2000斤

46734 游秋貴女士 饅頭80個

46735 朱能德.陳靜儀先生 白米100斤

46736 林振德先生 麵包5條

46737 李易祺先生 白米250斤

46738 黃施金蘭女士 白米50斤

46739 池上農會 白米22斤

46740 廖育萱女士 白米100斤

46741 吳韋漢.陳玫君先生 白米100斤

46742 郭如恩女士 舊毛巾20條

46743 林正順先生 白米100斤

46744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6745 藏蓮會 冬季衣服41套

4674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747 白沙屯拱天宮 白米50斤

46748 黃鄭粉女士 白米200斤

46749 許家祥先生 白米20斤

46750 許春嬌女士 成人紙尿褲6包

46751 刑事警察局 水果.糖果.罐頭各1箱

46752 張育齊先生 白米50斤.中藥.糖果.餅乾各1包

46753 善心人士 衛生棉2箱.洗髮精28瓶

46754 邱玉鳳女士 吾仔2件

46755 雲端生活 麵包24個

46756 張素玲女士 洛神花2斤

46757 賴宗義先生 饅頭13包

4675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6759 蘇志鵬先生 棉被15件

46760 余進成先生 棉被15件

46761 理加補習班 書包8個

46762 王金昌先生 臭豆腐240個

46763 胡新民全家 白米100斤

46764 童錦芳女士 白米100斤

46765 邱佳志先生 白米6斤.油3斤

46766 華夏義工協會 台北市專用垃圾袋17包

46767 賴螢梅女士 紙尿布12袋

46768 蔡賢仁先生 白米200斤

46769 莊秉星先生 白米40斤



46770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6771 畫工場有限公司 冬衣41套

46772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773 李淑枝.石明弘先生 白米50斤

46774 張素玲女士 青岐枸杞.紅棗各1斤

46775 林蘃女士 餅乾5盒

46776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46777 游麗娟女士 白米100斤.油1桶

46778 游國禛先生 白米100斤.油1桶

46779 余家惠女士 白米100斤.油1桶

46780 王又慶先生 白米100斤.油1桶

46781 張祐銘先生 白米60斤

46782 杜鈺儒大德 白米20斤

46783 廖淑美女士 火鍋料.餅乾各1箱

46784 勝昌食品有限公司 白米700斤

46785 蘇富美女士 白米200斤

4678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787 善心人士 巧克力60盒

46788 邱玉鳳女士 黃積魚10斤

46789 呂若菁女士 白米17斤.牙膏9條.牙刷6條.

4679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6791 周小姐 有機蛋2箱

46792 陳其暐先生 白米100斤

46793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6794 吳小姐 白米300斤

46795 洪詩淇女士 衛生紙11包.洗衣粉4包

46796 李健業先生 白米100斤

46797 陳叡翰先生 白米50斤

46798 邱佳志先生 白米10斤.食品4份

46799 葉麗玉女士 白米50斤

46800 一條龍 衣物1箱

46801 阿三哥牛軋糖 糖1包

46802 阿三哥 牛軋糖3包

46803 善心人士 食品3包

46804 黃秋芬女士 白米100斤.食品一批

46805 善心人士 麵.火鍋料各2箱

46806 劉高麗華女士 成人紙尿褲1箱

46807 劉秉燁先生 成人紙尿褲1箱

46808 善心人士 饅頭11包



46809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6810 財團法人台北市慈祐宮 白米1500斤

46811 洪聖勳餅乾 三明治168個

46812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46813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4681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餅乾4箱

46815 黃榮源先生 食品1批

46816 周鴻斌.邱玉雲先生 白米50斤

46817 福德宮 白米50斤

46818 永珍服飾公司 樣品衣1袋

46819 善心人士 白米80斤

46820 黃志成先生 白米1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