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2年2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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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21 聚福宮 白米800斤

46822 吳榮烽先生 白米50斤

46823 張素玲女士 奶粉8包

46824 李雅惠女士3人 食品1批

4682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682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6827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6828 周濟言先生 白米100斤

46829 齊一興業開發(股) 白米24斤

46830 吳憲忠先生 白米100斤

46831 廖毓嬌女士 白米50斤

46832 開心講堂 冰箱1台

46833 刑事警察局 水果2箱

46834 善心人士 饅頭4袋

46835 廖德貴先生 白米500斤

46836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沙拉油2罐

46837 佑宇科技有限公司 鳳梨酥20盒

46838 曾公子餐廳 日用品1箱.成人紙尿褲20包

46839 汪島雄先生 白米100斤

46840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6841 賈光亞閤家 白米50斤

46842 呂靜如女士 年節食品1批

46843 李紹平先生 蘋果西打3箱

46844 林傳興先生 尿布4包

46845 仁寶電腦(股) 平板電腦5台

46846 善心人士 白米250斤.食品1箱

46847 趙培址.趙陳玉英先生 白米150斤.食品1箱

46848 吳志成先生 白米50斤

46849 吳志成先生 白米50斤

46850 吳燕玲女士 白米50斤

46851 善心人士 白米500斤

4685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6853 簡小姐 白米12斤.油1瓶

46854 三條路福德宮 供品8份

46855 林傳興先生 麥片2箱.麵包15個

46856 朱福興先生5人 白米50斤

46857 李淑霞女士 白米40斤

46858 古云天后宮 食品1箱

46859 福泰師姐 白米200斤



46860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白米200斤

46861 陳女士 白米125斤

46862 許家偉先生 食品12份

46863 莊秉星先生 白米100斤

46864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6865 台北保安宮 白米200斤.物資1批

46866 林阿九先生 白米50斤

46867 威武宮 白米100斤.食品1批

46868 蕭秋英女士 食品3箱

46869 林靖紘先生 白米50斤

46870 王紹宇先生  白米100斤

46871 珠聖宮楊阿金 先生 棉被45件

46872 洪聖勳餅店 三明治320個

46873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6874 中華電信(股) 年節食品4箱

46875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6876 黃威智先生 白米200斤

46877 佳煜有限公司 衣服3箱

46878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斤

46879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6880 李玉溪先生 日用品1批

46881 中華慈光愛心會 蘿蔔糕2箱

46882 環保署 禮盒1盒

46883 尚宏 饅頭2包

46884 善心人士 饅頭98個

46885 龍山寺 油200瓶.手套.圍巾2袋

46886 趙蔡王雪女士 白米100斤

46887 黃俊源先生 白米40斤.青菜1箱

46888 萬教至尊 白米100斤

46889 陳忠宇先生 尿布1箱.食品2袋\

46890 永輝米苔目店 白米100斤

46891 周書涵先生 白米10斤.食品8箱

46892 伯朗咖啡 年菜20盒

46893 劉文雄.陳美雲先生 食品1批

46894 昶明國際(股) 白米50斤

46895 全家福便利店 餅乾5箱.養樂多20排.巧克力2盒

46896 林傳興先生 食品3包

46897 善心人士 水果3箱

46898 何家櫻女士 葡萄3袋

46899 孫浩家先生 白米50斤

46900 孫浩家先生 白米50斤

46901 邱玉鳳女士 花枝丸1包.魚1包



46902 謝景森.一鳴有限公司 尿片3包.食品6罐

4690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6904 闕添貴先生 白米100斤

46905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906 杜傳黃先生 白米60斤

46907 鄭妍妍女士 白米40斤

46908 陳純彰先生 白米40斤

46909 王美虹女士 白米40斤

46910 李粘秀治.施鄔月英女士 白米20斤

46911 李添財先生 白米40斤

46912 施滿祝女士 白米40斤

46913 李政桀先生 白米80斤

46914 鉅龍建材工程行 白米250斤

46915 南瀛行善系 糖果1袋

46916 賴宗毅先生 蘿蔔糕3箱

46917 綠地果行 冰淇淋36分

4691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919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920 郭美珠女士 橘子1箱

46921 黃鼎發先生 水果2箱

46922 林勤寯先生 二手家電3件

46923 黃郁茹.張弘彥先生 食品2箱

46924 藍麗玲女士 白米100斤

46925 張素玲女士 蛋1箱

46926 郭冠麟先生 白米150斤

46927 郭建成先生 白米100斤

46928 中華慈光愛心會 麵1箱.二手衣物1袋

46929 益通食品有限公司 成人紙尿褲2箱.清潔用品2袋

46930 林秀樺女士 運動褲10件

46931 賴銘利先生 白米5.2斤.洗髮精1瓶

46932 林品宏先生 蘿蔔糕11個

46933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6934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62斤.食品1批

46935 謝廖勿女士 白米100斤

46936 善心人士 沙拉油1箱

46937 板橋天興宮 白米1000斤

4693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939 陳茂松先生 白米25斤

46940 蔡佩珍女士 白米25斤

46941 謝欣芸女士 尿布2箱

46942 張世明.李怡儀.張凱硯先生 食品1批

46943 林回國先生 白米100斤.食品3箱



46944 賴淑珍女士3人 冰糖.50斤.佐料3箱

46945 江瑋杰先生 白米50斤

46946 方孝娟女士 白米25斤

46947 賴宗義先生 山東饅頭11包

46948 邱玉鳳女士 馬頭魚9隻

46949 莊毅澤先生 白米50斤

46950 葉家伶女士 白米30斤

46951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46952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46953 張日榮先生 白米180斤

46954 四星國際(股) 紙尿褲7箱

46955 精誠資訊(股) 燈籠130個

46956 張素玲女士 白木耳1斤

46957 黃森吉先生 白米50斤

4695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棗子1箱

46959 松山慈祐宮 白米200斤.供品1批

46960 張素玲女士 桂圓肉2盒

46961 林長達先生 衛生紙14袋

46962 邱文政先生 白米50斤

46963 台灣農漁超市 茄子2箱

4696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6965 高阿善女士 全家禮劵10張

46966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6967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6968 松山奉天宮 肉60斤.蛋500個.餅乾50箱

46969 陳遠方先生 尿布6包.手套2盒

46970 酷必秀 吐司50片

46971 張國斌先生 芭樂1箱

4697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697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6974 準提精舍 白米75斤.餅乾.水果各2袋

46975 藍慶守先生 仙草奶凍60碗

46976 林亮瑜先生 白米25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