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2年4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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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95 李淑芬女士 白米200斤.橄欖油10罐

47096 臺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7097 龍山寺 青菜8箱

47098 行政院環保署 麻油15瓶

47099 李玉溪先生 清潔用品6瓶

47100 謝珮糴女士 蛋糕10條

47101 咔咔食品有限公司 龍蝦蛋捲1箱

47102 曾國榮先生 紙尿褲20包圍裙.垃圾袋各5包.手套3盒

47103 善心人士 饅頭42個

47104 卓蘭英女士 蛋糕14條

47105 羅美鈴女士 饅頭10顆

47106 義和水果行 饅頭10顆

47107 善心人士 饅頭8顆

47108 林傳興先生 紙尿褲4包

47109 蘆洲天寶宮 白米200斤

47110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7111 吳文德.吳維邦先生 白米100斤

47112 雷宥婕女士 白米10斤

47113 鍾若庭女士 白米10斤

47114 鐘翊甄女士 白米2.5斤.餅乾3包

47115 福景宮 白米1200斤

4711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711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711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7119 善心人士 白米75斤

4712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7121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7122 藍曾真大德 白米50斤

47123 廖于瑞大德 白米50斤

47124 林清如大德 白米50斤

47125 李柏霖大德 白米50斤

47126 王志偉先生 白米25斤

47127 張素玲女士 洛神花2斤

47128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4712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7130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7131 善心人士 白米75斤

47132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7133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713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7135 王松源先生 白米25斤

47136 臻邑工業有限公司 白米100斤

4713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7138 善心人士 麵1箱.食品4箱

47139 郭碧雲女士 麵1箱

47140 白沙屯拱天宮媽祖廟 白米100斤

47141 邱玉鳳女士 花枝丸.虱目魚各5斤

47142 黃湘婷女士 白米20斤

47143 善心人士 二手印表機.碳粉

47144 台北市志玲姊姊基金會 洗衣粉5箱

47145 莊秉星先生 白米40斤

47146 廖秀珍女士 白米50斤

47147 何思萱女士 白米30斤

47148 何承翰先生 白米30 斤

47149 廖來發先生 白米30斤

47150 臺灣省城隍廟 白米260斤.食品1批

47151 台北市愛心婦女協會 麵包3箱

47152 吳俊德.洪志成先生 鮮奶30瓶.餅乾2箱

47153 何俊忠.蔡昌榮先生 鮮奶30瓶.餅乾1箱

47154 一鳴有限公司 麥片6盒

47155 賴宗義先生 饅頭14包

47156 何仁宏先生 白米50斤

47157 陳春紅女士 白米50斤

47158 翁麗雪女士 白米100斤

47159 翁麗濱先生 白米10斤

47160 馬育萱女士 白米10斤

47161 施凱文先生 白米6斤

47162 黃炯堯先生 白米6斤

47163 詹寧文先生 白米4斤

47164 林威延先生 白米4斤

47165 黃誼君先生 白米10斤

47166 康志超先生 白米4斤

47167 許家誠先生 白米30斤

47168 鄭金貴先生 白米4斤

47169 興寶皮行 白米12斤

47170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7171 林俊龍先生 蕃茄2箱

47172 黃晏寧先生 二手漫畫書3箱

47173 劉春富先生4人 白米20斤

47174 老成隆珠寶銀樓 饅頭12顆



47175 凌源均先生 饅頭12顆

47176 泰竹男女養生會館 饅頭4顆

47177 善心人士 饅頭200顆

47178 彭秀華女士 饅頭12顆

47179 張心羽女士 饅頭40顆

47180 曾慧嫻女士 白米15斤

47181 中華慈光愛心會 水果1箱

47182 吳幸珠女士 白米50斤

47183 私立軒儀老人長照中心 成人紙尿褲3箱

47184 張素玲女士 肉鬆1罐.雞蛋1箱

47185 賴銘利先生 白米6斤

47186 郭牡丹女士 白米30斤

47187 丁惠平女士3人 垃圾袋5包

4718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7189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7190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7191 邱幼媚女士 糖果2袋

47192 邱幼媚女士 糖果2袋

47193 路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47194 台北市愛心協會 麵包1箱

47195 天仁木業(股)公司 白米2斤.醬油.蔭油各1瓶

47196 廖育萱女士 白米100斤

47197 吳秋指女士3人 白米50斤

47198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7199 孫浩家先生 白米50斤

47200 麵包空間 麵包50個

47201 邱玉鳳女士 尖梭5斤

47202 王志偉先生 白米25斤

47203 彭權銘先生 二手腳踏車1台

47204 吳粉先生 西瓜10個

47205 行政院環保署 糕餅2盒.點心4包

47206 詹國鑫先生 白米40斤

47207 鍾佩凌女士 二手衣1箱

47208 麵包空間 麵包50個

47209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47210 張素玲女士 白木耳1.67斤.洛神花2斤

47211 許春嬌女士 白米20斤

47212 許家祥先生 紙尿褲4包

47213 賴家鳳女士 饅頭6包

47214 福德宮 白米50斤

47215 黃高美月女士 輪椅4台.衣服41件



47216 綾威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清潔用品5箱

47217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47218 慈惠宮 供品3箱

47219 慈惠宮 供品3箱

47220 陳治本先生 白米100斤

47221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7222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7223 台北市愛心協會 麵包1箱

47224 王母救世宮 白米900斤.雜糧1批

47225 陳威辛先生 雞蛋糕3塊

47226 無名氏 二手IPAD一台

47227 騏瑋實業有限公司 糖2箱

47228 邱玉鳳女士 香魚1件

47229 蔡慶郎先生 白米100斤

47230 張秀珍女士 白米100斤

47231 蔡長恩先生 白米100斤

47232 蔡長紘先生 白米100斤

47233 蔡雅婷女士 白米100斤

47234 林昆玉先生 白米100斤

47235 吳淑惠.許哲維先生 清潔用品1批

47236 張素玲女士 洛神花2斤

47237 許怡雯女士 饅頭60個

47238 許怡雯女士 饅頭60個

47239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禮盒2盒

47240 天德太子宮 貢丸5斤.雞蛋糕3塊

47241 陳鈺婷..陳怡伶女士 克寧奶粉5罐

47242 台北看守所 菠蘿麵包50個

47243 張素玲女士 蛋1箱.洛神花0.8斤

47244 陳崇輝先生 白米100斤

47245 葉李寶猜女士 白米200斤.清潔用品13桶

47246 邱玉鳳女士 魚9斤

47247 蔡家伶女士 白米25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