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2年7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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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09 曾立名先生 白米2 斤.食物1袋

47510 作廢

47511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47512 藍英楠先生 白米300斤

47513 莊淑卿女士 白米30斤

47514 邱玉鳳女士 魚7斤

47515 一鳴有限公司 養樂多150瓶

4751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洛神花0.85斤

47517 黃宏斌先生 水蜜桃6顆

47518 黃健庭先生 鳳梨1箱

47519 林宣賢先生 水果3袋

47520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垃圾袋5包.手套4盒

47521 昇元商行 海苔2箱

47522 邱玉鳳女士 鯖魚1袋

47523 南營行善系環島行善王 玉米片9盒.漂白水7桶

47524 天仁木業(股) 麵線禮盒1個.花生1包

47525 蔡雅萍女士 白米100斤

47526 莊秉星先生 白米40斤

47527 張素玲女士 薏仁5斤

47528 羅秋秋花女士 白米50斤

47529 劉冠維先生 白米50斤

47530 雷宥婕女士 衛生紙2袋

47531 鐘若庭女士 成人紙尿褲1包.柔軟精4包

47532 黃施金蘭女士 白米50斤

47533 陳先生 白米100斤

47534 鄭禮通.田色燕先生 西瓜10顆

47535 劉人瑋先生 麵條1箱

47536 董媛卿女士 燕麥片2箱

47537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2斤.薏仁1斤

47538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7539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7540 廖文斌先生 白米50斤

47541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47542 善心人士 清潔用品1批

47543 陳義隆先生 白米5斤



47544 陳義隆先生 白米5斤

47545 李奕奇先生 飲料3箱.餅乾2箱

47546 刑事警察局 餅乾5盒.水梨6盒

47547 莊忠儒先生 厚片土司80片

47548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7549 黃俊傑先生 白米100斤

47550 善心人士 紙尿褲2箱

47551 黃聰敏先生 饅頭35包

47552 何仁宏先生 白米50斤

47553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7554 劉和棋先生4人 白米50斤

47555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7556 邱玉鳳女士 香魚1件

47557 戴雯文女士 白米100斤

4755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薏仁2.67斤

47559 王柏盛先生 餅乾2包

47560 吳秋指女士4人 白米50斤

47561 邱玉鳳女士 小捲1盤

47562 謝文斌先生 綠竹筍20斤

47563 作廢

47564 高劉準先生 白米100斤

47565 高劉仰先生 白米100斤

47566 高渝超先生 白米100斤

47567 吳宜蓁女士 白米100斤

47568 高微淳先生 白米100斤

47569 陳萬來先生 白米30斤

4757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7571 程鄧柳先生 饅頭4顆

47572 遙控模型工坊 饅頭12顆

47573 賴淑華女士 饅頭12顆

47574 謝誌恩先生 饅頭12顆

47575 鄭裕承先生 饅頭12顆

47576 東呷牛肉麵 饅頭7顆

47577 莊子賢先生 饅頭6顆

47578 永昇電動工具行 饅頭12顆

47579 吳宜真女士 饅頭6顆

47580 善心人士 饅頭10顆



47581 吉祥家具行 饅頭4顆

47582 潘天宮先生 肉醬6斤半

4758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7584 齊一興業 白米20斤

47585 陳瑞正先生 手套3打

47586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7587 龍小姐 白米100斤

47588 李玉溪先生 紙尿褲2包.沙威隆2瓶

47589 廣州街蚵仔煎 白米100斤

47590 因大為先生 清潔用品20份.白米6斤.沙拉油2瓶

47591 陳美枝女士 麵1箱

47592 張文雄先生 白米20斤

47593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759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7595 邱玉鳳女士 黑侯7斤

47596 黃鄭粉女士 白米200斤

47597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魚鬆1罐

47598 謝玉凱先生 白米100斤

47599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7箱

47600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7601 冶亮實業有限公司 背包49個

47602 齊一興業開發公司 白米12斤

47603 麵包空間 麵包50個

47604 夏世紘.黃依琴先生 白米50斤

47605 夏世紘.黃依琴先生 白米50斤

47606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7607  新小學館 白米150斤.綠豆.薏仁.清潔用品6罐

47608 吳幸珠女士 白米50斤

47609 中間豐正 白米150斤

47610 廖蔡阿花女士 白米20斤

47611 廖宥榮先生 白米20斤

47612 蔡依珊女士 白米20斤

47613 廖美娟女士 白米20斤

47614 廖仁銘先生 白米20斤

47615 廖妤溱女士 白米20斤

47616 一鳴有限公司 燕麥片6盒

47617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47618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761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7620 陳治本先生3人 白米150斤

47621 黃建勳先生 手工香皂23個

4762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7623 李鴻志先生 冰薯6包

47624 家園排骨飯 便'當50個

4762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762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7627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肉鬆1罐

47628 張素玲女士 肉鬆1罐

47629 花仙子企業股 濕巾216包

47630 王柏聖先生 旺旺仙貝2包

47631 台灣肥料(股) 芒果3箱

47632 拾荒人 食品4箱

47633 善心人士 毛帽25頂.文具1包

47634 海揚貿易(股) 魚片20斤

47635 詹木蘭女士 水梨1箱

47636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