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2年8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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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37 詹余幼女士 白米200斤

47638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供品1批

47639 冠偉百貨行 襪子1箱

47640 邱玉鳳女士 蚵2斤.吾仔5斤

47641 黃施金蘭女士 白米50斤

47642 莊秉星先生 白米40斤

47643 陳美枝女士 綠豆.砂糖各15斤

47644 蔡雅安女士 白米50斤

47645 林瑋琪女士 饅頭12個

47646 黃淑芬女士 饅頭6個

47647 林水源先生 饅頭12個

47648 許瀞勻先生 饅頭12個

47649 崔書閔先生 饅頭6個

47650 林聯生先生 饅頭12個

47651 老地方牛肉麵 饅頭4個

47652 善心人士 饅頭8個

47653 雷宥婕女士 衛生紙1袋.衣服6件

47654 鍾若庭女士 紙尿褲1袋.柔軟精3箱

47655 劉冠維先生 白米50斤

47656 張素玲女士 肉鬆5罐

47657 蘆洲八仙宮信士 白米1100斤

47658 勝昌食品行 白米200斤

47659 周徐福先生 白米50斤

47660 李佳靜女士 白米50斤

47661 曾全興先生 白米10斤

47662 李玉溪先生 紙尿褲4包.沙威隆2瓶

47663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47664 張素玲女士 洛神花.白木耳各1包

47665 陳春紅女士 白米50斤

47666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7667 曾公子 手套2盒.紙尿褲20包.垃圾袋4包

47668 黃美芬女士 麵包14個

47669 呂燕美女士 麵包26個

47670 善心人士 泡菜4包

47671 萬華地藏王廟 白米300斤



47672 美珍素食蛋糕 小蛋糕100個

47673 艋舺烤雞工坊 烤雞9隻.飲料3箱

47674 泰清企業(股)公司 茶磚3個

47675 林金蘭女士 白米10斤

47676 張哲偉先生 食品5袋

47677 張育齊先生 餅乾1袋.水果1袋

47678 大鴻藝術(股) 衣物36件

47679 金山寺 白米50斤

47680 張素玲女士 薏仁.紅豆.綠豆各1包

47681 王中華.林玟璟先生 紙尿褲3箱.洗衣精4箱.浴廁劑2箱

47682 賴銘利先生 白米8斤

47683 徐金臺先生 白米50斤

47684 林采穎女士 白米50斤

47685 孫浩家先生 白米50斤

47686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7687 紫竹林 白米1000斤.供品1批

47688 五顯率性宮 白米500斤.食品1批

47689 蔡佩珍女士 白米25斤

47690 杜家姍女士 飲料65杯

47691 蘇名詳先生 白米15斤

47692 陳家華.陳芊芸女士 白米5斤.魚1袋

47693 徐百毅先生3人 白米230斤

47694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7695 北極肇天壇 白米275斤

47696 李淑珠女士 全家便利商店禮劵20張

47697 藍曾真大德 白米50斤

47698 林清如大德 白米50斤

47699 李吉昌大德 白米50斤

47700 太魯閣國際(股) 拉麵24碗.

47701 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200斤

47702 空白

47703 王思涵女士 白米50斤

47704 葉宗保先生 白米50斤

47705 曾晴海先生 白米50斤

47706 土城聖德宮大德 供品1批

47707 張素玲女士 奶粉4包

47708 金田立有限公司 口罩1箱



47709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斤

47710 林芷女士 食品1箱

47711  善心人士 餅乾5箱

47712 煌煒大廈 白米60斤

47713 王先生 餅乾1包

47714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47715 台北聖慈宮 白米135斤.供品29箱

47716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7717 羅彌迦先生 蔬菜60斤

47718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7719 洪聖勳餅店 三明治120個

47720 空白

47721 空白

47722 空白

47723 空白

47724 空白

47725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47726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47727 張素玲女士 奶粉4包

47728 空白

47729 空白

47730 空白

47731 空白

47732 空白

4773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7734 王碧華女士 白米20斤.米粉.罐頭8包

47735 順成服裝行 白米50斤

47736 新樣衣館 白米50斤

47737 菘鴻服裝行 白米50斤

47738 賴銘利先生 白米12斤.清潔用品2瓶

47739 金磚會館 白米15斤.食品1批

47740 賴宗義先生 饅頭18包

47741 邱玉鳳女士 花枝丸5斤.豆魚4斤

47742 李欣穎女士 糖果.餅乾1袋

47743 台北御聖宮 白米32斤.麵10包.油5瓶

47744 李先生 清潔用品3瓶.12支

47745 劉炫伶女士等3人 食品3件



47746 淡水玄真宮福田會 白米500斤

47747 善德堂 白米100斤

47748 善德堂 白米50斤

47749 善德堂弟子6人 白米3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