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2年9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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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74 中華萬法祖師文化協會 白米80斤.飲料6箱.米粉1箱

47875 三峽無極紫勝宮 供品1批

47876 臺大醫院 物品1批

47877 台北古芸天后宮 食品1箱

47878 板橋萬安玄聖宮 白米500斤

47879 鎮金殿社區管理委員會 白米450斤.飲料12箱

47880 樹林龍鳳宮 白米360斤

47881 白沙屯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47882 新莊代天巡守聖福宮 白米2000斤

47883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薏仁2.67斤

47884 西聖福德宮 冰棒100支

47885 子綿興業(股) 白米100斤

47886 福佑宮 白米1050斤

47887 景福宮 白米.餅乾.飲料1批

47888 鎮安宮 白米300斤

47889 莊淑卿女士 白米30斤

47890 玄靈道堂 白米81斤.供品1批

47891 中華電信 白米50斤.飲料1箱

47892 林健益先生 養樂多100瓶

47893 月天心餐廳 物資1批

47894 劉寶鳳女士 白米50斤

47895 松山奉天宮 白米500斤.糖20箱

47896 張玉翠女士 白米700斤

47897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手套.垃圾袋各3包

47898 台北聖安宮 白米500斤

47899 陳春紅女士 白米50斤

47900 謝名忠先生 T恤219件

47901 楊正群女士 白米50斤

47902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1250斤供品1批

47903 台北市普濟寺 白米300斤

47904 周濟言先生 白米100斤

47905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7906 台北天后宮 白米500斤.沙拉油100瓶

47907 聖恩宮 白米600斤.供品1批

47908 江淑雲女士 白米500斤

47909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7910 蔡雅萍女士.蔡雅安女士 白米50斤



47911 台北市蔬菜公會 白米750斤.物資1批

47912 吳秋指女士 白米50斤

47913 林昭宏先生 養樂多100瓶

47914 林志偉先生 白米40斤

47915 刑事警察局 水果1箱.餅乾4箱

47916 新瑞精密有限公司 饅頭4包

47917 善心人士 饅頭2包

47918 鴻遠實業(股) 饅頭1包

47919 善心人士 饅頭1包

47920 王培浩先生 月餅40個

47921 邱玉鳳女士 香魚1件

47922 慈誠宮 白米3000斤

47923 衛德雄先生 白米50斤

47924 衛潔秋女士 白米50斤

47925 衛潔莉女士 白米50斤

47926 王淑儀女士 白米50斤

47927 詳宇工程有限公司 布丁10盒

47928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7929 黃文藤先生 奶凍100碗

47930 億特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 月餅10盒

47931 陳美枝女士 冬瓜糖20斤

47932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7933 善心人士 餅乾3箱

47934 全家便利 店 吐司25條

47935 廖于瑞大德 白米50斤

47936 莊秉星先生 白米40斤

47937 何李阿娥女士 白米40斤.衛生紙2包

47938 興隆社區 白米50斤

47939 黃志成先生 白米100斤

47940 三條路福德宮 供品9包

47941 廖文斌大德 白米50斤

47942 楊依萍大德 白米50斤

47943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47944 無極天元聖寶殿 白米320斤

47945 李先生 柚子3袋

47946 黃琴惠女士 專用垃圾袋15包.餅乾2包

47947 李小姐 餅乾1箱

47948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7949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47950 陳梅君女士 白米50斤

47951 吳偉漢先生 白米50斤

47952 慈愛精舍 白米150斤.米粉1箱

47953 台北行天宮 油1箱.餅乾11袋

47954 林昭廷先生 養樂多100斤

47955 庭茂農業生技(股) 麵包1箱

47956 張素玲女士 薏仁.紅豆.綠豆各1袋

47957 潘天官先生 肉醬6斤

47958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7959 紀麗華女士 養樂多100斤

47960 廖宏瑞先生 白米20斤

47961 宏盛建設(股) 白米82斤

47962 晶睿通訊(股) 白米50斤.柚子4箱.可樂果2箱.月餅15盒

47963 善心人士蕭小姐 白米100斤

47964 伯朗咖啡(股) 月餅禮盒18盒

47965 臺銀綜合證劵(股) 禮盒12盒

47966 許家偉先生 冰棒100枝

47967 刑事警察局 柚子7箱

47968 樺霖(有) 月餅10盒

47969 吳盈潔女士 日用品1箱

47970 中國國民黨身心障礙者保護基金會月餅30盒

4797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7972 馬維麟先生 月餅1盒

47973 周念陵女士 月餅1盒

47974 陳昭岐顧問 月餅1盒

47975 李易祺先生 白米100斤.淮山.紅棗.芡實共8斤

47976 一鳴有限公司 白米10斤.月餅5盒

47977 林黃年春女士 養樂多100瓶

47978 台北古芸天后宮 麵線46包

47979 周徐福先生 文旦1箱.飲料1箱

47980 新北市三重自強慈善會 白米400斤.供品3箱

47981 鐘若庭女士 紙尿褲1包.柔軟精2瓶

47982 雷宥婕女士 白米10斤.衛生紙2袋

4798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7984 財金資訊(股) 手工皂禮盒1盒

47985 聯逢(股)公司 鞋子36雙

47986 林正順先生 白米100斤

47987 洪聖勳餅店 三明治72個

47988 三和電信 養樂多600瓶



47989 三寶觀音寺 白米480斤.食品2箱

47990 張焰洲先生 養樂多200瓶

47991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綠豆各1包

47992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7993 中國國民黨台北市委員會 白米120斤

47994 吳柏和先生 白米100斤

47995 旭立實業有限公司 柚子19箱

47996 增鴻國際開發 養樂多400瓶

47997 原源國際財務規劃 月餅30盒

4799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綠豆.紅豆各1包

47999 中庄仔福德宮 白米2000斤

48000 新北市三重市五燈獎黃鄭粉 白米200斤

48001 紀麗華女士 養樂多200瓶

48002 麥伯(股)公司 月餅14盒

48003 食益補國際(股) 月餅3盒

48004 黃俊傑先生 沙拉油10桶

48005 秦黛娜女士 沙拉油10桶

48006 品保部:李政桀先生4人 白米6斤.月餅7盒

48007 林敏玉女士 鳳梨酥5盒

48008 葉昌榮先生 麵包88個

48009 羅濟彰先生 柚子1袋

48010 張育齊.陳美雲先生 水果.餅乾3袋

48011 新東陽(股)公司 月餅41盒+28個

48012 黃文良先生6人 白米200斤.清潔用品6箱

48013 陳家華.陳芊芸先生 白米15斤

48014 林柏磒先生 魚1箱

48015 許依蓉女士 清潔用品18包.餅乾1箱

48016 林昭宏先生 養樂多200瓶

48017 潤泰創新(股)中崙店 月餅50盒

48018 呂明聰.呂培元先生 白米100斤

48019 陳何富美女士 白米100斤

4802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02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022 林健益先生 養樂多180瓶

48023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4箱紙尿片6箱

48024 林亮瑜先生 白米25斤

48025 陳春紅女士 白米50斤

48026 張素玲女士 龍眼乾3盒.蝦仁1.25斤

48027 台灣不昌華嘉(股) 冰月餅33盒



48028 紀麗華女士 養樂多200瓶

48029 葉昌榮先生 麵包2箱

48030 好菜的店 菜1箱

48031 羅鑫龍先生 熟食禮盒250盒

48032 陽明山後山公園土地公伯 白米50斤

48033 謝明漳先生4人 白米50斤

48034 葉衛欽先生 包大人6包.健立體3瓶

48035 石靜惠女士 白米25斤

48036 集馨愛心社 清潔劑10盒.餅乾10包

48037 快樂愛心義工隊 妙管家3包

48038 王耀乳先生 日常用品1批

48039 善心人士 白米500斤

48040 林渝珊女士 白米400斤

48041 台畜公司 冷凍豬肉2箱.冷凍魚1箱.鍋燒麵2箱

48042 邱玉鳳女士 魚1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