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2年10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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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43 台北市中庄仔福德宮 供品20盒

48044 白沙屯拱天宮 白米50斤

48045 張素玲女士 龍眼肉2盒

48046 東昇營造工程 白米50斤

48047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48048 張素玲女士 白木耳1.67斤

48049 劉銀珠女士 白米100斤.油2桶

48050 台北市保安宮 白米500斤.飲料5箱.食品27箱

48051 莊秉星先生 白米40斤

48052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48053 劉家純女士 饅頭12包

48054 吳英慧女士 饅頭2包

48055 吳怡玉女士 饅頭1包

48056 善心人士 饅頭1包

48057 曾公子 成人紙尿褲20包.手套3盒.垃圾袋5包

48058 鐘若庭女士 成人紙尿褲1包洗衣精1瓶

48059 雷宥婕女士 衛生紙1袋.洗衣精1瓶.補充包2袋

48060 財金資訊(股)公司 手工香皂1盒

48061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8062 張素玲女士 香菇1包.薏仁7斤

4806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油一桶.醬油1箱

48064 劉麗卿女士 餅乾5斤

48065 蔡太太 軟糖5斤

48066 阿娟女士 果凍14包

48067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8068 愷成(股)公司 手提電腦.影印機各1台

48069 洪輝耀.洪福聲先生 白米74斤

48070 張智堯先生 白米20斤

48071 李承恩先生 白米50斤

48072 田珮縈女士 白米50斤

48073 張素玲女士 龍眼乾2盒.白木耳1.67斤

48074 劉冠維先生 白米50斤

48075 黃榮源先生 白米300斤.食品1箱

48076 陳鴻漳先生 衛生紙7袋.紙尿褲2箱.洗衣粉1箱.二手衣4袋

48077 莊友傑先生 白米32斤



48078 徐佳惠女士 大浴巾36條

48079 劉醇松先生 中藥5包

48080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8081 秋玉鳳女士 蝦丸5斤

48082 洪留禎.洪欽份先生 棉被20件

48083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8084 林清如女士 白米50斤

48085 李吉昌先生 白米50斤

48086 孫浩家先生 白米50斤

48087 孫婉淋女士 白米50斤

48088 吳恩漢先生 白米50斤

48089 陳霞明先生 白米50斤

48090 李添財先生 白米50斤

48091 施滿祝先生 白米50斤

48092 李政桀先生 白米50斤

48093 李彥廷先生 白米50斤

48094 許富鈞先生 白米50斤.玉米6罐

48095 邱登山先生 醬油12罐

48096 彭燕貞女士 餅乾1袋

48097 邱玉鳳女士 香魚1件

48098 蘇玉蘭女士 毯子3件

48099 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1台

48100 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200斤

48101 蕭女士 白米100斤

48102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48103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48104 程淑玟女士 白米25斤

48105 苗天蓉女士 白米100斤

48106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8107 邱玉鳳女士 煙白虎1隻

48108 承天禪寺 白米163斤

48109 陳素真女士 白米60斤.日用品1批

48110 社團法人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 白米10斤.餅乾5包

48111 陳美枝女士 冬瓜糖20斤

48112 張碧珊女士 白米50斤

48113 吳韋漢先生 白米50斤

48114 陳玫君女士 白米50斤



48115 陳治本先生 白米50斤

48116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8117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48118 陳泓宇先生 滷肉6斤

48119 楊政達.謝育典先生 白米500斤

48120 蔡美虹女士 餅乾1箱

48121 林芷女士 餅乾6箱

48122 吳宜穎女士 昆蟲展票40張

48123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8124 吳玳慶先生 白米150斤

48125 準提精舍 白米160斤.食品2袋

48126 南璋股份有限公司 香魚200隻

48127 艋舺啟天宮 白米550斤

48128 行德宮 白米200斤

48129 黃元興先生 紙尿褲30包.毛巾60條

48130 蔡曉玲女士 肉包42個

48131 陸商電子(股)公司 白米140斤

48132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蝦仁1斤

48133 林張秀鳳女士 紙尿褲4箱.垃圾袋10包

48134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白木耳1包

48135 陳林錦女士 白米1000斤

48136 都門國際物流 電影票40張

48137 楊捷玲女士 白米25斤

48138 郭秀美.郭順綢女士 麵條3箱

4813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140 紫微宮 供品1批

48141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14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14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14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14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14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14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148 善心人士 白米75斤

48149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48150 善心人士 白米30斤

4815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15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15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154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8155 李玉香女士 白米50斤

48156 黃昭融先生 白米50斤

48157 劉紫玲女士 白米50斤

48158 高瑯秀女士 白米50斤

48159 尤丹青女士 白米50斤

48160 鄭獻章先生 白米50斤

48161 沈志峰先生 白米50斤

48162 蘆洲清南宮 供品1批

48163 劉人瑋先生 麵條1箱

48164 三寶弟子 白米60斤.

48165 台北市興雅辦公室 白米1.6斤

48166 台北真武宮 白米128斤.油8箱

48167 林昭宏先生 養樂多120瓶

48168 邱玉鳳女士 魚35隻

4816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17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171 姜幸宜女士 白米500斤

48172 一群善心人士 白米250斤.油2桶.綠豆糖薏仁共15斤

48173 林美惠女士 滷豆干10斤

48174 季忠華先生 餛飩4包

48175 陳文南先生 白米100斤

48176 蘆洲天寶宮 白米500斤

48177 峨嵋餐廳 白米50斤

48178 陳吳碧棤女士 白米50斤

48179 張金葉女士 白米50斤

48180 郭王阿品女士 白米200斤餅乾10箱

48181 王洪清花女士 白米50斤

48182 李玉溪先生 成人紙尿褲4包.滴露2瓶

48183 林先生 二手電暖器及音箱

48184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8185 楊海霖先生 肉包50個

48186 張素玲女士 龍眼乾3盒

48187 周淑芬女士 羊奶饅頭2盒

48188 余瑩珍女士 羊奶饅頭10盒



48189 楊積羽女士 羊奶饅頭2盒

48190 黃美幼女士 羊奶饅頭2盒

48191 蔡建邦先生 羊奶饅頭5盒

48192 黃櫻英女士 羊奶饅頭10盒

48193 蕭品葳女士 羊奶饅頭1盒

48194 林素月女士 白米100斤

48195 林阿卿女士 白米100斤

48196 黃沛華女士 白米25斤

48197 唐吉雄先生 饅頭2包

48198 唐添益先生 饅頭2包

48199 唐寶銓先生 饅頭2包

48200 唐維鴻先生 白米50斤

48201 邱玉雲女士 白米50斤

48202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4箱紙尿片6箱

48203 黃柏憲先生 白米100斤

48204 邱玉鳳女士 吳魚1箱

48205 四平手工饅頭 饅頭30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