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3年1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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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26 沈世芳女士 白米300斤

48527 劉邦平先生 二手電視1台.玩具6盒

48528 台北天后宮 白米1000斤

48529 吳宣如女士 白米50斤

48530 李浚耀先生 白米50斤

48531 李冠賢先生 白米50斤

48532 李詠軒先生 白米50斤

48533 李文雄先生 白米50斤

48534 沈世芬女士 白米72斤

48535 楊淑霞女士 白米50斤

48536 善心人士 白米90斤

48537 蘇柏賢先生闔家 衛生紙8袋.牙刷12打.毛巾21條

48538 鄭博勝先生 白米24斤.奶粉.燕麥.油各4罐

48539 善心人士 衛生棉2箱.沐浴乳20瓶

48540 南港富南宮愛心基金會 白米240斤

48541 黃致祥先生 品格教育書.教材1箱

48542 習義鵬先生 白米2.1斤

48543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48544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48545 程淑玖女士 白米25斤

48546 葉昌榮.吳俊德.陳先生 關東煮25包.泡麵6箱.飲料5箱

48547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8548 曾輝英女士 白米50斤.油1箱.麵12包.米粉30包.冬粉15包

48549 善心人士 手錶34個

48550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48551 黃柏憲先生 白100斤

48552 張世光先生 棉被2件

48553 張施秀娥女士 棉被2件

48554 余進成先生 棉被10件

48555 賴銘利先生 白米8斤

48556 慈雲宮 外套34件.麥片2箱

4855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558 海寶寶有限公司 白米1000斤

48559 龍山寺 沙拉油200瓶.餅乾10箱

48560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8561 吳宛儒女士 白米50斤

48562 吳玳慶女士 白米100斤

48563 吳杰翰先生 白米30斤

48564 詹朝創先生 白米50斤



48565 飛利浦威廉斯 白米50斤

48566 藍曾貞女士 白米50斤

48567 廖于瑞先生 白米50斤

48568 廖文斌先生 白米50斤

48569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48570 葉美滿女士 白米50斤.油1箱

48571 李易祺先生 奶粉5罐

48572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手套3盒.垃圾袋1包

48573 新東陽基金會 聖誕火雞5隻.食品1批

48574 松山慈祐宮 白米800斤.麵條320斤

48575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3.08斤.龍眼乾2盒

48576 慈聖宮 白米300斤

48577 台北市福佑宮 白米2000斤

4857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579 趙家騂先生 白米48斤.米粉4包.

48580 王韋翔先生 餅乾3箱

48581 高肇衍先生 餅乾1箱

48582 陳世勳先生 青江菜180斤

48583 游麗娟女士 白米100斤.油1桶

48584 游國楨先生 白米100斤.油1桶

48585 余家惠女士 白米100斤.油1桶

48586 黃森林.林麗雪先生 白米150斤

48587 馬清枝.歐春花先生 白米150斤

48588 周小姐 有雞蛋1箱

48589 點線麵餐飲 麵1箱

48590 孫浩家先生 白米50斤

48591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8592 王芷君女士 白米50斤

48593 詹恩婕女士 白米250斤

48594 黃懷萱女士 優格40個

48595 李淑霞女士 白米40斤

48596 高镓棋先生 餅乾3盒

48597 林蕋女士 餅乾5盒

48598 邱玉鳳女士 肉魚7斤

48599 施睿恒先生 白米50斤

48600 馬文權先生 玩具38個+20個

48601 莊秉星先生 白米40斤

48602 蘇富美女士 白米200斤

48603 劉美芳女士 麵包1袋

48604 富迪生技工業(股) 軟糖1箱

48605 李木哖女士 日式拉麵1箱

48606 林靜慈女士 北市專用垃圾袋折價劵6張



48607 白沙屯拱天宮 白米50斤

48608 魏福信先生 白米200斤

48609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8610 媚登峰之友 白米1200斤

48611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800斤.供品13包

48612 趙時在先生 白米100斤

48613 三條路福德宮 白米200斤.供品20分

48614 吳凱芸女士 麥片1袋

48615 蘇柏賢先生闔家 麥片1袋

48616 蘇張阿雪女士 麥片1袋

48617 勝昌食品有限公司 白米200斤

48618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

48619 潘若寧女士 白米12斤

48620 李培均先生 白米12斤

48621 陳品文先生 白米12斤

48622 何吳梅女士 白米100斤

48623 陳沛杋先生 饅頭10盒

48624 洪暄娟女士 饅頭2盒

48625 陳小玲女士 饅頭2盒

48626 玖泰軸承有限公司 饅頭7盒

48627 廖來福先生 饅頭7盒

48628 鵬祥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饅頭3盒

48629 東泰米行 饅頭2盒

48630 劉雨霖女士 饅頭4盒

48631 晟群肉舖 饅頭1盒

48632 刑事警察局 水果1箱.餅乾1箱

48633 趙苓雁女士 白米6斤

48634 林嘉琪.賴瑞欽先生 白米30斤

48635 張安奇.巫玨先生. 白米15斤

48636 游雅惠女士 白米15斤

48637 林彥辰.林禾凱先生 白米6斤

48638 黃鄭粉女士 白米200斤

48639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8640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8641 善心人士.蕭小姐 白米100斤

48642 詳宇公司.佑宇公司 爆米花10盒

48643 林正順先生 白米100斤

48644 李師姐.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

48645 李振昌先生 白米100斤

48646 楊國碩先生 白米50斤

4864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64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649 憨若恆(股)公司 地瓜4箱

48650 周秀琴女士 白米20斤

48651 黃志成先生 白米100斤

48652 徐蕙紅女士 白米50斤

48653 董婉卿女士 桂格堅果飲12包

48654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48655 蔡旻憲.林庭羽先生 餅乾3箱.飲料48瓶.玩具3個

48656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8657 童錦芳女士 白米100斤

48658 潘天官先生 肉燥6.5斤

48659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48660 善心人士 白米500斤

48661 陳琇甄.張秀珍.蔡長紘.蔡旻佑 白米200斤

48662 蔡慶郎.蔡長恩.蔡雅婷先生 白米150斤

48663 明陽工程有限公司.傅秋林 白米500斤

48664 吳輝旭先生 白米300斤

48665 林先生 白米75斤

48666 吳志成先生 白米50斤

48667 吳志宏先生 白米50斤

48668 吳燕玲女士 白米50斤

48669 趙祥雲先生 養樂多200瓶

48670 林百年先生 白米200斤

48671 林庭羽先生 白米30斤

48672 冠宏國際貿易行 白米30斤

48673 陳桂姍女士 白米20斤

48674 黃正元先生 白米20斤

48675 李玉溪先生 尿片4包.尿褲3包.沙威隆1瓶

48676 萬華代天宮 白米300斤

48677 顏小姐 白米40斤.麵5包.糖果4斤

48678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48679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白米300斤.物資1批

48680 無名氏 白米100斤.雞肉30斤

48681 吳榮烽先生 白米50斤

48682 善心人士 發票1包

48683 聚福宮 白米800斤

48684 蔡小姐 雞肉.豬肉.牛肉.香腸各1箱

48685 徐金台先生 白米24斤.沙拉油1瓶

4868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白木耳1包

4868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688 刑事警察局 花生糖1箱

48689 陳小彤女士 白米100斤

48690 月進整合科技 白米100斤



48691 金財源同事 白米50斤.魚.肉9件

48692 中華月亮家族 銅鑼燒60個

48693 陳立中.趙翠華先生 白米100斤

48694 李添財先生 白米50斤

48695 施滿祝先生 白米50斤

48696 李政絜先生 白米50斤

48697 李彥廷先生 白米50斤

48698 葉永吉闔家 白米50斤

48699 李粘秀治.施鄔月英女士 白米50斤

48700 葉錦製.葉劉素瑾女士 白米50斤

48701 楊政達.謝育典先生 白米500斤

48702 善心人士 舊衣1箱

48703 板橋指慧宮 餅乾糖果5袋

48704 朱芳儀女士 額溫槍2支

48705 何嘉文女士 垃圾袋5包

48706 二樓餐廳 點心40份

48707 呂怡緯女士 新衣40件

48708 張銀珊女士 新衣8件

48709 莊慧妮女士 舊衣1箱.垃圾袋15個

48710 王瑩蘭女士 舊衣3件

48711 彭成英.林阿美先生 衛生紙1箱.紙尿褲15袋.餅乾5包

48712 常欣科技(股) 水果8箱

48713 林素月女士 白米100斤

48714 林阿卿.張聰敏先生 白米100斤

48715 賈光亞先生 白米50斤

48716 李振昌先生 白米200斤

48717 林昇池先生 白米100斤

48718 曾公子 燕窩20瓶

48719 廖德貴先生 白米500斤

48720 郝小妹格子Q 格子燒100個

4872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722 詹鎵禎女士 白米50斤

48723 曾明泉先生 白100斤.沙拉油1箱

48724 朱仁慈女士 白米100斤.肉25斤

48725 房凱蒂.蘇春美女士 白米100斤

48726 喜威巨流通(股) 餅乾糖80盒

4872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728 刑事警察局 水果3箱.餅乾1箱

48729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土豆12罐.醬油2瓶.油1瓶.鯖魚5包

48730 賽維亞服飾有限公司 發熱衣38件

48731 丁先生 白米100斤

48732 服飾創意有限公司 衣服1件



48733 蘇環女士 牙刷1袋

48734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水果1箱.餅乾1盒

48735 芬妮珠寶 清潔用品1箱

48736 張祐銘先生 白米60斤

48737 蔡阿英女士 漁貨1批

48738 行政院農業林務局 禮盒各4件

48739 紀麗華女士 養樂多40瓶

48740 許謝見先生 白米50斤

48741 白沙屯拱天宮 白米50斤

48742 林仲凱先生 白米50斤

48743 中華慈光愛心會 蘿蔔糕3箱

48744 施睿恆先生 花生10包

4874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沙拉油1箱.食材1批

48746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220斤

48747 陳金義先生 年貨1批

4874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749 林奕任先生 白米9斤.冰淇淋120球

48750 楊峻銘先生 二手衣2箱

48751 刑事警察局 水果食品7箱

4875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75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754 葉昌榮先生 麵包100個

48755 糖話(股) 糖1箱

48756 張素玲女士 白米52斤.雞蛋1箱

48757 善心人士 水果1批

48758 邱玉鳳女士 魚8斤.花枝丸4斤

48759 陳耀志先生 白米50斤

48760 杜傳黃先生 白米1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