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3年3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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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58 林添財先生 白米50斤

48859 李粘秀治.施鄔月英女士 白米50斤

48860 許榮宗.許王牡丹先生 白米100斤

48861 邱韻臻女士 雞蛋10顆

48862 黃金佩女士 水餃4包.炸雞4包.沙拉油2罐

48863 中和聖恩宮 白米500斤.供品1批

48864 劉北鴻先生 菜5斤.銀絲卷50個

48865 劉耿豪先生 米之町5斤

48866 洪凱俊先生 尿布14包

48867 西昌街大眾 白米400斤

48868 善心人士 麵2袋

4886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870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48871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8872 周濟言先生 白米100斤

48873 一鳴公司 草莓10盒

48874 游靜如女士 跳床1個

48875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8876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供品8箱

48877 官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48878 藍曾真大德 白米50斤

48879 廖于瑞大德 白米50斤

48880 廖文斌大德 白米50斤

48881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48882 馮千陽先生 麵包25斤

48883 莊老師 包子50個

48884 新光吳火獅救助基金會 白米70斤

48885 曾公子 垃圾袋.手套各3包.成人紙尿褲20包

4888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香菇0.2斤

48887 邱子憶女士 花枝捲5斤

48888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

48889 蔡孟臻女士 白米6斤.麥片1罐.牙膏3支.餅乾3包

48890 陸豔萍女士 白米3斤.麥片1罐.牙膏3支.餅乾4包

48891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棉棒2包

48892 柯妤潔女士 白米2.6斤.食品1袋

48893 呂傳傅先生 豬肉8斤

48894 覺修宮 白米200斤

48895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8896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8897 李玉溪先生 紙尿褲3片.尿褲2包

48898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48899 大湖水族設計 林洛安先生 吐司80片

48900 台北市微笑協會 稻田米200斤.洗衣粉5包.衛生紙6箱

48901 一之軒食品有限公司 白米200斤.醬油1箱.油2桶

48902 光樂企業(股)公司 保久乳10箱

48903 萊成企業有限公司 德國麥片10包.義氏巧克力10包

48904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8905 林任貴先生 白米100斤

48906 林任貴先生 白米100斤

48907 林任貴先生 白米100斤

48908 Tenn-fer 徐 白米12斤

48909 邱子憶女士 花枝丸5斤

48910 蘇美慧.陳昱蓁.周先生.許小姐 芭樂30顆

48911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8912 陳聖中先生 關廟麵12袋

48913 王杰暉先生 仙草奶凍100碗

48914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8915 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馬卡龍19盒

48916 林俊龍先生 小番茄3箱

48917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白木耳0.67斤

48918 馬宜中女士等38人 電影入場劵30張

48919 楊政達.謝育典先生 白米450斤

48920 松山福祐宮 白米1000斤.蛋55斤

48921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8922 林秋香女士 蔬菜1箱

48923 老麵元記公司 饅頭120個

48924 台北市夏塔修福德爺宮管委會 白米500斤

48925 李振昌先生 白米200斤

48926 陳梓睿先生 白米200斤

48927 張素玲女士 中藥1批

48928 潘若甯先生 白米12斤

48929 陳品文先生 白米12斤

48930 邱子憶女士 春子5斤

48931 郭靜如女士 白米50斤

48932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4箱.尿片6箱

48933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8934 李建興先生 食品.清潔用品1批

48935 高儷文女士 食品.清潔用品1批



48936 許榮宗先生.許王牡丹.許富鈞先生白米50斤

48937 王松勇先生 白米100斤

48938 賴銘利先生 白米12斤

48939 陳玫君.陳志本先生 白米100斤

48940 邱威勝先生 白米50斤

48941 林巧芸女士 白米50斤

48942 詹思婕女士 白米100斤

48943 呂文瑞先生 白米50斤

48944 楊明女士 白米100斤

48945 戴雯文女士 白米100斤

48946 許家榮先生 冰棒100支

48947 邱玉雲女士 白米50斤

48948 洪福聲先生 白米35斤

48949 李凌輝先生 白米35斤

48950 詹寬仁先生 白米200斤

48951 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金會 外套.球鞋.背包各5個

48952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48953 張素玲女士 紅豆.薏仁.香菇各1包

48954 郭秀美女士 豆皮1袋

48955 黃瑞珠女士 白米100斤

48956 黃瑞雲女士 白米100斤

48957 黃富吉先生 白米100斤

48958 楊秀琴女士 白米100斤

48959 郭新來女士 白米100斤

48960 胡英世先生 白米100斤

4896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96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963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8964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48965 識安全蔬果 高麗菜4箱

48966 張家銘先生 清潔用品7箱

48967 泰山天招堂 白米100斤

48968 邱子憶女士 黃魚5斤

48969 王佳如女士 白米25斤

48970 陳耀志先生 白米25斤

48971 黃志成先生 白米100斤

48972 徐惠紅女士 白米50斤

48973 集馨愛心社 洗衣粉6包.洗衣精18包.地板清潔劑2罐

48974 李俊儀先生 白米50斤

4897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976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897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97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97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98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981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98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98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98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98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98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987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8988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8989 鄭安利先生 白米50斤

48990 曾秀娥女士 白米25斤

48991 黃森煇先生 白米100斤

48992 王金鳳女士 白米50斤

48993 沈志峰先生 白米50斤

48994 劉紫玲女士 白米50斤

48995 陳秋俐女士 白米100斤

48996 善心人士 米粉1件

48997 蔣宗款先生 拉麵1箱

48998 善心人士 糖果2箱

48999 曾國吟.曾邵琪.黃詩喩.曾璇琳女士供品1批

49000 善心人士 米粉1箱

49001 林享學先生 白米1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