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3年5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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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96 徐金台先生

白米40斤

49097 劉陳玉綢女士

白米200斤

49098 慈聖宮

白米200斤.雞絲麵10箱.餅乾8袋

49099 郭秀美女士

麵1箱

49100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9101 羅國佑先生

白米50斤

49102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49103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4910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9105 陳美枝女士

白米40斤.麵條1箱

49106 季林禪娟女士

餛飩4包

49107 邱冠華女士

牛番茄1箱

49108 林洪月嬌女士

洗髮精6瓶

49109 善心人士

清潔用品1批

49110 凃靜枝女士

水果.麵.糖果各1袋.

49111 張鄭琴女士

白米100斤

49112 吳泓慧女士

萬潠牌綜合堅果5盒.三好米12斤

49113 曾公子

成人紙尿褲20包.手套3盒.垃圾袋3包

49114 伯朗咖啡(股)

蛋糕7盒

49115 邱子憶女士

透抽.香魚5斤

49116 劉思賢先生

雞肉5袋

49117 林宜賢先生

蘋果50顆

4911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2.31斤

49119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9120 廖于瑞大德

白米50斤

49121 廖文斌大德

白米50斤

49122 楊依萍大德

白米50斤

49123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9124 莊鴻銘先生

麵包30個

49125 王黎龍玉女士

白米50斤

49126 八里福德宮

清潔用品11桶

49127 劉人瑋先生

麵條1箱

49128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9129 善心人士

水果1袋

49130 善心人士

蔬菜1袋

備

註

49131 台北市志玲姊姊慈山基金會

內衣38件

49132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

49133 許榮家.許王牡丹.許富峰先生

白米50斤

49134 黃姮禎女士

白米50斤

49135 黃筠云女士

白米50斤

49136 潘天官先生

滷肉6斤

49137 瘋果子有限公司

小蛋糕1箱

49138 王培浩先生

點心56盒

49139 鄭源鄉先生

青菜2箱

49140 謝滄濃先生

白米50斤

49141 梁育誠先生

包子50個

49142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290斤.物資5箱.鹽19包

49143 太陽城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49144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49145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2.31斤

49146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9147 鄒惠淳女士

二手衣2箱

49148 黃永忠先生

白米100斤

49149 陳世忠.黃縈縈先生

白米10斤

49150 洪月雲.謝金龍.謝青源.謝明志先生白米20斤
49151 三重福和宮

白米300斤.供品1批

49152 張素玲女士

綠豆.紅豆共10斤

49153 善心人士

養樂多70瓶

49154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49155 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

平板電腦6台

49156 王麗惠女士

食品4包

49157 陳品文先生

白米12斤

49158 潘若寧女士

白米12斤

49159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9160 張素玲女士

奶粉2包

49161 洪聖勳餅店

三明治10盒

49162 黃鄭粉女士

白米200斤

49163 謝秀丹女士

白米50斤

49164 善心人士

三明治70份

49165 李筱雯.陳育萱女士

清潔用品16包.番茄醬6瓶

49166 華夏志工

肉粽80個

49167 陸艷萍女士

白米3斤.食品1批

49168 李玉溪先生

尿片4包.尿褲2包.漂白水1瓶

49169 潘俞如女士

白米3斤.沙拉油1罐.紅糖1包

49170 邱子憶女士

香魚1件

49171 冠偉百貨行

襪子1箱

49172 楊正和先生

粽子20粒

49173 黃美雲女士

粽子20粒

49174 黃秀珍女士

粽子20粒

49175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9176 劉少溱女士

包子3箱

49177 謝育典.楊政達先生

白米450斤

49178 江韻萍女士

冷凍水餃1箱

49179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9180 周鴻斌先生

白米50斤

49181 行政院環保署

肉粽20粒

49182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4箱.尿片6箱

49183 張素玲女士

奶粉4包

49184 善心人士

粽子200顆

49185 大理高中教官室

粽子3袋

49186 伯朗咖啡(股)

粽子12盒

49187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49188 無極三鳳宮

白米30斤

49189 台灣富士通(股)

鳳梨酥22盒

49190 台畜公司

冷凍肉品1箱

49191 海洋貿易(股)公司

鯛魚片1箱

49192 香里食品企業(股)

冷凍肉品1箱

49193 何吳梅女士

白米100斤

49194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49195 林照凱先生

白米3斤.油1瓶

49196 陳莉雯女士

白米3斤.油1瓶

49197 吳惠莉女士

清潔用品.麥片.維他命1箱

49198 徐天健先生

餅乾1箱

49199 刑事警察局

水果1箱

49200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49201 夏嘉鴻先生

芒果3箱

49202 李其璋先生

菇3包

49203 祥順茶行

白米30斤

49204 B區擔子麵

包子30盒

49205 善心人士

饅頭1盒

49206 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工程總隊

荔枝1盒

4920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20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20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210 陳叡翰先生

白米100斤.油1桶

49211 劉貴生.徐文雅先生

白米200斤

49212 台北慈聖宮

餅乾1箱

49213 黃博智先生

白米2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