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3年6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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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14 黃秋樺女士 粽子90粒

49215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9216 楊正和先生 大西瓜1顆

49217 李振昌先生 白米400斤

49218 蔡雅萍.蔡雅安女士 白米50斤

49219 準提精舍 白米231.2斤.水果1批

49220 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150斤

49221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9222 陳勳先生 白米50斤.鹽10包.二砂2斤.油2罐

49223 王瑞婷女士 包子50個

49224 李易祺先生 白米250斤

49225 刑事警察局 荔枝2箱

49226 陳景如先生 鵝肉3箱

49227 邱子憶女士 香魚1件

49228 齊一興業開發(股) 白米3斤

49229 一鳴有限公司 養樂多140瓶

49230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49231 林芷女士 餅乾5箱

49232 黃榮源先生 白米400斤

49233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油2罐

49234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手套3盒.垃圾袋3包

49235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49236 廖文斌先生4人 白米50斤

49237 許榮宗先生 白米50斤

49238 高翠玲女士 白米20斤

49239 謝明哲先生 白米50斤

49240 李木年女士 麵條1箱

49241 陳怡伶.陳鈺婷女士 奶粉6罐

49242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9243 甲乙織造(股) 衣物20件

49244 蘭曾真大德 白米50斤

49245 林清如大德 白米50斤

49246 李吉昌大德 白米50斤

49247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9248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49249 張素玲女士 蛋1箱.紅豆2斤.薏仁1斤

49250 陳秀都先生 白米100斤

49251 張旺欉先生 白米50斤

49252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

49253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9254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49255 林振德先生 吐司1袋.絞肉2盒

49256 林佳萱女士 白米50斤

49257 童許阿英女士 餅乾12盒.銅鑼燒40個

49258 紀麗華女士 養樂多40瓶

49259 李玉溪先生 紙尿褲4包.沙威隆2瓶

49260 蔡麗菁.蔡真亭.楊月苗女士 蔬菜1批

49261 楊語心女士 白米1250斤

49262 刑事警察局 餅乾1箱

49263 王麗華女士 冷凍肉品1箱

49264 王彩春女士 白米50斤.油1罐.糖1包

49265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9266 謝日鑫先生 餅乾12盒

49267 善心人士 白米500斤

49268 佛陀教育基金會 童書2本

49269 黃文秀女士 物資1批

49270 林照凱.陳莉文先生 白米2.6斤.餅乾2包

49271 丸吉水果行 香蕉1箱

49272 馬朝煌先生 冰紅茶100杯

49273 謝瓊堯女士 防水袋32個行李吊牌20個

49274 聖德會 白米100斤.油1桶.蛋1箱.洗衣粉衛生紙各2包.海帶10斤

49275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1100斤.泡麵4箱.油3桶餅乾2箱

49276 善心人士 衛生棉2箱.清潔用品20瓶

49277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斤

49278 楊政達.謝育典先生 白米450斤

49279 板橋陳太太 桃子1袋

49280 張碧珊.陳治本先生 白米100斤

49281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9282 正輝行壓克力有限公司 筆電2台

49283 邱子憶女士 香魚1件.透抽5斤

49284 慈安宮 白米200斤

49285 祥順茶行 白米30斤

49286 善心人士 三明治70份

49287 林客騰先生 清潔用品.及食品

49288 刑事警察局 荔枝1箱

49289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1箱

49290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49291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49292 善心人士小姐 白米100斤

49293 陳品文先生 白米12斤

49294 陳玉娟女士 白米12斤

49295 潘若寧女士 白米12斤

49296 吳粉女士 西瓜6顆

49297 王建興先生 白米15斤

49298 善心人士 羊奶饅頭4盒

49299 郭思儀女士 羊奶饅頭2盒

49300 陳璟菱女士 羊奶饅頭5盒



49301 甲蟲與廣大網友 小蛋糕60個

49302 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白米300斤

49303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9304 馮呂滿妹女士 白米100斤

49305 林陳怯女士 白米50斤

49306 十方大法禪寺智轉師父 白米50斤

4930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30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30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310 正益食品行 排骨1箱

49311 台畜公司 冷凍肉品1箱

49312 香里食品(股) 冷凍肉品1箱

49313 藍慶守大德 紅茶96杯

49314 黃沛慈女士 禮盒1盒

49315 陳金江先生 白米50斤.鹽2包.油3罐

49316 李偉浤先生 白米300斤.調味料5箱

49317 王秀惠.黃巧玲女士 白米50斤

49318 愛打卡國際娛樂有限公司 電影票40張

49319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白木耳0.5斤

49320 郝小妹格子燒 格子Q147個.紅茶58杯

49321 周濟言先生 白米100斤

49322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9323 謝秉森先生 羊奶饅頭6盒

49324 劉惠美女士 羊奶饅頭1盒

49325 劉玉枝女士 羊奶饅頭2盒

49326 謝萬生先生 羊奶饅頭7盒

49327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4932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蝦仁3斤

49329 行德宮 餅乾3袋

49330 張忠仁先生 地瓜葉1袋.西瓜半個

49331 張書豪先生 白米.糖各5斤

49332

49333

49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