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3年8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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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43 東龍不動產 白米200斤

49444 顏為先生 秋刀魚20件

49445 覺修宮 白米50斤.餅乾4箱

49446 作廢

49447 真聖堂 白米1000斤.泡麵20箱.米粉3箱

49448 台北麗山慈雲宮 白米600斤.食品3箱

49449 五顯率性宮 白米1000斤.餅乾1箱

49450 觀音巖紫竹林 白米2000斤.供品1批

49451 吳京鴻.李毓珊先生 食品3箱

49452 戴局衡先生 包子100顆

49453 王瑞婷女士 包子50顆

49454 何信宏先生 白米130斤

49455 周先生 麵1袋

49456 馥華大台北公寓大廈 白米183斤.供品1批

49457 永平福德宮 白米510斤

49458 板橋濟公會 白米750斤

49459 陳品文先生 白米12斤

49460 陳玉娟女士 白米12斤

49461 潘若甯先生 白米12斤

49462 竣鑫興業有限公司 白米50斤

49463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9464 詹木蘭女士 水果1箱

49465 上紅檳榔 白米550斤

49466 林月春女士 白米100斤

49467 魏語賢女士 饅頭120個

49468 二樓餐廳 漢堡65個

49469 黃新棟.陳妍瑄先生 白米50斤

49470 廣安宮 白米500斤

49471 黃新慧.陳一賢先生 白米50斤

49472 勞保局 供品14箱

49473 張海祥.羅淑貞先生 白米50斤

49474 盈嘉流行服飾店黃啟倧先生 白米100斤

49475 廖善雄.廖高秋霞先生 白米50斤

49476 西門超級商業大樓 物資1箱

49477 施媽媽自助餐 物資1箱

49478 善德堂 白米50斤.餅乾.米粉各1箱

49479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綠豆1包

49480 靈山寺 白米400斤.麵6箱



49481 CRT國際 白米152斤.供品6箱

49482 板橋聖賢堂 白米450斤

49483 林宏斌大德 白米250斤

49484 臺大醫院安寧病房 食品1批

49485 三聖宮 供品21件

4948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2.15斤

49487 尚舜國際織品有限公司 白米200斤

49488 李金華先生 白米500斤

49489 王芊勻女士 清潔用品2箱

49490 朱君宜.李筱筑.李筱涵女士 白米6斤.餅乾3袋.泡麵3箱

49491 邱雪卿女士 養樂多600瓶

49492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9493 許榮宗.許王牡丹先生 白米50斤

49494 藍曾真大德 白米50斤

49495 林清如大德 白米50斤

49496 李吉昌大德 白米50斤

49497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49498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

49499 陳郭琳女士 餅乾1袋

49500 劉濠誠先生 白米100斤

49501 碧雲宮 白米350斤

49502 無極領玄宮 白米500斤.餅乾7箱

49503 龍山寺師兄姊 白米550斤

49504 柯添貴先生 白米750斤

49505 普崴宮 白米100斤

49506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9507 黃孝萱女士 洗衣精1罐.垃圾袋.燕麥各1包

49508 邱子憶女士 蝦丸5斤.肉魚7斤

49509 蔣桂美女士 餅乾2包.保久乳2箱.罐頭2罐

49510 珠聖宮 白米150斤

49511 上典軒 白米50斤

49512 板橋慈安宮 白米500斤

49513 曾公子 成人紙尿褲3箱

49514 洪品卉女士 白米20斤

49515 余家瑀女士 白米7.5斤

49516 吳建霖先生 白米7.5斤

49517 吳柏勳先生 白米7.5斤

49518 張蜜小姐 白米7.5斤

49519 余哲夫先生 白米7.5斤

49520 林家慶先生 白米7.5斤



49521 林昭君女士 白米7.5斤

49522 張賴緞小姐 白米7.5斤

49523 張育嘉女士 白米7.5斤

49524 詹洽富先生 白米20斤

49525 泰山天招堂吳榮鐘先生 白米100斤

49526 三寶弟子 白米50斤

49527 林育義先生 文件夾.空白紙2件

49528 翠山福圓宮眾 白米120斤.供品1箱

49529 魏福佳.劉韋庭先生 白米150斤

49530 東煒大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白米181斤.供品1批

49531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250斤.供品9箱

4953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餅乾1箱

49533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49534 林王玉梅女士 白米50斤

49535 福景宮 白米1250斤

49536 三寶觀音寺 白米660斤.麵.水果各1箱

49537 興傑鞋業有限公司 新鮮米480斤

49538 北順宮 白米450斤

49539 龍山商場 白米800斤

49540 作廢

49541 皇家璽苑社區管委會 白米45.5斤

49542 陳秀美女士 羊奶饅頭1盒

49543 祥思老人養護中心 羊奶饅頭7盒

49544 謝師兄 羊奶饅頭20盒

49545 東呷牛肉麵 羊奶饅頭7盒

49546 謝明哲.吳秋指.謝旺諭.謝明璋先生白米150斤

49547 三王府 白米5000斤

49548 興雅里 供品23包

49549 陳麗環.黃于珊女士 白米50斤

49550 柏泰園 電影票35張

49551 緯達工程行 白米150斤

49552 得鎂汽車有限公司 白米150斤

49553 百年獅子會 罐頭11箱

49554 李健豪先生 白米1000斤

49555  陳秉佑先生 白米40斤

49556 高顯宗先生 白米40斤

49557 金樽會館 供品3箱.白米12斤

49558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9559 子綿興業(股) 白米100斤

49560 懷寧宮 白米150斤



49561 正安扣具(股)公司 白米600斤

49562 蘆洲兒童樂團 白米150斤.餅乾3箱

49563 郭明良先生 白米15斤.單人床包10床.罐頭4罐

49564 財團法人吳火獅文教基金會 優人神鼓票36張

49565 陳淑婉女士 洗衣精11瓶

49566 中和聖恩宮 白米500斤.供品1批

49567 台北市下塔悠福德爺宮 白米800斤

49568 財團法人台北市醒心宮 白米500斤

49569 恆安里辦公室 白米500斤

49570 寒舍陳安祺女士 白米50斤.飲料4箱.供品5袋

49571 愛心聯播網 供品1批

49572 迦納九天宮 白米300斤

49573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2.15斤

49574 蔡賢仁先生 白米100斤

49575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49576 蘇伯容小姐 白米50斤

49577 中和聖中宮 白米600斤.餅乾7箱

49578 財團法文台北市私立佛教基金會 白米500斤

49579 西湖市場自治會 白米450斤.油鹽糖雜糧1份

49580 廣信府 白米1400斤.麵.米粉15箱

49581 福和宮 白米400斤.水果餅乾1箱.飲料6箱

49582 作廢

49583 無極天后宮 白米500斤.泡麵10箱.餅乾2箱

49584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9585 羅國佑先生 白米50斤

49586 陳玫君女士 白米50斤

49587 吳韋漢先生 白米50斤

49588 廖蔡阿花女士 白米20斤

49589 廖美娟女士 白米20斤

49590 廖仁銘先生 白米20斤

49591 廖宥榮先生 白米20斤

49592 蔡依珊女士 白米20斤

49593 廖妤溱女士 白米20斤

49594 廖宏瑞先生 白米20斤

49595 永吉福德宮 供品24份

49596 懷憶停 食品1批

49597 盧美珠女士 白米100斤

49598 松山慈祐宮 白米1500斤.麵60斤

49599 林金闕先生 白米600斤.米粉.麵.油共5箱

49600 金山禪寺 白米250斤



49601 高麗菁.楊佑吉先生 蔬菜.水果1批

49602 邱子燱女士 油飯.粿各1袋

49603 李隆傳先生 紅茶45杯

49604 黃美云女士 仙草奶凍38碗

49605 葉仲興先生 白米120斤

49606 板橋黃勝宮 白米500斤

49607 邱賢祥先生 白米100斤

49608 信大商業大樓 白米40斤.供品14箱

49609 楊國碩.張嫚凌女士 白米50斤

49610 新店慈靈禪寺 白米315斤.供品1批

49611 煌煒大管理委員會 白米48斤

49612 孫師姐 白米150斤.供品1批

49613 賴銘利先生 白米12斤

49614 永吉福德宮 供品12袋

49615 群越有限公司 白米500斤

49616 東南宮管理委員會 白米300斤

49617 兼容緒國際有限公司 月餅60盒

49618 陳麗菊女士 柚子2箱

49619 雙和慈安宮福田會 白米200斤.物資1批

49620 玉敦宮 白米100斤

49621 有識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850斤

49622 南天聖帝宮 白米200斤

49623 張素玲女士 蛋1箱.綠豆3.75斤

49624 無極龍鳳天宮 白米180斤.供品1批

49625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9626 善心人士 豆漿60瓶

49627 澄益有限公司 巧克力球130包

49628 陳周雪女士 米粉1箱

49629 吳香娟女士 米粉1箱

49630 陳敏川先生 餅乾2箱

49631 王駿棋先生 白米100斤

49632 郭月嬌女士 白米50斤

49633 郭月英女士 白米50斤

49634 何韋庭女士 白米100斤

49635 無極濟世天宮 白米500斤

49636 善心人士 白米9斤

49637 李玉溪先生 尿片4包.毛巾.牙膏.牙刷各2包

49638 中華民國慈音功德會 白米100斤.供品1批

49639 巡天宮 白米150斤

49640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白米250斤.供品29箱



49641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9642 邱子憶女士 月餅1盒.透抽2隻.紅龜1袋

49643 孫素珠女士 蛋糕2個

49644 基隆東明瑤池宮 白米350斤

49645 樺霖有限公司 中秋禮盒10盒

49646 王譯霆先生 包子1袋

49647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供品17箱

49648 劉貴生.涂文雅先生 白米200斤

49649 劉長旺先生 白米3斤.泡麵3箱.餅乾1袋

49650 蘆洲保和宮 白米900斤

49651 周煜倫先生 白米50斤

49652 劉寶鳳女士 白米50斤

49653 善心人士 飾品1包

49654 余淑敏女士 日用品1箱

49655 車曾景福宮 供品1批

49656 北巡府 白米500斤

49657 鎮金殿社區 白米69斤飲料36箱

49658 善心人士 洗衣粉1箱

49659 田小姐 中秋禮盒5盒

49660 順天宮 白米750斤

49661 財團法人福佑宮 白米1500斤

49662 士林慈誠宮 白米3000斤

49663 文殊堂 白米1000斤

49664 松山奉天宮 白米500斤.餅乾2箱

49665 台北府圓山地藏庵 白米700斤

49666 台北天后宮 白米900斤

49667 刑事警察局 月餅3箱

49668 四星國際(股) 成人紙尿褲4箱.尿片6箱

49669 林秉豐先生 奶粉16罐.洗衣粉9包

49670 林錦雲女士 白米6包(18斤)

49671 黃榮輝先生 清潔用品3箱

49672 潘天官先生 滷肉6斤12兩

49673 荊桐天樞院 文具組100套

49674 李振昌先生 白米200斤.油5桶.麵條5箱

49675 張哲維先生 白米9斤

49676 三峽無極紫勝宮 普渡乾糧66包

49677 許進興先生 白米100斤

49678 慈愛精舍 白米150斤米粉1箱

49679 吳文淇女士 白米500斤

49680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300斤.泡麵4箱



49681 黃志成先生 白米100斤

49682 徐曉萍女士 白米50斤

49683 徐惠紅女士 白米50斤

49684 玄關宮 白米350斤

49685 士林龍鳳宮 白米360斤

49686 財團法人普濟寺 白米300斤.餅乾6箱

4968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68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68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690 張素玲女士 麵條1箱

49691 善心人士 乾貨9箱

49692 刑事警察局 月餅5盒+禮盒1盒

49693 安亞國際有限公司 和果子5箱

49694 一群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薏仁.綠豆各5斤.糖10斤

49695 王俊二先生 單人床包45組

49696 邱子憶女士 鯖魚5隻.鱸魚1件

49697 華南商業銀行 月餅20盒

49698 善心人士 白米214斤

49699 李春成先生 麵10箱

49700 三條路福德宮 供品10份

49701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49702 台北聖公媽廟管理委員會 白米360斤

49703 萬華代天宮 白米400斤.米粉1箱

49704 巨勳廣告工程有限公司 餅乾5箱

49705 洪聖勳餅店 三明治180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