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3年10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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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52 林芷女士 餅乾5箱

49853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49854 黃榮源先生 白米400斤

49855 王建興先生 白米36斤

49856 謝馨儀女士 白米12斤

49857 林美娥女士 餅乾2盒

49858 謝明哲先生 白米50斤

49859 陳麗環女士 白米50斤

49860 蘇伯容先生 白米50斤

49861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49862 洪欽份.洪賢禎先生 雙人棉被20件

49863 吳博誠先生 白米20斤.沙拉油2瓶

49864 曾公子有限公司 尿布20包.手套.專用垃圾袋各3包

49865 廖于瑞大德 白米50斤

49866 廖文斌大德 白米50斤

49867 楊依萍大德 白米50斤

49868 葉逸蓮女士 單人床包15床

49869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49870 游皇元先生 白米6斤

49871 邱子憶女士 肉魚7斤

49872 陳孟惠女士 包子50個

49873 王瑞婷女士 包子50個

49874 陳美枝女士 麵1箱

49875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1斤.二砂4斤

49876 李家楹女士 漢餅25個

49877 林川輝先生 餅乾3箱.養樂多1箱

49878 謝小武.陳雪茹先生 九指快手包子50個

49879 陳先生 洗衣粉9包.愛地潔4瓶.垃圾袋58包.手套10個

49880 黃威智先生 白米300斤

49881 善心人士 白米6斤

49882 李振昌先生 白米600斤.沙拉油5桶

49883 謝小武.陳雪茹先生 塑膠手套5雙.白板筆11隻

49884 給出愛行動社團 冷凍蔬菜4包.魚1包

49885 張秀鳳女士 單人床包20件

49886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49887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988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9889 許王牡丹.許榮宗先生 白米50斤

49890 蘆洲天寶 白米300斤.關廟麵衛生紙各5箱.油3箱.糖.

沐浴乳各2箱.味素.鹽1箱.綠豆10斤.木耳.柴魚1包

49891 周博鴻先生 白米100斤.油飯20斤

49892 玄義堂 麵條.木耳.玉米粒各1包.海帶3包.豆乳.雞塊各2包

49893 潘煒杰先生 麵包3包.魚蝦餃.米苔目各1箱.干絲.油豆腐.冬瓜各1包

49894 周建利先生 包子.饅頭.火鍋各2箱.吐司.年糕1箱

49895 顏惠貞女士 衣服1袋

49896 陳寬瑩女士 白米20斤

49897 林佩璇女士 餅乾1袋

49898 李玉溪先生 成人紙尿褲5包.清潔劑2瓶

49899 三寶弟子 白米60斤

49900 台北古芸天后宮 白米24斤

49901 潘天官先生 滷肉7斤

49902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9903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9904 靜心居 三明治70個

49905 游皇元先生 白米6斤

49906 張旌偉先生 外套10件

49907 李麗雲女士 白米20斤

49908 林阿藝女士 饅頭120個

49909 張熙明先生 芋頭1箱

49910 台北市工務局長張培義先生 禮劵1張

49911 徐崇銘先生 涼被11床.水果1箱.蘋果1袋

49912 金車(股) 沖泡麥片10箱

49913 台北行天宮 白米20斤.米粉3袋

49914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9915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49916 陳治本女士 白米50斤

49917 張碧珊女士 白米50斤

49918 陳怡如女士 白米9斤.洗澡巾9條

49919 陳思妃女士 二手衣2袋

49920 林鼎貴先生 羊奶饅頭35個

49921 林道年先生 羊奶饅頭10個

49922 余映慧女士 羊奶饅頭10個

49923 連在旺先生 羊奶饅頭50個

49924 長安建設公司 羊奶饅頭8個

49925 楊秀珠女士 羊奶饅頭5個

49926 人體地圖 羊奶饅頭10個



49927 魏嘉儀女士 羊奶饅頭5個

49928 德義堂中醫 羊奶饅頭10個

49929 美味點心 羊奶饅頭5個

49930 馮鈺蓉女士 羊奶饅頭5個

49931 金華堂胎毛 羊奶饅頭15個

49932 王婕綾女士 羊奶饅頭10個

49933 大坦卡有限公司 羊奶饅頭10個

49934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香菇1包

49935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49936 民安慈惠堂 白米100斤.米粉1箱

49937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49938 靈聖宮 白米100斤.飲料6箱.八寶粥4箱

49939 許圍文先生 米粉1箱

49940 邱子憶女士 虱目魚15斤

49941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9942 李錦煌先生 白米100斤

49943 賴銘利先生 白米12斤.沐浴乳1瓶

49944 塔塔加國際公司 毛巾100條

49945 喬先生 優酪乳64瓶

49946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五穀粉5箱.意豆粉.素香鬆3箱.餅乾2箱

49947 陳柏霖先生 青菜3袋

49948 黃美智女士 二手快鍋.悶燒鍋

49949 賴明玲女士 白米68斤.麥片13盒.麵1包

49950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9951 元極聖武殿 供品12箱

49952 蘇柏賢先生 麥片1袋

49953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49954 張爍女士 包子30個

49955 錢漢良先生 包子30個

49956 蔡錦波先生 包子30個

49957 陳淑惠女士 包子30個

49958 吳凱芸女士 牙刷6打

49959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49960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4箱.尿片6箱

49961 林億誠先生 白米30斤

49962 林照凱先生 白米10斤

49963 陳莉雯女士 白米10斤

49964 洪先生 風衣50件

49965 善心人士 風衣4件



49966 善心人士 風衣2件

49967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9968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4996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97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97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972 李麗賢先生 白米25斤

49973 麻吉先生 白米25斤

49974 路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