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4年2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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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14 阿美 牛舌餅1包

50415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0416 蘇柏蓉女士 白米50斤

50417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50418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50斤

50419 善心人士 白米18斤.文具3盒

50420 李振昌先生 白米200斤.油5桶年貨10包

50421 陳蕙芬女士 白米50斤

50422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0423 薛任育先生 櫻桃1盒

50424 楊正和先生4位 蘋果2袋

50425 霞海城隍廟 白米870斤.麵.油.餅乾14箱

50426 海寶實業有限公司 白米1000斤

50427 深庭有限公司 麵包1箱

50428 劉長旺先生 小麵包7袋

50429 李金華先生 白米500斤

50430 習義鵬先生 白米1.8斤

50431 宋貞毅先生 富關米100斤

50432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50433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1包

50434 曾公子 尿布20包.手套.垃圾袋4包

50435 黃錦芳女士 白米100斤

50436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0437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0438 陳翊鳳女士 白米50斤

50439 蘇珊瑩女士 白米50斤

50440 鄭宏偉先生 白米50斤

50441 高顯宗.李淑霞女士 白米40斤

50442 銓壕科技工程有限 白米50斤

50443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0444 魏福信先生 白米150斤

50445 吳宗書.盧姿蜜.吳仲震 白米50斤

50446 善食國際有限 沐浴乳1箱

50447 張明芳.吳博誠先生 茂谷柑2箱

50448 聚福宮 白米700斤

50449 王宜彙女士 白米50斤

50450 楊淑霞女士 白米50斤



50451 白沙屯拱天宮 白米50斤

50452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50453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5045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0455 吳榮峰先生 白米50斤

5045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0457 陳銘政先生 佛跳牆2份

50458 陳素珍女士 襪子1箱

50459 湯守正先生 白米50斤

50460 張進東先生 沙拉油1桶

50461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0462 台灣警雁關懷協會 白米1150斤

50463 台北保安宮 白米500斤.物資1批

50464 喬先生 飲料60瓶

50465 李汶霖先生 白米100斤

5046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467 王建興先生 白米24斤

50468 謝馨儀女士 白米6斤

50469 謝明哲.謝旺諭謝明璋.吳秋指先生白米50斤

50470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0471 李麗賢女士 白米25斤

50472 麻吉 白米25斤

50473 吳居山先生 外套10件

50474 善心人士 白米80斤

50475 蔡小姐 香腸32斤.土雞10隻.三層肉.臘肉

50476 新竹寶山鄉公所 桶柑14箱

50477 黃勝騰先生 白米50斤

50478 大衛營生活藝術協會 聲寶洗衣機14公斤

50479 三條路福德宮 白米150斤.供品15袋

50480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2斤

50481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50482 詳宇工程.祐宇科技 爆米花7盒

50483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0484 西園路善心人士 白米35斤

50485 楊國英先生 新東陽禮劵1張

50486 柯政璁先生 新東陽禮劵1張

50487 中菱物業管理 大潤發禮劵1張

50488 中苓公寓大廈(管) 大潤發禮劵1張

50489 中苓保全(股) 大潤發禮劵1張



50490 陳春美女士 白米100斤

50491 林靄君女士 白米100斤

50492 黃秋樺女士 白米100斤食品11份

50493 黃秋樺女士 食品37個

50494 三多周牛肉麵 年菜1箱

50495 黃冠棠先生 SOGO禮劵2張

50496 太陽城餐廳 白米200斤

50497 觀自在善行 饅頭45個

50498 善心人士 白米500個

50499 日式威廉 白米500斤

50500 溫淑英女士 白米100斤

50501 杜秉宏先生 白米20斤

5050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0503 丁志豪先生 白米100斤

50504 公益信託富味鄉百川社會福利 果盒5桶

50505 中華慈光愛心會 蘿蔔糕6塊

50506 蕭臣佐先生 白米200斤

50507 陳坤維先生 年貨7袋

50508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0509 黃明耀先生 白米50斤

50510 黃秀鸞女士 白米100斤.飲料6箱.餅乾1袋

50511 王志揚先生 白米10斤.清潔用品5個

50512 老紀私房菜 泡菜14包

50513 賴宗義先生 年糕27斤

50514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50515 善心人士 水果6箱

50516 王玉姿女士 水果5箱

50517 蘇懿華女士 關東煮4袋

50518 邱子憶女士 蝦丸.芋頭丸各2包

50519 阿仁 棗子10箱

50520 陳美枝女士 白米50斤.麵1箱

50521 無極濟世天后宮 水果5袋.餅乾1袋

50522 金華街包子店 包子46個

50523 丁瑋懿先生 白米50斤

50524 陳鈺婷女士 奶粉3罐

50525 刈包吉盛宴 細麵10箱

50526 曾維榮先生 白米12斤

50527 刈包吉盛宴 米粉5箱

50528 宋太太 火鍋料.肉片.花枝丸各10包



5052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53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531 邱垂遠先生 浴巾5條

50532 許義雄先生 白米50斤

50533 李崇聖先生 沙拉油5桶

50534 張世明.李甜儀先生 白米40斤.油10瓶.豆皮3包.沙茶醬1罐.塩2包

50535 李家驤.賴淑珍先生 米粉.麵線各1箱.麵3箱.花生紅豆綠豆麵輪各5斤

50536 林回國.易國香先生 白米200斤.玉米粒.玉米醬.醬油各1箱.麥片冰糖冬粉

50537 漪方形象顧問有限公司 沐浴精.洗髮精各20瓶

50538 吳憲忠先生 白米100斤

50539 吳玳慶先生 白米100斤

50540 廖毓嬌女士 白米50斤

50541 吳姍燁女士 白米50斤

50542 吳芷瑋女士 白米50斤

50543 吳婉儒女士 白米50斤

50544 詹朝創先生 白米50斤

50545 菲利普威廉斯 白米50斤

50546 方君豪先生 白米20斤

50547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1.43斤

50548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50549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50550 喬園手創食品 雞腿24支.臘肉12包

50551 祥順茶行 白米50斤

50552 台灣i麥克友誼關懷協會 食品1箱.五穀米9斤

50553 郝小妹格子Q Q餅260個.紅茶100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