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4年6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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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70 齊一興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20斤

50771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0772 黃元興.江淑珍先生 毛巾60條.紙尿褲30包

50773 張素玲女士 麵條1箱

50774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0775 邱子憶女士 魚17斤

50776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0777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0778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50779 吳聿堤先生 白米50斤

50780 紀憲夫先生 白米50斤

50781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0782 游林玉女士 牛奶4罐

50783 王寶芬女士 牛奶1瓶

50784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50785 陳蕙芬女士 白米50斤

50786 吳順杉先生 白米400斤

50787 吳秀娟女士 白米8斤

50788 士林慈誠宮 白米2000斤

50789 潘儀佳女士 白米20斤

50790 伯朗咖啡(股)公司 蛋糕4條

50791 伯朗咖啡(股)公司 蛋糕3條

50792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

50793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0794 趙珮茹.林嘉偉先生 餅乾4包

50795 呂理賢先生 白米100斤

50796 蘇錫齡女士 文具1箱

50797 李錦珠女士善心人士 清潔用品

5079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799 黃壁華女士 白米100斤

50800 唐陳春女士 白米100斤

50801 張聰敏先生 白米100斤

50802 張素玲女士 麵4包

50803 游小姐 白米12斤

50804 喬先生 養樂多60瓶

50805 謝馨儀女士 白米15斤

50806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斤

50807 潘天官先生 肉燥6.5斤



50808 太陽城餐廳 白米100斤

50809 李振昌先生 白米400斤.油2桶.食品13包

50810 邱子憶女士 鮭魚8斤

50811 何吳梅女士 白米100斤

50812 李慶聰先生 白米50斤

50813 無極濟世宮 餅乾2袋

50814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手套3盒.垃圾袋3包

50815 游林玉珠女士 鮮奶5瓶

50816 謝明哲先生4人 白米50斤

50817 黃洪不池女士 羊奶饅頭10盒

50818 台灣省城隍廟 供品1批

50819 刑事警察局 威秀影城招待劵100張

50820 施志銘先生 白米100斤

50821 名彥資訊科技(有) 麵包28個

50822 張素玲女士 奶粉4包

50823 林韋彣女士 白米200斤

50824 熊爸早午餐 三明治11個

50825 劉聯裕.劉欣怡女士 日用品1批

50826 熊爸早餐 三明治.飲料20份

50827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0828 羅素雲女士 毛巾9打

50829 李黎珠女士 二手衣

50830 李黎珠女士 二手衣

50831 李黎珠女士 二手衣

50832 李黎珠女士 二手衣

50833 李黎珠女士 二手衣

50834 黃志成先生 白米100斤

5083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雞蛋10斤

5083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837 台北聖慈宮 果乾2箱

50838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大西瓜6個

50839 游林玉珠女士 牛奶5瓶

50840 王宜彚女士 白米50斤

50841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50842 邱子憲先生 魚8斤

50843 羅呂佑先生 白米50斤

50844 羅國佑先生 白米50斤

50845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0846 莊淑卿女士 蛋20斤

50847 名彥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麵包4袋

50848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0849 林木年女士 冬瓜糖20塊

50850 許莆閎先生 白米50斤

50851 邱子憶女士 皮刀魚7斤

50852 熊爸早餐店 三明治9個

50853 蘇培安先生 菜頭稞1箱

50854 楊舜欽先生 沐浴乳36瓶

50855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50856 王嗣淵先生 飲料10箱

50857 丹頂企業有限公司 短恤15件

50858 陸商電子(股)公司 白米140斤

50859 劉耘呈先生10位 好神拖2個.清潔劑4瓶

50860 陳盈安先生 白米216斤

50861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50862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50863 黃鈺明先生 西瓜5顆

50864 游林玉珠女士 鮮乳6瓶

5086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86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867 曾昱超先生 白米12斤

50868 蘇美文.王偉煌先生 水果3箱.餅乾1袋

50869 陳裕承先生 玉荷包1箱

5087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871 名彥資訊科技(有) 麵包20個

50872 李昭陽先生 清潔用品3袋

50873 邱子憶女士    魚5斤

50874 張素玲女士 OAK奶粉4包

50875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0876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4箱.尿片6箱

50877 梁景岳先生 成人紙尿褲5包

50878 林莫伊.王幸基.楊正和先生 粽子45個

50879 冠偉百貨行 襪子1箱

50880 賴銘利先生 白米14.8斤.餅乾2包

50881 林岳宏先生 便當50個.白米1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