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4年8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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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49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1150 熊爸早午餐 三明治11個

51151 廣州街蚵仔煎 白米100斤

51152 周永濬.周博鴻先生 油飯20斤

51153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麵條4包

51154 邱子憶女士 蝦丸4斤

51155 禾豐雜糧 關廟麵9箱

51156 張素玲女士 麵1箱

51157 鄭熒薰女士 白米300斤.食品15箱

51158 王銘藏先生 白米300斤

51159 太陽城餐廳 壽桃2箱

51160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1161 蘆洲八仙廟信士 白米1000斤

51162 謝秀婉女士 饅頭20盒

51163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1164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1165 徐先生 白米50斤

51166 林國玉先生 核桃1袋

51167 周玉珍女士 白米50斤

51168 林建民先生 白米100斤

51169 味全食品工業(股) 鮮奶10瓶.優酪乳60瓶

51170 黃金保創意美食 冰棒100支

51171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1172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1173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1174 陳蕙芬女士 白米50斤

51175 陳妍函女士 專業垃圾袋(中)3包

5117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117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117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117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118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18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182 善心人士 白米75斤

51183 善心人士 白米75斤

5118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118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1186 蔡玉蘭女士 白米50斤

51187 蔡明樺先生 白米50斤



51188 洪福城先生 白米50斤

51189 洪蔡月嬌女士 白米50斤

51190 侯鏡先生 白米50斤

51191 吳雁婷.吳芮函先生 白米50斤

51192 黃昭融先生 白米50斤

51193 善心人士 供品1批

51194 王秀茹女士 麵線3箱

51195 善心人士 供品1箱

51196 林玉華女士 餅乾1箱

51197 邱子憶女士 鱸魚7斤

51198 潘周梅子女士 肉醬7斤

5119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1200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1201 洪富蓁女士 白米50斤

51202 耐美樹酯地板有限公司 壽司米150斤

51203 善心人士 紅燒肉3斤

51204 威輸麵包 吐司麵包10條

51205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120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207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51208 陳穎蓁女士 白米50斤.油3桶.

51209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條4包

51210 孔雀國際(股) 紙尿褲7包.洗衣粉4包

51211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手套2盒.環保垃圾袋3袋

51212 味全食品(股) 鮮奶10瓶.優酪乳60瓶

51213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1214 勝昌食品有限公司 白米200斤

51215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51216 新北市板橋區濟公會 白米600斤

51217 三重天潮池王府 白米500斤

51218 林川輝先生 牛奶2箱

51219 蘇張阿雲闔家 醬油2瓶.沙拉油1瓶

51220 吳愷芸女士 醬油2瓶.沙拉油1瓶

51221 艋舺會生慈安堂 餅乾6箱

51222 李俊宏先生 沐浴巾20條

51223 熊爸早餐店 三明治.飲料11份

51224 胡章竣先生 白米6.8斤.餅乾.飲料1袋

51225 三重商工 日用品.衣服.零食16包

51226 得意中華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1箱

51227 邱子憶女士 香魚1件

51228 新莊聖福堂 白米600斤

51229 顏志鴻.黃雅慧先生 白米200斤



51230 豪野企業有限公司 櫻桃鴨肉串5箱

51231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1232 翊纹商店 白米32斤.沐浴乳1大罐.文具用品9份.衛生棉15包

51233 邱子憶女士 小卷5斤

51234 板橋玉勝宮 供品1件

51235 謝明哲闔家 白米50斤

51236 許智皓先生 冰棒50枝

51237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1238 羅國佑先生 白米50斤

51239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1240 陳治本先生 白米50斤

51241 陳玫君女士 白米50斤

51242 味全食品工業(股) 鮮奶10瓶.優酪乳60瓶

5124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244 李慶琪先生 羊奶饅頭5個

51245 廣信府 白米1500斤.麵30箱

51246 河信工程有限公司 白米3000斤.米粉5箱

51247 南汐無上宮 白米600斤.雜糧1箱

51248 五顯率性宮 白米1000斤.供品3箱

51249 慈靈禪寺 白米550斤.供品4箱

51250 林建邑先生 餅乾1箱.蛋糕吐司4條

51251 黃阿蕉女士 羊奶饅頭20個

51252 信義房屋 羊奶饅頭10個

51253 小雅經理 羊奶饅頭35個

51254 連興素餅 羊奶饅頭5個

51255 善心人士 羊奶饅頭35個

51256 曹涵斌先生 羊奶饅頭5個

51257 陳天堡先生 羊奶饅頭10個

51258 葉家羽先生 羊奶饅頭5個

51259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51260 東海太子堂 白米350斤

51261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麵條4包

51262 林嘉言先生 白米50斤

51263 林嘉言先生 餅乾1袋

51264 蕭圓文闔家 白米200斤

51265 蔡楊春女士 白米50斤

51266 詹秉豐先生 白米50斤

51267 劉喜省先生 白米50斤

51268 板橋鎮天宮 白米800斤.食品1袋

51269 內湖麗山慈雲宮 白米500斤

51270 靈山寺 白米760斤.麵8箱

51271 廣安宮眾善信 白米500斤



51272 財團法人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350斤

51273 玉成公園福德宮 白米490斤.麵.油各4箱

51274 台竑企業(有) 白米300斤

51275 明欣鈕扣公司 白米300斤.米粉.油.麵個1箱

51276 林宏誠先生 白米200斤

51277 天化宮 白米1000斤

51278 官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51279 康萊爾國際(股) 餅乾20箱

51280 潘重光先生 白米17.8斤

51281 楊再興先生 白米250斤

51282 大恩國際貿易(股) 白米250斤

51283 黃暐晨先生 白米250斤

51284 林燦榕先生 白米100斤

51285 曾柏憲先生 白米50斤

51286 陳妍伶女士 白米50斤

51287 林詠嫻.任棟先生 白米50斤

51288 劉安婕.陳朝霞先生 白米50斤

51289 高顯宗.榮鴻.李淑霞先生 白米60斤

51290 正隆廣場全體住戶 白米30斤.供品8箱

51291 李振昌先生 白米400斤.蝦仁.香菇各5斤.麵.蛋各1箱.油5桶

51292 板橋慈安宮 白米500斤

51293 建弘工程有限公司.鉅聖美育社 餅乾2箱

51294 萬淑梅女士 食品1箱

51295 王湫萍女士 食品1箱

51296 熊爸早餐店 三明治11個

51297 陳秉佑先生 白米20斤

51298 三重清濟宮 清潔用品1箱

51299 劉姿伶女士 食品1袋

51300 慈德堂 白米150斤

51301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濕紙巾5箱

51302 台北玄文宮 白米100斤.油38瓶.餅乾3箱

51303 李金華先生 白米500斤

51304 聖德宮 白米166斤.供品14箱

51305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水蜜桃2箱

51306 尚舜國際織品 白米50斤

51307 舜成服裝行 白米50斤

51308 穩德服裝行 白米50斤

51309 菘鴻服裝行 白米50斤

51310 康家偉先生 白米100斤

51311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51312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1313 魏福信劉韋廷先生 白米150斤



51314 一炁濟天宮 白米300斤

51315 郭麗華女士 物資1袋

51316 邱子憶女士 魚8斤

51317 竣鑫興業有限公司 白米50斤

51318 黃新棟.陳妍瑄先生 白米50斤

51319 黃新慧.陳一賢先生 白米50斤

51320 張海祥.羅淑真先生 白米50斤

51321 盈嘉流行明店 白米100斤

51322 廖善雄.廖高秋霞女士 白米50斤

51323 福久產物管理有限公司 白米50斤

51324 龍起興企業社 白米50斤

51325 鉅岳水電工程行 白米50斤

51326 COCO流行服飾 白米50斤

51327 西門超級商業大樓 餅乾1批

51328 太陽城餐廳 白米250斤

51329 台灣銀行龍山分行 伴手物資7樣

51330 金磚會館 飲料10箱.餅乾1大包

51331 台北市蔬菜同業公會 白米405斤.供品10箱

5133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33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33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335 勞保局 白米30斤.供品1批

51336 劉春女士 清潔用品3袋.

51337 梁鴻亨先生 關廟麵50斤.糙米奶10箱

51338 珠聖宮 白米125斤

51339 張恩綺女士 二手書.玩具

51340 彩雲仙居 物資1份

51341 台灣聲音電台 物資1份

51342 李詩乾先生4人 物資1份

51343 施嘉馥.林均先生 物資1份

51344 高繼祖先生 物資1份

51345 宋淑珍女士 物資1份

51346 黃嬡麗女士 物資1份

51347 鼎味珍鵝肉 物資1份

51348 濟源藥局公司 物資1份

51349 彭友澎湖海鮮 物資1份

51350 社團法人聖慈宮 文具31組

51351 余家瑀女士 白米7.5斤

51352 林家慶先生 白米7.5斤

51353 三寶弟子 白米70斤

51354 慈安堂 蛋20斤

51355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51356 北巡鎮安府 白米550斤

51357 板橋天德宮 白米750斤.油2桶

51358 三芝慈航宮 白米300斤供品5箱

51359 三王府 白米5000斤

51360 興傑鞋業有限公司 白米800斤

51361 群越有限公司 白米114斤

51362 基寶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510斤

51363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1364 吳建霖先生 白米10斤

51365 吳柏勳先生 白米10斤

51366 張蜜女士 白米10斤

51367 余哲夫先生 白米7.5斤

51368 龍山寺師姐 白米450斤.花生湯60罐

51369 新勝發食品 白米150斤.食品2袋

51370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250斤.供品1批

51371 昭安宮 白米200斤

51372 絲博暉小姐 垃圾袋8袋

51373 ICRT國際社區管委會 白米40斤.供品10箱

51374 南天聖帝宮 白米200斤

51375 無極濟世天宮 白米500斤

51376 王修章先生 白米200斤

51377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1378 善心人士 內衣4件

51379 聖賢宮 白米600斤

51380 恆安里辦公室 白米600斤.米粉2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