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5年10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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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33 張雅涵女士 麵條20斤

5333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蛋7斤

53335 陳韋廷先生 白米50斤

53336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3337 邱玉鳳女士 魚6斤

53338 台北保安宮 白米500斤.餅乾10箱

53339 葉柔辰女士 白米100斤

53340 上品水餃皇家素食 白米1000斤

53341 吳雯怡女士 白米25斤

53342 黃冠穎先生 白米25斤

53343 狀元及第社區 手工水餃10包.冷凍海鮮2箱

53344 天使心慈善會 水餃5包.冷凍海鮮2箱

53345 黃志宏先生 冷凍海鮮1箱

53346 徐萍女士 手工水餃5包.冷凍海鮮1箱

53347 狀元及第社區 手工水餃16包.冷凍海鮮4箱

53348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3349 謝馥徽女士 水餃500個

53350 龍盈實業社 地瓜1箱

53351 林柏均先生 白米25斤

53352 劉濠誠先生 白米100斤.肉鬆.手套.酒精漂白水魔術靈6份

53353 潘周梅子女士 滷肉6斤4兩

53354 黃光佑先生 日用品1箱

53355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3356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3357 VIA SHOP小舖 水果2箱

53358 善心人士 水果1箱.蔬菜1箱

5335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3360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3361 點線麵餐飲(股) 麵條1箱

53362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3363 黃啟育.黃煥文.黃國倫先生 白米50斤

53364 許圳興先生 白米25斤

53365 陳明朝先生 白米25斤

53366 周國雄.周玉霞先生 白米50斤

53367 黃璽蓉女士 垃圾袋1包

53368 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90公斤



53369 邱玉鳳女士 吻仔魚8斤

53370 承天禪寺 白米200斤.米粉1袋.油2瓶.麵6包.餅乾4袋

53371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200瓶

53372 曾旭明先生 飲料5箱

5337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3374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3375 謝小武先生 包子1箱

53376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3377 王宜彙女士 水果1箱.

53378 汪燈坤先生 水果1箱

53379 黃志成先生 水果1箱

53380 廖秀月女士 水果1箱

53381 王宜彙女士 白米50斤

53382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3383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3384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3385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3386 郭秀美女士 麵條2箱

53387 王金鳳女士 麵條4箱

53388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3389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

53390 魏彤珈女士 物資1箱

53391 葉人瑋.王奕琳女士 白米30斤

53392 行德宮 白米100斤.餅乾2袋

53393 皇昌營造(股)環南市場 白米90斤.物資23箱

53394 曾公子 紙尿褲24包.垃圾袋2包.手套2盒

53395 涂惠貞女士 餅乾1箱

53396 周永增.周博鴻先生 白米100斤.油飯20斤

53397 陳小姐 清潔用品18份

53398 千紅民俗綜藝團 白米54斤.食品4包

53399 高玉秀喜女士 洗衣機1台

53400 周雅夫先生 晶工牌開飲機2台

53401 吳富安先生 白米150斤

53402 謝明哲先生 白米50斤

53403 徐先生 白米50斤

53404 上普下聖法師 白米25斤

53405 周玉霞女士 白米25斤

53406 林美蓉女士 白米25斤

53407 呂文騫.呂宜芳先生 白米25斤



53408 袁陳錦.袁櫻珊先生 白米100斤

53409 王宜彙女士 水果1箱

53410 施志銘.朱玉寶先生 衛生紙2袋.清潔用品1箱

53411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餅乾2袋

53412 蔡宇柔女士 白米50斤

53413 陳淑玲女士 羊奶饅頭6盒

53414 圓富蔬果商行 羊奶饅頭11盒

53415 蔡淑慧女士 羊奶饅頭1盒

53416 謝安先生 羊奶饅頭7盒

53417 謝博丞先生 羊奶饅頭10盒

53418 陳璟蓁女士 羊奶饅頭5盒

53419 淑華姐 羊奶饅頭10盒

53420 東呷牛肉麵 羊奶饅頭7盒

53421 姜念騏先生 水果1箱

53422 王駿為先生 水果1箱

53423 王可軍先生 水果1箱

53424 李木哖女士 關廟麵1箱

53425 熊爸早餐 里肌肉蛋漢堡12個

53426 廣春城建設 白米200斤.米粉.麵條8包

53427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3428 林億誠先生 白米30斤

53429 王建興先生 白米15斤

53430 謝馨儀女士 白米5斤

53431 廖國樑先生 柿子1箱

5343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343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3434 輸家天堂一共利群組 仙草凍70杯

53435 林芳愉.沈昱宇先生 饅頭1袋

53436 邱玉鳳女士 吻仔魚5斤.土魠魚7斤.白北4斤

53437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3438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3439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3440 萬海航運社福慈善基金會 濕紙巾5箱

53441 陳柏翰先生 西點蛋糕1盒

53442 林秋香女士 四季豆1箱

53443 靜心居 三明治50個

53444 張雅涵女士 生麵20斤

53445 善心人士 奶粉10罐麥片8罐

53446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3447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3448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3449 銘傳福德宮 白米150斤.罐頭1箱

53450 李柏樂女士 白米100斤

53451 葉仲興先生 白米40斤

53452 張素玲女士 蛋2箱.營養麵8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