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6年2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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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006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5400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蛋1箱

54008 國運有限公司 懶人衣10件.暖暖包20包

54009 陳先生MVP志工團 白米300斤

54010 二傻車房唐朝嚴先生 養樂多200瓶

54011 陳秀玉女士 蘋果1箱

54012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4013 陳秉鈞先生 糖果6袋

54014 陳春美.林獻勝先生 白米150斤

54015 祖師禪林 麻佬1箱

54016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401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018 李相穎先生 衛生紙1箱

54019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4020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900斤.油4箱.餅乾2箱.泡麵10箱

54021 羅渝捷女士 白米33斤

54022 邱玉鳳女士 竹筴魚3斤

54023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4024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4025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4026 陳蕙芬女士 柑橘35斤

54027 蔡麗玲女士 柑橘35斤

54028 黃信華.黃璽蓉先生 專用垃圾袋(33)1包

54029 新翊貿易(有) 冰銅鑼燒(196)個

54030 富美佳貿(股) 義大利麵條5箱

54031 紀麗華女士 養樂多120瓶

54032 夢娜微笑國際(股) 鞋子5雙

54033 吉歐國際有限公司 休閒鞋39雙

54034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4035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403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4037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沙拉油2罐

54038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4039 孫琬淋 白米50斤

54040 王李麗女士 食品4箱.飲料1箱

54041 李振昌先生 白米200斤.食品.調味品10箱

54042 社團法人天后宮慈善會 餅乾2箱加1包



54043 林茂德先生 餅乾1袋

54044 黃懷萱先生女士 白米4斤

54045 陳信宇先生 白米50斤餅乾1箱

54046 廖秀月女士 餅乾1箱

54047 林厚任先生 白米50斤

54048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4049 江信宗先生 乖乖3箱

54050 江宗寶先生 餅乾3箱

54051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4052 655農創基地 小白菜10斤

54053 廖子豪先生 專用垃圾袋6包

54054 義芙糖 白米100斤

54055 賴永仁先生 白米25斤

54056 賴郁宣女士 白米25斤

54057 靜心居 三明治50個

54058 呂豐隆.劉玉英.先生 白米30斤

54059 北邑天一宮 白米110斤.清潔用具5箱.食品

54060 林億誠先生全家 白米30斤

54061 全家中和建業店 冰沙48杯

54062 台北畜產運銷(有) 雞30隻

54063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4064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4065 愛心豬公會 手錶50個

54066 集安宮 白米500斤

54067 林汶津.莊佩蓉.原創記憶 蔬菜1批

54068 宋子絹.曾公子.黃裕盛先生 垃圾袋.手套各2盒.成人紙尿褲20包

54069 張美芳女士 清潔用品1大箱

54070 朱玉寶.施志銘先生 清潔用品19個

54071 林秋香女士 A菜1箱.地瓜1包

54072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4073 楊周秀蕊女士 水果.食物1箱

54074 吳聿堤先生 白米50斤

54075 紀憲夫先生 白米100斤

54076 楊津雅先生 白米50斤

54077 王若辰先生 白米50斤

54078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140斤

54079 長大農場 蔬菜2箱

54080 天 一宮 白米200斤

54081 葉美惠女士 白米25斤

54082 鄭宏偉先生 白米50斤



54083 張峻豪先生 白米300斤

54084 銓瑞有限公司 生乳捲16條

54085 邱玉鳳女士 鯖魚7斤

54086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素食5包.餅乾10箱.木耳2斤

54087 陳昭文.黃名裕先生 白米100斤.蛋1箱.油2罐.醬油4罐

54088 廣春成建設公司 零食3袋.文具1袋

54089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200瓶

54090 許榮宗先生 白米50斤

54091 涂哲睿先生 白米50斤

54092 涂光徹先生 白米50斤

54093 許俶婷女士 白米50斤

54094 汪汪貿易(股) 玩具1箱

54095 百福農產 蔬菜8箱

54096 邱玉鳳女士 竹筴魚8.5斤

54097 吳進成先生 白米50斤

54098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4099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4100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4101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4102 溫文先生 白米25斤

54103 葉麗榕女士 白米50斤

5410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10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106 世欣 蛋餅皮1箱

54107 白沙屯宮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4108 黃崇廉先生 水果1箱

54109 鄭耀甯先生 手工水餃5包

54110 符時青先生 手工水餃3包

54111 吳思嫻女士 手工水餃12包

54112 善心人士 手工水餃5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