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6年3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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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13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4114 楊國碩.張曼凌女士 白米50斤

54115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4116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4117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411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4119 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 白米96公斤.食品物資14箱

54120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4121 台北市艋舺龍山寺 油100瓶.餅乾30箱

54122 沈茂松先生 白米250斤

54123 卓家良.怡君.陳明怡女士 白米100斤

54124 台灣斯巴克環保工程(股) 白米750斤

54125 王小姐 蛋1箱.糖果1袋

54126 賴重舜先生 乖乖2箱

54127 江瑋志先生 乖乖2箱

54128 王滿嬌女士 乖乖2箱

54129 廖秀月女士 雞蛋1箱

54130 何承翰先生 水果1箱

54131 慈佛軒先生 麵線2包

54132 林婉媜女士 柑橘1箱

54133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4134 盧潔女士 乖乖1箱

54135 龍文泰先生 乖乖1箱

54136 曾勝麟先生 乖乖1箱

54137 簡玉凱.簡林妹先生 白米50斤

54138 許弘炎.許林郝先生 白米50斤

54139 簡鴻儒.先生闔家 白米50斤

54140 李幸娟女士 75%酒精4桶

54141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4142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4143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4144 蔡明雄先生 白米50斤

5414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146 艋舺張李莫府會 白米100斤

54147 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150斤

54148 陳泓錡先生 白米15斤



54149 呂理正先生等6人 水餃1400顆

54150 龍鳳女士 白米50斤

54151 林沛筠女士 白米20斤

54152 張毓玲女士 棉花棒2打.毛巾1打.手套2打

54153 呂盈瑩女士 棉花棒4打.毛巾8打.手套6打

54154 林先生 白米100斤

54155 善心人士 水餃15盒

54156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157 張雅涵女士 麵條20斤

5415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蛋1箱

54159 周慶霖先生 白米50斤

54160 周靖峰先生 白米50斤

54161 陳重仁先生 麵條2箱

54162 晶麒盒餐 便'當8個

54163 熊爸早午餐 豬肉蛋吐司13個

54164 張美卿.鄭雅芳.原創記憶珠寶 各類蔬菜1箱

54165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54166 中和聖恩宮 白米500斤.供品1箱

54167 黃懷萱女士 白米6斤.麵條2小包

54168 李木哖.劉建宏.劉人瑋先生 米粉.拉麵各1箱.麵筋4斤

54169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170 呂豐隆.劉玉英.呂佾璋先生 高麗菜10顆

54171 吳晉逸先生 白米250斤

54172 林建助.吳鳳美先生 白米100斤

54173 葉信助.楊儷蓉等合家 白米100斤

54174 李俊龍先生 白米50斤

54175 菜商善心人士 高麗菜2顆

54176 張錦華先生 白米33斤

54177 蔡旻財先生 白米100斤

54178 晶麒盒餐 便'當8個

54179 周博鴻.周永濬先生 油飯20斤

54180 晶麒盒餐 便當17個

54181 許義雄先生 白米50斤

54182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183 徐先生 白米50斤.蛋1箱

54184 吳岳軒先生 白米50斤

54185 陳盈宏先生 白米100斤.油1桶

54186 晶麒餐盒 便當8個

54187 謝馥徽女士 水餃500顆



54188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4189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4190 廖來發先生 白米50斤

54191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4192 邱玉鳳女士 鯖魚5斤

54193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4194 溫國光生 白米25斤

54195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4196 溫文伶女士 白米25斤

54197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4198 林品宏先生 雞肉1隻

54199 曾公子.黃裕盛.宋子俊先生 成人紙尿褲20包.清潔袋2袋.手套2盒

54200 何沛穎女士 清潔用品20份.食品27份

54201 葉麗華女士 白米50斤

54202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420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204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205 中華道教天公祖弘道協會 蔬菜3箱.拉麵2箱.油.醬油各6瓶.米粉1袋.綠豆

54206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207 四星國際(股)公司 成人紙尿褲7箱

54208 施志銘.朱玉寶先生 白米40斤

54209 詩偉捷先生 白米100斤.油2罐

54210 晶麒盒餐 便當17個

54211 一群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綠豆3斤

54212 劉和棋.劉祥濠先生 白米50斤

54213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水果3箱.素料9包

54214 彩虹城堡 白米600斤.玉米粒10箱.切角番茄16箱.沙拉油.肉鬆各12桶

54215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216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4217 李振昌先生 白米200斤.各種調味品14桶.蝦仁.八角各1包

54218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4219 晶麒盒餐 便當8個

54220 黃信華.黃璽蓉先生 專用垃圾袋1包

54221 善心人士 紙尿褲1包

54222 郭小姐 白米50斤

54223 福景宮 白米1000斤

54224 晶麒盒餐 便當6個

54225 林暉哲先生 白米150斤

54226 吳李阿吻女士 洗髮精3箱



54227 吳政特先生 養樂多200瓶

54228 賴呈豪先生 養樂多200瓶

54229 黃志誠先生 白米50斤

54230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200瓶

54231 李小姐 白米100斤

54232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233 吳孟穎女士 水果1箱

54234 吳孟穎女士 水果1箱

54235 晶麒盒餐 便當17個

54236 廣春成建設 食品2袋

54237 阿妹麵店黃張芳月女士 水餃1000個

54238 廖子豪先生 垃圾袋12包

54239 圓夢家族 貴夫人慢磨機2台.漁貨10箱.水果2箱.餅乾3箱

54240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24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24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243 房芷彤.房瀞文.房亭旭先生 白米100斤

54244 朱心慈女士 白米100斤.腿肉25斤

54245 蔣凱文先生 白米50斤

54246 曾明泉先生 白米100斤.沙拉油1件

54247 詹鎵禎先生 白米50斤

54248 艋舺天后宮 蜂蜜蛋糕40盒

54249 臨濟寺真光長老 白米200斤

54250 原創記憶珠寶 蔬菜5箱







白米600斤.玉米粒10箱.切角番茄16箱.沙拉油.肉鬆各12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