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6年10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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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33 莊穎姍.嘟嘟臉童裝 白米10斤

55134 善心人士 文旦7箱白米200斤

55135 林萳芸女士 白米50斤

55136 財團法人中庄仔福德宮 白米2000斤.供品10盒

55137 三寶觀音寺 白米400斤

55138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白米500斤.冬粉3箱.罐頭9箱.餅乾15箱

55139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5140 黃璽蓉女士闔家 專用垃圾袋1包

55141 福智佛教基金會 白米72斤

55142 宇質泰貿易有限公司 養生麵1箱

55143 顏麟權先生 養生麵2箱

55144 點線麵餐飲(股) 麵條1箱

55145 久安木材行 柚子1大袋.糖果1包

55146 行政院保護署餅乾禮盒 1盒

55147 吳素合女士 文旦2盒.禮盒1盒

55148 宏亞食品(股) 月餅20盒

55149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5150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5151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5152 鄭宜榛女士 水餃等冷凍食品60包

55153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排球2顆

55154 黃武德先生 惠而浦洗衣機1台

55155 蔡文欽等9人 柚子100斤

55156 李美蘭女士 山藥15斤

55157 一欣裝潢廣告工程有限公司 白米50斤.月餅3盒

55158 刑事警察局 柚子4箱.水果1盒.茶葉1盒.麵2盒

55159 善心人士 柚子11箱

55160 富福里辦公處 青菜1袋

55161 吳秀娟女士 雞.魚.肉各1隻.罐頭3個

55162 黃秋芬女士 包子30個

55163 張米勒先生 水餃10包.炸豬排等冷凍食品50包

55164 林沛螢女士 造型包等26包

55165 郭秋雄先生 優酪乳等320瓶

55166 黃秋芬女士 白米100斤二砂1包.特沙1包.綠豆10斤.小薏仁3斤

55167 徐淑靜女士 克寧奶粉18罐



55168 杜金隆先生 柚子1箱.月餅1盒

55169 廖秀月女士 香蕉32斤

55170 張淑涵女士 生麵20斤

55171 張力麒先生 白米50斤

55172 中華水上藝苑 白米50斤

55173 四星國際(股) 吸頂風扇15台

55174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5175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5176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5177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5178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5179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5180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5181 潘蔡美利女士 白米20斤

55182 謝武村先生 包子1箱

55183 許金蓮女士 柚子2箱

55184 詹子緯先生 水果1箱

55185 詹凱鈞先生 水果1箱

55186 馮佳琪女士 水果2箱

55187 銥鍱服飾 水果2箱

55188 富貴禾宴桌藝品 水果1箱

55189 黃懷萱女士 白米5斤

55190 林家蔭女士 白米24斤

55191 沃克國際 日用品.食品16包

55192 威爾娛樂 成人紙尿褲31組.乳液12組

55193 呂明璁先生 白米100斤

5519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5195 靜心地藏殿 三明治50個

55196 羅崇海先生 香蕉50斤

55197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5198 楊貴添先生 成人紙尿褲6箱

55199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 白米500斤

55200 艋舺行德宮 白米100斤

55201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水果.餅乾6箱

55202 鮮蔬贊助團 蔬菜13袋

55203 林進福先生 白米7.8斤

55204 張慶炳先生 紙尿褲30包



55205 廖子豪先生 專用垃圾袋(33公升)5包

55206 謝淑慧女士 專用垃圾袋(33公升)5包

55207 先來鮮食品(有) 包子70個

55208 中華民國關懷弱勢散戶協會 成人紙尿褲96片

55209 蘇鈺涵女士 水餃300顆

55210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5211 陳昀萱女士 蛋1箱

55212 無極光聖殿 白米150斤.餅乾4袋

55213 呂葉秀琴女士 白米50斤

5521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521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5216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55217 林賜賓.蔡麗寬先生 白米100斤

55218 周濟言先生 麵條2箱

55219 青龍宮 白米400斤

55220 廖韋彤女士 香蕉1箱

55221 廖秀月女士 香蕉1箱

55222 吳孟穎先生 香蕉1箱

55223 陳姵羽女士 香蕉1箱

55224 吳孟穎先生 香蕉1箱

55225 吳孟穎先生 玉米2箱

55226 陳姵羽女士 玉米1箱

55227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5228 廖秀月女士 雞蛋1箱

55229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5230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5231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5232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5233 溫文伶女士 白米25斤

55234 林萳芸女士 白米50斤

55235 王邦基先生 白米50斤

55236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50斤

55237 王偉臣先生 白米50斤

55238 天后宮 白米700斤

55239 廣春城建設 白米6斤.米粉.麵.冬粉2袋

55240 昭安宮 白米450斤

5524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餅乾2袋



55242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5243 施志明先生 洗衣粉9斤.衛生紙30包

55244 正安扣具股份有限公司 餅乾.乖乖.粄條39組

55245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

55246 郭秀美女士 油飯1箱

55247 李曜伸先生 空氣清淨機1台

55248 李幸娟女士 萬用清潔劑2統

55249 張清梅女士 白米67斤壽司米2.5斤

55250 鮮蔬贊助團 菜蔬10袋

55251 吳正慶先生 碗粿75碗

55252 葉晏綸先生 筊白筍25斤

55253 陳志祥先生 筊白筍25斤

55254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 柔濕巾3箱

55255 陳昀萱女士 蛋1箱

55256 善心人士 紙尿褲4包

55257 善心人士 紙尿褲6包

55258 郭世璇.廖心妤先生 襪子.糖果.牙刷.牙膏.毛巾衛生紙322支(條)

55259 郭世璇.廖心妤先生 鉛筆60支.乳液3瓶二手衣1袋.

5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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