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6年11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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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60 蔡雅萍.蔡雅安女士 白米80斤

55261 何思怡女士 白米50斤.醬油1箱.味精5盒

55262 微笑漢堡姜智賢 白米50斤.油.醬油各2箱.麵米粉各4箱.味精5盒

55263 房的事系統家具洪志偉.李信賢 白米100斤.冬粉2袋.醬油1箱

55264 陳志憲先生 白米50斤.意麵.油膏各1箱

55265 竑宇設計有限公司 白米50斤.糖2箱.油膏1箱

55266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55267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55268 林世昌.林君豪先生 白米100斤

55269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5270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5271 徐邱寶珍女士 白米100斤.水果3袋

55272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5273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5274 金都帝君殿 壽桃2包

55275 吳幸珠女士 白米50斤

55276 吳岳軒先生 白米50斤

55277 陳盈宏.陳陣.林振昌先生 白米150斤

55278 張淑涵女士 麵條20斤

55279 陳家蓉女士 白米50斤

55280 新竹市圓夢家國際同濟會 電視機32吋1台

55281 財團法人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75公斤

55282 曾公子.王松.黃裕盛.宋子絹 白米12斤.成人紙尿褲4箱.手套垃圾袋各2

55283 林家蔭女士 白米24斤

55284 李振昌先生 白米200斤.油香菇蝦仁黑白木耳紅綠豆蛋中藥糖蓮子等8箱

55285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5286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5287 靜心地藏殿 三明治50個

55288 石小姐 文具7個

55289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55290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5291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5292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5293 林韋彤林韋彣闔家6人 調味品12包.麵類2箱

55294 楊炤凱先生闔家9人 調味品8包.麵類2箱

55295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5296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5297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5298 王建興先生 白米18公斤



55299 謝馨儀女士 白米4.4斤

55300 莊穎珊.嘟嘟臉童裝 白米6.9斤

55301
高健祐.安捷飛航訓練中心.

華航公司
冷氣機2頓1台.成人紙尿褲6箱.乳液22瓶

55302 陳昀萱女士 雞蛋1箱

55303 鄭翔元先生 白米100斤

55304 鄭宇倫先生 白米100斤

55305 鄭欣芸女士 白米100斤

55306 黃信華先生闔家 專用垃圾袋10個

55307 徐先生 白米50斤.雞蛋1箱

55308 廖秀月女士 蛋1箱

55309 摩拓機車 白米200斤

55310 賴永仁先生 白米25斤

55311 賴郁媗女士 白米25斤

55312 郭靜晃先生 暖暖包4盒

55313 林萳芸女士 白米50斤

55314 鄭凱琳.陳彥佑.李筱涵.Q寶 雞蛋糕.養樂多40份

55315 鮮蔬贊助團 菜蔬1袋

55316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5317 陳偉業先生 柳丁1箱

55318 吳儒佑先生 青菜1箱

55319 王小玉女士 青菜1箱

55320 廖來發先生 青菜1箱

55321 廖凱鈞先生 青菜1箱

55322 詹子緯先生 青菜1箱

55323 葉美惠女士 青菜1箱

55324 林文典先生 青菜1箱

55325 鴻泰汽車 青菜1箱

55326 吳雯怡女士 青菜1箱

55327 楊淑霞女士 青菜1箱

55328 林秋香女士 青菜1箱

55329 維摩詰基金會 白米150斤.餅乾5箱

55330 福泰師姐 白米300斤

55331 周甘玉女士 蛋糕3個

55332 作廢

55333 十四位善心人士 成人紙尿褲18包

55334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500斤.供品4箱

55335 劉和棋.劉祥濠先生 白米50斤

55336 謝滄濃先生 白米50斤

55337 蔡麗月女士 白米50斤.沙拉油1桶

55338 財團法人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75公斤

55339 陳昀萱女士 蛋1箱.調味品9包



55340 王璞宇先生 9-10月發票20張

55341 李健輝先生 白米80斤.食品3箱.清潔用品61瓶.

55342 呂豐隆.劉玉英.呂佾璋先生 白米50斤

55343 江信宗先生 雞蛋1箱

55344 江宗賢先生 雞蛋1箱

55345 李俊宏先生 衛生紙4袋

5534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534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5348 秦和豐食品行 蛋糕10盒

55349 陳昀萱女士 鮮奶3罐

55350 泰山天招堂 錦絲麵4箱

55351 靜心地藏殿 三明治50個

55352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5353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5354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5355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5356 溫文伶女士 白米25斤

55357 許金蓮女士 成人紙尿褲1箱

55358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5359 蔡文志先生 成人紙尿褲1箱

55360 惠敏.吳宜蓁女士等10人 成人紙尿褲1箱半

55361 台灣艋舺天后宮慈善會 果凍1箱

55362 賴秀琴女士 白米50斤

55363 謝瑩瑛女士 沙茶醬.番茄醬各10罐.鍋底11包火鍋料26包

55364 陳昀萱女士 紅豆.薏仁各3包.玉米粒4罐.香菇豆皮3包

55365 鹿港天后宮 碗稞50碗

55366 圓夢家族 三陽冷氣1.5頓2台

55367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5368 胡寅女士 意麵3袋

55369 李淑女.徐天健先生 意麵12袋.餅乾24包

55370 黃懷萱女士 白米6斤

55371 朝陽宮 白米90公斤

55372 林萳芸女士 白米50斤

55373 菩提關懷協會 白米200斤.米粉40包.麵12包玉米粒24瓶

55374 鮮蔬贊助團 蔬菜12袋

55375 李本善先生 衛生紙3袋.清潔用品57包.魔術靈1桶

55376 廖信吉先生 白米20斤

55377 廖蔡阿花女士 白米20斤

55378 廖宥榮先生 白米20斤

55379 廖仁銘先生 白米20斤

55380 蔡依珊女士 白米20斤



55381 廖美娟女士 白米20斤

55382 廖妤溱女士 白米20斤

55383 廖宏瑞先生 白米20斤

55384 陳盈成先生 克寧奶粉6罐

55385 李素玉女士 白米25斤

55386 黃榆棉女士 日用品1箱

55387 善心人士 白米33斤

55388 黃筱筑女士 黑豆漿50瓶.飯糰80個

55389 傳悅國際有限公司 護唇膏50支

55390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5391 駱明仁先生 堅果禮盒2箱

55392 一群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紅豆.糖各3斤

55393 崧富國際紡織科技(有) 衣服1箱

55394 李軒先生 白米300斤

55395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5396 台北郵局 白米63斤

55397 南港惡人谷 白米11斤.麵線11包

55398 大勝豬排 白米100斤

55399 曾明宗先生 白米100斤.油1桶

55400 朱仁慈女士 白米100斤.腿肉25斤

55401 廖鎵禎先生 白米50斤

55402 蔣凱文先生 白米50斤

55403 房凱琳.陳連凱先生 白米100斤

55404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5405 許阿樂先生 衛生棉155包.潤髮乳6瓶.成人紙尿褲2箱.穿褲8包

55406 神話水果黃小姐 葡萄6盒

55407 陳昀萱女士 橘子75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