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7年1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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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44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140斤

55545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5546 賴秀琴女士 白米50斤

55547 李牧勳.李牧潔 白米4公斤

55548 南港富南宮愛心會 白米520斤

55549 陳朝騰先生 水餃600顆

55550 陳芊邑女士 水餃200顆

55551 陳潔小姐 水餃200顆

55552 黃志文.洪子喬.洪華憶 水餃200個

55553 牛奶 水餃600顆

55554 林承翰先生 水餃200顆

55555 張淑涵女士 麵條20斤

55556 高廖玉梅女士 白米220公斤

55557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5558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5559 周兌股份有限公司 拉麵8箱

55560 菁菁藝術花坊 蘋果1箱

55561 玄武 白米100斤

55562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5563 塔卡拉甜點 麵包1箱

55564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油2罐

55565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公斤

55566 謝馨儀女士 白米5公斤

55567 徐宏銘先生 白米67斤

55568 林家蔭先生 白米24公斤

55569 林美美女士 甜橙2箱

55570 金山禪寺 白米100斤.麵2箱.素鬆素燥各1箱.美粉20包

55571 艋舺天后宮慈善會 衣服1箱

55572 李陳應菜女士 白米100斤

55573 李陳應菜女士 白米100斤.尿布3包

55574 李訓旻先生闔家 水果7箱地瓜2袋

55575 熊爸早餐店 三明治吐司14個

55576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5577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5578 賴承宇先生 白米50斤

55579 蔡雅萍女士 白米100斤

55580 廣春盛建設 白米100斤.米粉7包

55581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5582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5583 黃懷萱女士 白米4斤

55584 旭豐工程行林豐榤先生 雞蛋糕120個

55585 蘇富美女士 白米200斤

55586 許菁倪女士
白米135斤口罩20包.奶粉麥片各3罐衛生紙10串.暖暖包

15包.可可亞15包.油16瓶.餅乾泡麵5箱+9包

55587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55588 林賜賓.蔡麗寬女士 白米100斤

55589 李秀蓮女士 白米100斤

55590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5591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5592 台北糧食協進會 鳳梨10香豬肉64公斤

55593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55594 中華智善佛教命理協會 蛋1籃

55595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5596 板橋觀音廟 白米200斤

55597 655農創基地 菜頭30斤

55598 李光民先生 櫻花牌熱水器2台.多功能電陶爐2台

55599 蔡明雄先生 白米50斤

55600 孫琬琳女士 白米50斤

55601 全家江翠店 火鍋料25包

55602 全家江翠店 年菜25盒

55603 陳萬東女士 白米25斤

55604 陳典忠先生 白米25斤

55605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5606 曾公子.王松.黃裕盛.宋子絹 白米40斤成人紙尿褲4箱.手套專用垃圾袋各2包

55607 刑事警察局劉柏良局長 白米20斤

55608 嘟嘟服童裝 白米20斤

55609 655農創基地 蘿蔔2箱

55610 曾昱超先生 白米15斤

5561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561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5613 蔡碧華女士 白米100斤

55614 天后宮 白米700斤

55615 黃秋月.璽蓉.信華.武德.月花合家 垃圾袋1包

55616 江嘉綺女士 玩具.衣服各1盒

55617 太陽城餐廳 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55618 劉承錦先生 白米100斤

55619 劉秉諭先生 白米100斤

55620 湯家啟先生 白米100斤

55621 黃永忠先生.吳燕玲女士 白米100斤



55622 李騌宏先生 單人上下床組3組.書桌椅12組

55623 吳志成先生 白米50斤

55624 吳志宏先生 白米50斤

55625 賴宜農先生 豬血糕70支.菜燕30個.麻糬10盒

55626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55627 鄭小姐 草莓5盒

55628 魏文良先生 白米80斤

55629 廖德貴先生 白米800斤

55630 木可義式廚房(愛心存錢筒) 牛肉.魚共25份.拖把2支.替換海綿3個.殺蟲劑6瓶

55631 江子朋先生 牛肉.魚共15份.拖把1支.替換海綿3個.殺蟲劑5瓶

55632 善心人士 洋香瓜1箱

55633 吳宣如女士 白米100斤

55634 李木哖.劉建宏.劉人瑋先生 麵1箱.紅豆.二砂各5斤.醬油1罐

55635 曾慶宏先生 白米200斤

55636 羅軒董先生 清潔用品27瓶.菜瓜布15包.手套20雙.拖把架3支.地板刷5支

55637 老園丁窯烤麵包 麵包28個

55638 蔡小姐 白米200斤

55639 張小姐 白米200斤

55640 福德圓滿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旋轉拖把3組.殺蟲劑8瓶

55641 袁榆惠女士 魚1包

55642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5643 吳詩怡女士 柳丁1箱

55644 筠芯 海綿拖把2隻牛肉3盒.魚2條

55645 鄭小青女士 襪子30雙.手套10雙

55646 原創記憶珠寶邱顯智.泰山扶輪社 青菜4箱

55647 廖輝先生 蓮霧1箱

55648 鄭筱苑女士 復健褲1箱

55649 義辰通訊企業社 文具盒組20組

55650 林曉蘭女士 大潤髮禮卷6張

55651 善心人士 胡蘿蔔蔬菜各1相.冬瓜1個

55652 善心人士 蔬菜.A菜各1鄉冬瓜1個

55653 夏雲婷.李平宇先生 白米100斤

55654 吳政特先生 鮮乳160瓶

55655 全家江翠店 火鍋料30包

55656 林冠霖.廖凱蓁先生 魚1件

55657 承達電子(股) 白米40斤

55658 黃昱瑄女士 白米1200斤

55659 王鈺荃女士 白米30斤.醬油膏2桶

55660 吳國強先生 紙尿褲8包.乳液6瓶.口罩2瓶.洗碗精4瓶

55661 日順糧食行 碗稞25個

55662 福來早餐 蘿蔔糕13分



55663 四星國際(股) 紙尿褲7相

55664 三條路福德宮 白米90斤.冬令救濟品15袋

55665 台灣順豐精品有限公司 排汗衫120件

55666 大盛豬排 白米100斤

55667 陳家彬先生等6人 白米120斤

55668 王清先生 白米20斤

55669 王菜彩玉女士 白米20斤

55670 王炳坤先生 白米20斤

55671 蕭銀色先生闔家 白米140斤

55672 黃楊靜桃女士 水果1袋

55673 艋舺行德宮 餅乾2袋

55674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濕紙巾3箱

55675 蔡孟哲先生 養樂多6包.鮮奶5瓶

55676 呂葉秀琴女士 白米50斤

55677 呂金鳳女士 沙拉油2罐

55678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