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7年5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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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51 吳敏雄先生 白米500斤

56052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奶粉18罐

56053 林劉吉女士 哈密瓜1箱

56054 李品姸小朋友 水餃1000粒

56055 亞洲單一有限公司 起士蛋糕9盒

56056 張淑涵女士 麵條20斤

56057 詹千儀女士 白米50斤

56058 蘇品榮先生 白米50斤

56059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6060 沃特烘培坊 麵包1箱

56061 台灣省青果運銷社曾詠淞總經理 小玉西瓜2箱

56062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6063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6064 鄭王金鳳女士 白米50斤

56065 翔信建設鄭羽甫先生 越光米150斤

56066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56067 士林慈誠宮 白米2000斤

56068 張宸瑋先生 白米40斤

56069 林家蔭先生 白米24斤

56070 洪韻晴女士 衣服2件牙膏4條

56071 張蕙麟劉鎮寬.貝奇兒寵物 白米100斤

56072 陳宏翔先生 白米50斤

56073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6074 林治勝.林君豪先生 白米100斤

56075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6076 吳幸珠女士 白米50斤

56077 李宥承先生慶晉商行 白米100斤

56078 呂垚宗先生 白米3公斤.麵4包.油1罐.罐頭15罐

56079 潘怡佳女士 白米50斤

56080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50斤

56081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濕紙巾3箱

56082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200瓶

56083 陳玟吉先生 蔬菜類8箱

56084 蓸素英女士 白米25斤

56085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6086 蔡依珊女士 白米12斤

56087 魏文良.李建鋒先生 白米40斤.蛋20斤

56088 王建興全家福 白米20斤



56089 謝馨儀女士 白米5斤

56090 蔡茂霖先生 白米50斤

56091 汪勝宏先生 白米50斤

56092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6093 莊劉阿盆女士 白米100斤

56094 陳儷方女士 白米50斤

56095 陳儷方女士 餅乾飲料18包瓶

56096 陳儷方女士 奶粉1包.雜糧5包

56097 饒芸綸女士 蝦餅2箱

56098 阿K 養樂多50瓶

56099 石育幸女士 養樂多50瓶

56100 楊淑芬女士 養樂多60瓶

56101 陳美喬女士 養樂多20瓶

56102 王仁配先生 養樂多20瓶

56103 鄭陳美珠女士 養樂多20瓶

56104 石博允先生 養樂多180瓶

56105 周甘玉先生 檸檬派.蛋糕條5個

56106 曾公子.黃裕盛.宋子娟先生 白米40斤.手套2盒.專用垃圾袋2袋.紙尿褲4箱

56107 善心人士 衛生紙3串.蘋果1箱.鍋子1台.菜瓜布1包

56108 官黎宛女士 奶粉1罐

56109 吳懷寧先生 白米100斤

56110 15位善心人士 垃圾袋30包.手套12盒

56111 陳玟吉先生 蔬菜水果5箱

56112 劉和棋.劉祥濠先生 白米50斤

56113 善心人士 養樂多80瓶.三明治漢堡共60個

56114 吳素合女士 白米100斤

56115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6116 楊心宜師姐 粽子90顆

56117 善心人士 蔬菜1藍

56118 豪高精緻小番茄 小番茄.茂谷柑各1箱

56119 黃致碩.陳娟娟.林威雄 白米30斤

56120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6121 張宸瑋先生 白米24斤

56122 大理高中林蘭紅女士 全聯禮卷4張(面額500元)

56123 荊植.裝娟朱先生 白米60斤

56124 劉信吾.劉建鑫先生 手套10盒.復健褲10包.垃圾袋40卷

56125 林韋彣.林韋彤.陳金蓮女士 油3瓶.醋.番茄醬各1瓶.黑糖.冰糖各1包

56126 中華智善佛教命理協會 水蜜桃60個.葡萄6袋

56127 劉明志.劉信吾先生 乳液20瓶

5612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12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13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131 艋舺行德宮 餅乾2袋

56132 李訓旻先生 蔬菜1批

56133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7箱

56134 比 大西瓜1個

56135 賴秀琴女士 白米50斤

56136 熊爸早午餐 豬肉蛋吐司

56137 詹千儀女士 白米100斤

56138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6139 梅含芳女士 大西瓜7顆

56140 艋舺龍山寺 沙拉油96瓶

56141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43斤.米粉1箱.醬油2箱鹽14包.油12瓶豆捲3包.水果5箱

56142 吳幸珠女士 白米50斤

56143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6144 郭維長先生 白米50斤

56145 陳玟吉先生 柳丁2箱.蕃茄1箱.絲瓜1箱

56146 劉至軒先生 白米12.5斤毛巾12條

56147 蘇張阿雲.蘇柏賢.吳孟霏 小毛巾120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