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8年1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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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75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7176 彩宸生活事業(股) 優酪24瓶

57177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500斤

57178 台灣助農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雞蛋900顆

57179 南港富南宮愛心會 白米640斤

57180 勝昌食品有限公司 白米200斤

57181 吳啟明先生 白米250斤.油1桶

57182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57183 林世昌.林治勝先生 白米100斤

57184 李柏樂先生 白米50斤

57185 美濃屋貿易有限公司 白米90斤

57186 呂葉秀琴女士 白米30斤.油2瓶

57187 葉冠廷先生 白米200斤.暖氣機1台紙尿褲10包.醬油各1箱.油4桶.垃圾袋10包.鹽24包

57188 彭坤樹先生 物資2箱

57189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7190 楊國碩先生 白米50斤

57191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7192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7193 房凱蒂.蘇春美女士 白米100斤

57194 朱心慈女士 白米100肥肉25斤

57195 詹鎵禎先生 白米50斤

57196 曾明泉先生 白米100斤.油1桶

57197 蔣凱文先生 白米50斤

5719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199 蘇富美女士 白米200斤

57200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7201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7202 黃淑真女士 落地窗3樘.窗戶2樘.冷氣孔2樘

57203 財團法人吳東進基金會 空氣濾淨器1台

57204 陳秀菊女士 水果1藍

57205 白沙屯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7206 張淑涵女士 生麵30斤

57207 周錫裕先生 火龍果2箱

57208 鄭景行先生 火龍果3箱果醬3瓶

57209 艋舺許家 泡菜餅乾香蕉芋頭粥麵疙瘩各1小包

57210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7211 林聖傑先生 清潔用品12瓶.菜瓜布等8包.餅乾6包

57212 林雅惠女士 罐頭8罐.麵條1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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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13 陳志和先生 成人紙尿褲4包

57214 宏立鼎有限公司 鞋子1箱

57215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7216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7217 漁匠甘霖 白米50斤

57218 麵包空間 麵2袋清潔液2罐.手套10和.洗手乳1瓶

57219 王建興先生 白米30斤.油2瓶

57220 謝馨儀女士 白米80斤

57221 林子庭.紫涵.君謙先生 養樂多390瓶

57222 黃鈺翔先生 養樂多180瓶

57223 華倫興業(有) 面巾30條

57224 林家蔭女士 白米60斤

57225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7226 廖德貴先生 白米500斤

57227 謝宏銘先生 白米156斤.衛生紙24包.

57228 劉知若女士.ZECK吳先生 白米75斤.衛生紙24包

57229 龍山寺三寶弟子 包子3袋

57230 蘇柏賢先生等5人 麵條24包

57231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100斤

57232 義芙糖有限公司 白米54斤

57233 陳凱暉.先生等5人 冷凍水餃65盒

57234 李陳束女士 白米500斤

5723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236 吳妙根女士 媽媽麵180包

57237 廖冬領女士 餅乾2箱

57238 莊林貴妹女士 柳丁1箱

57239 黃暄(糹羽)女士 白米10斤

57240 陳政鴻先生 白米250斤

57241 吳盈瑩女士 洗碗精5瓶.地板清潔劑2瓶.沐浴乳20瓶.成人紙尿褲10包

57242 陳惠蘭女士 白米20斤

57243 福德協會 冬令救濟14份

57244 葉沛囷.趙睿寅先生 白米100斤

57245 行德宮 餅乾2袋

57246 陳家蓉女士 白米50斤

57247 蘇怡嫻女士 豆皮3斤.米粉10包.紅豆10斤.二砂2斤

57248 李木哖合家 麵筋2包花生2斤醬油2罐

57249 謝寶猜女士 衛生紙1箱. 牙刷5盒

57250 魏陳好女士 白米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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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5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25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253 吳承洲先生 白米50斤

57254 吳深淵先生 白米50斤

57255 魏德福先生 白米50斤

57256 魏德祿.魏正信先生 白米100斤

57257 陳得成先生 白米50斤

57258 鄭金枝女士 白米50斤

57259 張宸瑋.張英吾先生 白米20斤

57260 曾俊傑先生 白米50斤

57261 中華大悲法藏佛教會 餅乾1箱

57262 鄭芳柳女士 白米67斤

57263 吳文華先生 白米50斤

57264 吳文瑞先生 白米50斤

57265 郭詩郎先生 白米50斤

57266 楊舒凌女士 白米25斤

57267 吳欣樺女士 白米20斤

57268 王文惠女士 白米50斤

57269 鄭安平先生 白米25斤

57270 鄭金鐘先生 白米50斤

57271 鄭登標先生 白米25斤

57272 姚建賓先生 白米25斤

57273 王木水先生 白米50斤

57274 王志鵬鄭世玉女士 白米50斤

57275 王雅萱王詠溢先生 白米50斤

57276 林月卿女士 白米25斤

57277 唐林玉枝女士 白米50斤

57278 永和愛心媽媽 紅豆3包年菜6盒

57279 林佳蓁女士 白米50斤

57280 林助隆黃月卿 白米50斤

57281 林琪芮女士 白米50斤

57282 謝明哲等5人 白米100斤

57283 永和愛心媽媽 餅乾4盒

57284 林佳妤女士 白米100斤

57285 蕭啟明先生 白米100斤

57286 林安雄先生 白米50斤

57287 林清雲先生 白米50斤

57288 全家板橋長民店 白米48斤雜食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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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89 全家板橋長壽店 白米3斤拉麵5箱

57290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白米950斤

57291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57292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7293 無名氏 白米60斤

57294 吳小姐 白米50斤

57295 台北市天后宮 白米600斤

57296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灣省城隍廟 餅乾3箱水果2箱

57297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12斤食品1批

57298 張育瑛女士 白米20斤

57299 陳儷方女士 白米30斤

57300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640斤雜食1批

57301 陳威宇先生 水果1箱

57302 艋舺許家 雜食1份

57303 黃信華等5人 垃圾袋33公斤1袋

57304 善心人士 洗手乳16瓶等日常用品1批

57305 詹金龍先生 白米50斤

57306 美蓉 白米50斤

57307 崙背正統福智 白米50斤

57308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佑宮 白米1000斤

57309 北漂團 食品1批

57310 蘇淑燕女士 零食3袋

57311 葉樹欉先生 白米100斤

57312 蔡碧華女士 白米100斤

57313 林昇池 白米50斤

57314 北漂團 草莓1籃

57315 王柏御先生 蘋果1箱

57316 富福里 青菜2袋

57317 李樹先生 白米20斤

57318 鄒慶釧先生 白米50斤食品1批

57319 薛凌亞薛宇凡先生 麥片10箱

57320 畫工場愛心群組 衣服37套.浴巾75件.瓜子1箱.白板2組

57321 侑祥興業有限公司 牛肉1箱.雞肉2箱.豬肉1箱

57322 陳福瑞先生 白米35斤

57323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7324 李振昌先生 白米200斤.油1桶.肉片關廟麵.乾金針.黑木耳.桂圓.香菇等14樣

57325 御狐園 水果5箱

57326 台北威澤堂 白米2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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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27 劉秀子女士 饅頭2箱

57328 英倫診所 白米9斤.罐頭23罐

57329 聚福宮 關廟麵20箱

57330 黃志緯先生 白米50斤

57331 周歆恬女士 白米50斤

57332 楊世瑋先生 白米25斤

57333 吳燕玲.黃永忠先生 白米100斤

57334 有愛愛心會 吸頂風扇10台

57335 吳志成先生 白米50斤

57336 吳志宏先生 白米50斤

57337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70斤

57338 作廢

57339 全家板橋長民店 愛心早餐50分.春耕米14包.衛生紙10包

57340 鳳凰道院 白米100斤

57341 作廢

57342 吳(女育)彣女士 白米25斤

57343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白米400斤.物資18箱

57344 章育維先生 日用品2袋拖把5支

57345 太魯閣家族 餅乾.罐頭.肉鬆.泡麵18包

57346 呂垚宗先生 罐頭8罐

57347 陳先生 白米50斤

57348 黃紹虎先生 白米40斤

57349 四星國際(股) 成人紙尿褲7箱

57350 李天成先生 鱈魚3箱

57351 蘇淑燕女士 鱸魚9條

57352 黃秋芬女士 白米50斤.麵粉2包.糖40斤.綠豆3斤.薏仁1斤

57353 作廢

57354 天上聖母 白米20斤

57355 玄天上帝 白米20斤

57356 福德正神 白米20斤

57357 張李莫府千歲 白米20斤

57358 三太子 白米20斤

57359 余家惠女士 白米200斤

57360 佑豐全消防(股) 白米100斤

57361 毅成消防有限公司 沙拉油1箱醬油1瓶米粉1袋烏醋2瓶.鹽1袋

57362 台灣及幼關懷協會 料理包64包

57363 昕昇五金水電 毛巾1箱.+11條

57364 楊淑芬女士 養樂多60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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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65 石育幸女士 養樂多25瓶

57366 阿K 養樂多25瓶

57367 陳美喬女士 養樂多20瓶

57368  鍾坤泰先生 養樂多20瓶

57369 錦誠貿易 養樂多20瓶

57370 劉怡彣女士 優酪乳20瓶

57371 李曜宇先生 養樂多10瓶

57372 石育慈女士 養樂多20瓶

57373 吳星潔女士 民生用品6箱

57374 蔡定軒先生 白米100斤

57375 蔡定恩先生 白米100斤

57376 中華文化姓氏文教發展基金會 棉被40件

57377 林家怡女士 麥片5罐.瓜子1袋

57378 ALBEE 零食1袋

57379 謝依服裝設計全體員工 白米35公斤魷魚絲6包

57380 山越副料行.永新布行全體員工 蝦子9斤.蘋果2箱.牛腱9斤瓜子花生開心果16斤

57381
林葦彣.陳秀敏.陳金蓮.謝東易 .

蘇信伯
沙茶醬番茄醬各2罐.豆皮3包.罐頭1箱4條.香油1罐.香菇1斤水果3箱

57382 陳春美.林靄君女士 白米150斤

57383 劉協成.邱世昌先生 飲料1箱.果凍1箱.柔軟精12包.餅乾1袋.八寶粥1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