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8年2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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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84 賴秀琴女士 白米50斤

57385 李詠軒先生 白米50斤

57386 李冠賢先生 白米50斤

57387 吳萱如女士 白米100斤

57388 善心人士 零食１箱

57389 新北市一點心愛心會 年菜２桌

57390 喜樂地 年菜２桌

57391 中華安樂公益協會 年菜２桌

57392 蘇正誼先生 白米50斤

57393 林賜賓．蔡麗寬 白米100斤

57394 李巧信先生 白米50斤.沙拉油1桶

57395 陳惠嬌女士 白米50斤.沙拉脫4瓶

57396 丁宥如女士 白米50斤.清潔劑2桶

57397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

57398 喬元手創食品有限公司 五花條7.8斤.雞腿14隻

57399 張盧霜女士 芭樂3袋菜1袋

57400 陳鈺婷.陳怡伶女士 奶粉6罐

57401 永和普天宮慈善會 白米50斤.食品火鍋料水果零食罐頭等18袋.清潔用品7包

57402 禎榕發興業有限公司 年菜10組

57403 國民健康署 烏魚子禮盒1盒

57404 明享包子饅頭店 饅頭2袋

57405 郭勳樺.簡華偉先生 白米100斤

57406 寶之伶 白米100斤

57407 胡珮瑩女士 食品麵粉絲罐頭糖等17包.浴室用品數件.玩具2件

57408 丁家李莫府千歲 白米200斤

57409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7410 鄭義松先生 清潔用品2箱

57411 崔昭隆先生 火鍋料2盒

57412 劉欣麟先生 臘腸5斤

57413 山海全企業(有) 白米250斤.罐頭6箱

57414 徐子健先生 白米50斤雞蛋1箱.

5741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7416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7417 杜傳黃先生 白米100斤玩具2箱

57418 善心人士 水果11箱

57419 高洪有限公司 年菜5組

57420 哈哈果鋪旋轉馳善 菜4箱.水果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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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21 全家便利店振興店 馬來糕6個.團圓飯10個

57422 謝鎧駿先生等5人 白米85斤

57423 廖佩閔女士 白米50斤.蛋5斤.麥芽糖20個

57424 板橋觀音廟 白米100斤

57425 李維昌先生 白米50斤

5742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7427 黃懷萱女士 白米10斤

57428 洪美玲女士 清潔用品紙尿褲衛生紙洗衣精(粉)牙膏牙刷.糖等26袋

57429 黃信華先生等5人 專用垃圾袋1包

57430 張家家女士 水果9箱

57431 劉家臣先生 水果2箱

57432 謝專趂先生 包子1箱

57433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7434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7435 陳農竣.林語柔先生 花生.糖果各1箱.蓮子糕2箱

57436 曜群直播有限公司 白米60斤.衛生紙3袋.牙膏36條.牙刷72支

57437 簡明崇先生 白米50斤

57438 吳淑惠女士 白米50斤

57439 陳廷語女士 白米2斤.糖果零食醋各1包

57440 林思嫺女士 白米2斤.糖果零食醋各1包

57441 艋舺天后宮 餅乾23盒

57442 霞海城隍廟 白米1000斤油米粉麵餅乾12箱

57443 陳錫禎先生 白米125斤

57444 王麗燕女士 白米25斤

57445 吳美燕女士 白米50斤

57446 吳啟明先生 白米200斤.油1桶

57447 石育慈女士 養樂多30瓶

57448 楊淑芬女士 養樂多60瓶

57449 石育幸女士 養樂多25瓶

57450 阿K 養樂多25瓶

57451 陳美喬女士 養樂多20瓶

57452 錦誠貿易 養樂多20瓶

57453 鐘坤泰先生 養樂多20瓶

57454 王瑋麟女士 白米6.9斤.牙刷3包.牙膏4條.滷包1包.料理塊1盒

57455 葉伯達先生 白米50斤

57456 冰之鄉商行 手工湯圓8包

57457 天之應天府信士 年糕2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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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58 天之應天府信士 白米50斤

57459 桂冠實業(股) 蝦魚球2包.火鍋料25包

57460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7461 陳威宇先生 水果1箱

57462 唐維鴻先生 白米100斤

57463 義芙糖有限公司 白米48斤

57464 廣春成建設 零食4小袋

57465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7466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7467 楊國碩.張嫚凌女士 白米50斤

57468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粉絲5箱.米粉4箱.罐頭14箱

57469 吳芷瑋先生 白米100斤

57470 飛利普威廉斯 白米100斤

57471 吳杰漢先生 白米50斤

57472 吳建宇先生 白米50斤

57473 詹策芸女士 白米50斤

57474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7475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57476 呂豐隆.劉玉英.呂佾瑋先生 白米50斤

57477 李木哖.劉建宏.劉人瑋 玉米粒10包豆皮3包麵筋1包.花生2斤.麵2箱

57478 蘇怡嫻.蘇建榮.陳宜華女士 粉絲5包.豆皮3包

57479 李拾妹.黃昱翔.黃昱喆先生 白米100斤.醬油1箱

57480 陳福瑞先生 白米40斤

57481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70斤

57482 永和普天宮慈善會 餅乾1香.水果3袋

57483 林子庭.林子涵.林召謙先生 養樂多130瓶

57484 黃鈺翔先生 養樂多60瓶

57485 賴樹柏先生 養樂多60瓶

57486 劉怡彣女士 優酪乳200瓶

57487 吳景仁先生 白米50斤

57488 吳周阿寶女士 白米50斤

57489 吳素貞女士 白米50斤

5749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49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492 吳深淵先生 白米25斤

57493 黃秀麗女士 白米25斤

57494 陳志和先生 紙尿褲4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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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95 道修觀 白米15斤

57496 松山奉天宮 餅乾60箱.肉.蛋.豆干各1箱

57497 徐天健先生 花菇1袋.餅乾66小包

57498 集安宮 白米700斤

57499 林家蔭先生 白米40斤

57500 陳金鈺先生 白米200斤

57501 廣聖宮 蔬菜3箱.橘子1箱麵1箱

57502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7503 李崇聖先生 麵3箱.鹽10包糖20斤壽麵1箱醬油1箱小薏仁12斤

57504 李家驤.賴淑珍女士 油5桶.白米50斤 沙茶醬2罐.豆皮3包.花生5斤

57505 張世明.張凱琪.李恬儀先生 米粉1箱.米輪5斤.砂仁5斤紅豆10斤油1桶

57506 林回國.易國香女士 白米250斤.綠豆10斤.麥片1包

57507 鄭蕭秀華女士 白米500斤

57508 黃致禎.陳娟娟林威雄先生 白米30斤

57509 黃懷萱女士 白米4斤

57510 御狐園 水果5箱

57511 蔡登法先生 白米25斤

57512 沈茂松先生 白米200斤

57513 施華玟女士 漁貨1箱

57514 劉欣麟先生 馬克杯24個

57515 陳曾偉先生 蛋糕8盒

57516 台北威澤堂 白米150斤.泡麵8箱

57517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7518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1000斤.乾貨4斤.水果4箱.餅乾3箱

57519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7520 林子庭.林子涵女士 養樂多130瓶

57521 黃鈺翔先生 養樂多60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