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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56 一群善心人士 毛巾23條.消毒水.飲料各2箱清潔用品文具各1袋

58057 御狐園 水果5箱

58058 憶姿虹企業社 水餃1050粒

58059 黃信華先生闔家 33公升垃圾袋1包

58060 林君千.子涵.子庭先生 養樂多130瓶

58061 遠東水果行 香蕉芒果2箱

58062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8063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8064 陳玟吉先生 水果4箱.大黃瓜1箱

58065 林口南勢福德宮 白米300斤

58066 許瓊月女士 養樂多10瓶

58067 黃鈺翔先生 養樂多60瓶

58068 劉國貞.上官水珍先生 白米100斤

58069 魏令宜女士 33公升垃圾袋25包.魚1箱.牛肉1袋

58070 黃懷萱女士 白米4斤

58071 林家蔭女士 白米40斤

58072 張旺欉先生 白米50斤

58073 鍾宜婕女士 火龍果2箱

58074 陳小姐 成人紙尿褲5香海鮮15份.清潔劑2袋

58075 林世昌先生.林治勝先生 白米100斤

58076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58077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8078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8079 興煥 雞蛋1藍

58080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8081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8082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8083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8084 邱玉鳳女士 魚肉3件.蝦1件.水餃1件

58085 張淑涵女士 生麵20斤

58086 陳宥瑋女士 食品5包

58087 王靖汶女士 食品10包

58088 杜昆哲先生 油1瓶

58089 陳美枝女士 麵1箱

58090 許智承先生 香菇1包.蘇打餅12包

58091 陳玟吉先生 芒果白菜白蘿蔔各3箱

58092 王建興先生 白米25斤

58093 謝馨儀女士 白米6斤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8年7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編 號          捐    贈    者             捐          贈         者         樂    捐     物     品

58094 丁家李莫府千歲 白米300斤

58095 沐享假期 衛生紙.紙尿布.盥洗用具各1袋

58096 蔡福興先生 白米250斤.沙拉油5桶.

58097 陳威宇先生 鳳梨1箱

58098 林子敬先生 白米50斤

58099 陳福瑞先生 白米34斤

58100 善心人士 蛋1箱

58101 謝冉小姐 白米50斤

58102 善心人士 爆米花16包

58103 葉沛囷.趙睿寅先生 白米100斤

58104 張佳莉女士 飲料2箱

58105 徐宏銘先生 白米150斤

58106 歐維萍女士 清潔用品16盒(包)

58107 帥品貿易有限公司 白米150斤

58108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8109 林瑜凱先生 紙尿褲1袋.垃圾袋3包

58110 蘇泓耀先生 紙尿褲1袋.垃圾袋3包

58111 劉承錦先生 白米150斤

58112 點線麵餐飲(股) 麵1箱

58113 張玉鳳女士 白米500斤

58114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8115 林賢皇先生 乾糧24包

58116 張凱閎先生 消毒液1份

58117 陳荃樹先生 消毒液1份

58118 林賢禮先生 消毒液1份

58119 陳永昌先生 消毒液1份

58120 葉春龍先生 消毒液1份

58121 中華大悲法藏佛教會 餅乾2箱

58122 艋舺龍山寺 水果2箱沙拉油120瓶.餅乾16箱

58123 勝利瓦斯有限公司 白米150斤

58124 蘇怡嫻女士 紅豆5斤.油醬油各1罐.麵條米粉各5包豆皮2包

58125 善心人士 餅乾1箱18袋

58126 錢德泰先生 牛腱肉14條.魚10盒紙尿褲1箱.清潔劑8桶

58127 張啓能先生 白米25斤

58128 禾欣工程有限公司 白米84斤

58129 秦芮嵐先生 雨傘40隻

58130 愛心人士代表 棉被6件.枕頭2個

58131 吳佳鴻先生 餅乾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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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32 黃志瑋先生 白米50斤

5813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13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13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8136 黃文興先生 水梨1箱

58137 林佳妤女士 白米100斤

58138 林昭君女士 小電扇20台

58139 華南扶輪社 食品15箱

58140 曹仲植基金會 低脂奶粉12袋

58141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吞12盒焗飯2箱

58142 徐先生 雞蛋1箱白米50斤

58143 許淑芬女士 白米50斤

58144 陳振昌.陳陣.陳盈宏先生 白米150斤

58145 吳岳軒先生 白米50斤

58146 吳幸珠女士 白米50斤

58147 蔡依珊女士 白米12斤

58148 廖蔡花女士 白米12斤

58149 蘆洲八仙宮信士 白米1000斤

58150 陳志和先生 紙尿褲4包

58151 郭雲鵬先生 養樂多120瓶

58152 陳娟娟.黃致碩.林咸雄先生 白米50斤

58153 富福里開心農場 青菜1大袋

58154
吳孟穎.蘇柏賢.蘇安笙.陳藝芳.

蘇張阿豐
紙尿褲1箱

58155 義芙糖有限公司 白米54斤

58156 陳玟吉先生 蔬菜3件

58157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200瓶

58158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8159 漁匠甘霖 白米50斤

58160 吳啟明先生 白米150斤

58161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70公斤

58162 劉苙閔先生 羊奶饅頭1盒

58163 李麗慎女士 羊奶饅頭1盒

58164 楊佳惠女士 羊奶饅頭1盒

58165 張招英女士 羊奶饅頭1盒

58166 江黃東妹女士 羊奶饅頭1盒

58167 李瓊安女士 羊奶饅頭1盒

58168 夏玲清女士 羊奶饅頭1盒

58169 張鈺欣女士 羊奶饅頭1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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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70 張惠婷女士 羊奶饅頭1盒

58171 陳育賢先生 羊奶饅頭2盒

58172 陳瑩聆女士 羊奶饅頭2盒

58173 林靜茹女士 羊奶饅頭1盒

58174 陳宏明先生 羊奶饅頭1盒

58175 林采珍女士 羊奶饅頭1盒

58176 善心人士 羊奶饅頭1盒

58177 李堅勝先生 白米4.8斤.沐浴乳洗髮精6瓶

58178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

58179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8180 丁李宗先 .丁光玲 先生 沐浴乳洗髮精各1箱

58181 賀稚青女士 沐浴乳洗髮精各1箱

58182 陳信知先生 沐浴乳洗髮精各12瓶

58183 吳青憓女士 沐浴乳洗髮精各12瓶

58184 蔡嘉莉女士 沐浴乳洗髮精各12瓶

58185 鄒慶釧先生 紙尿褲1包.水果1袋.玩具1個

58186 洪淑雅女士
紙尿褲1箱.漂白水3箱.洗衣精.洗碗精各24包.蘇打粉5盒.洗

衣機精6盒

58187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200斤.米粉1箱.醬油5箱

58188 蔡泓麟先生 白米20斤

58189 陳則翰鍋士無雙 白米100斤

58190 劉玉婷女士 T恤15件

58191 陳玟吉先生 油菜1件.水果2箱

58192 創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襪子30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