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1年2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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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87 吳宛儒.吳姍燁.吳芷瑋女士 白米300斤

45088 張玉秀女士 衛生紙2箱

45089 張素玲女士 龍眼乾2盒.麵1箱

45090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575斤.油2箱.餅乾3箱.冬粉2箱.泡麵5箱

45091 台電林小姐 麻糬20盒

45092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5093 黃威智先生 白米50斤

45094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5095 松山慈祐宮 白米500斤

45096 吳興街福德宮 白米50斤

45097 蔡麗瀅女士 白米10.8斤

45098 戴千容女士 白米32.4斤

45099 吳榮烽先生 白米50斤

45100 邱玉鳳女士 三角魚1袋

45101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5102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5103 台北保安宮 物資1批

45104 協天宮 白米500斤

45105 黃文藤先生 紅豆湯50碗

45106 張素玲女士 龍眼乾2盒

45107 太陽城餐廳 白米100斤

45108 王雪玉女士 白米750斤

45109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5110 林知美女士 日用品1箱

45111 台電林小姐 麻糬20盒

45112 人力工程行 白米50斤.食品1批

45113 王建興先生 白米15斤

45114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100斤

45115 王家瑞先生5位 油3桶.特砂20斤

45116 陳美枝女士 沙拉油1箱

45117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5118 陳威志先生 白米30斤

45119 萬華代天宮 白米250斤

45120 曾雨涵女士 白米50斤

45121 鄭丞慧女士 白米50斤

45122 蘇美任女士 白米50斤

45123 張素玲女士 肉鬆3罐



45124 法界諸相生 白米6.8斤.麵條3包

45125 邱玉鳳女士 透抽5斤.魚3斤

45126 開發旅行社 豆沙糕30份

45127 季忠華先生 餛飩1袋

45128 錢金玉女士 白米50斤

45129 吳秋來先生 白米50斤

45130 台北集安宮 白米300斤

45131 廖于瑞先生 白米50斤

45132 廖千千女士 白米50斤

45133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5134 林清如先生 白米50斤

45135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45136 蕭正沛先生 油6瓶.肉酥20罐.玉米醬20罐

45137 邱宏淇先生 白米25斤

45138 陳俐妤女士 白米25斤

45139 臺灣省城隍廟 水果1箱.餅乾30箱

45140 張素玲女士 奶粉1盒

45141 豆味兒 豆花40盒

45142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5143 張育榮先生.陳可芹女士 白米50斤

45144 松山奉天宮 供品1批

45145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5146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5147 邱玉鳳女士 午魚1件

45148 蔡鎮宇先生 衛生紙24包..糖.餅乾5包

45149 臺電林小姐 麻糬20盒

45150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50斤

45151 黃正雄先生 白米50斤

45152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515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154 孫浩家先生 白米50斤

45155 漢笙旅行社 鳳梨酥4盒

45156 張素玲女士 桂圓肉2盒

45157 蔡先生 白米20斤.豬腳1袋.衛生紙4條.舊衣1袋

45158 松山慈祐宮 白米200斤.供品1批

45159 陳文山先生 小人國優惠劵6張

4516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161 全家長沙店 食材1批

45162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5163 莊秉星先生 白米40斤

45164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5165 薛宗賢先生 白米600斤

45166 善心人士 白米1600斤

45167 林傳興先生 成人紙尿褲4包

4516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16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170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5171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5172 善心人士 白米325斤

45173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

4517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17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17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17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178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5179 高瑯秀女士 白米50斤

45180 尤丹青女士 白米50斤

45181 善心人士 食品1批

4518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18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184 DOLLSPA.黃素芬女士 清潔劑26瓶

45185 藍慶宇先生 仙草奶凍50碗

45186 黃瓊萩女士 白米50斤

45187 周士傑先生 養樂多20瓶

45188 劉建宏先生 養樂多24瓶

45189 吳釀倉先生 食品10盤

45190 張素玲女士 紅棗.枸幾.青岐各1斤

45191 藍振鑫先生 白米44斤

45192 台電林小姐 麻糬20盒

45193 吳秋來先生 白米50斤

45194 何沛穎女士 白米15斤.日用品1批

45195 楊進順先生 白米50斤

45196 蕭福龍先生 白米50斤

45197 楊鴻觀先生 白米100斤

45198 三鳳宮 白米18斤.尿布2包

45199 呂俊毅.湯文蘭先生 白米4斤食品7瓶

45200 中華慈光愛心會 夾克2箱

45201 詹進碩先生 白米300斤



45202 阿美女士 壽桃1箱

45203 陳奕安.陳鶴庭.黃秀 白米50斤

45204 天皇宮 白米250斤

45205 胡壽宏先生5人 白米100斤.食品3包.看護墊9包

45206 白沙屯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