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1年5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編 號              捐          贈         者         樂    捐     物     品       備      註

45427 黃怡璋.張菁玉女士 白米50斤

45428 善心人士 三明治63份

45429 邱玉鳳女士 香魚1件

45430 曾得國先生 白米20斤

45431 杰威兒經濟娛樂傳播 白米30斤

45432 詹可芯女士 白米30斤

45433 蔡銀珠女士 羅蔔糕6份

45434 王靖偉先生 白米100斤

45435 陳文賢先生 白米100斤

45436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5437 王文儀女士 日用品1批

45438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5439 黃威智先生 白米50斤

45440 楊鴻觀先生 白米100斤

45441 柯天姿女士 白米50斤

45442 吳東進基金會 白米40斤

45443 張豐全先生 白米50斤

45444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5445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5446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5447 蔡銀珠女士 蛋糕2個.燉奶47個

45448 陳力新先生 甜不辣5斤

45449 黃瓊荻女士 粽子80粒

45450 臺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45451 陳云薇女士 白米300斤

45452 張素玲女士 麵條20包

45453 臺北地檢署 禮盒1盒

45454 吳秋來先生 白米50斤

45455 藍慶守先生 仙草奶凍50碗

45456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45457 善心人士 粽子300個

45458 蔡銀珠女士 豆花70個

45459 楊祐吉先生 白米50斤

45460 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麵條150包

45461 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麵條150包

45462 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雞精200瓶

45463 李易祺先生 白米250斤

45464 蔡真婷女士 土司6條.餐包16條



45465 伯朗咖啡有限公司 蛋糕10盒

45466 陳逸勳.胡慧欣先生 紙尿褲4包

45467 何昱賢先生 紙尿褲4包

45468 台北健康扶青團 日用品1袋

45469 李筱筑女士3人 紙尿褲2包.看護墊12包

45470 孫琓淋女士 白米50斤

45471 吳李秀子女士 白米50斤

45472 吳正義.吳賴妙先生. 白米200斤

45473 邱玉鳳女士 黑猴1包.魚半件

4547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475 嘉一香食品(股) 小熱狗1箱

4547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5477 無極懿旨三鳳宮 白米15斤.供品5箱

45478 吳張素嬌女士 白米50斤

45479 林正順先生 白米100斤

45480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200斤.供品7箱

45481 康阿萬先生 白米50斤

45482 關貿網站(股) 老薑100斤

45483 陳先生 白米8斤

45484 吳柏翰先生 白米50斤

45485 吳柏翰先生 白米50斤

45486 蔡真婷女士 三明治22份

45487 點線麵餐飲(股) 麵條5箱

45488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

45489 邱玉鳳女士 魚丸.蝦丸各5斤

45490 林玉松先生 白米250斤

45491 葉麗玉女士 白米50斤

45492 蔡協成先生 白米50斤

45493 佟瑞麟先生 白米50斤

45494 許義雄先生 白米50斤

4549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5496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5497 洪和春先生 白米42.7斤.日用品1箱

45498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45499 黃冠彰先生 白米30斤

45500 陳俐妤女士 白米25斤

45501 葉昌旻先生 飲料2箱.麵包4袋

45502 林雪芬女士 白米20斤

45503 黃鈞逵先生 白米100斤

45504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5505 邱宏淇先生 白米20斤

45506 周濟言先生 白米100斤



45507 蔡丁山先生 白米50斤

45508 蔡真婷女士 三明治17個

45509 游小姐 白米45斤

45510 蘇小姐 白米45斤

45511 洪福聲先生 白米74斤

45512 許翔富先生 白米50斤

45513 邱宏淇先生 白米5斤

45514 邱玉鳳女士 馬頭魚1件

45515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551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51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518 吳淑惠女士 麥片1箱.垃圾袋5包

45519 何承翰先生 白米100斤

45520 準提精舍 白米150斤.沙拉油3罐.餅乾1袋

45521 張素玲女士 五木麵條20包

45522 林冬蘭女士 白米200斤

45523 徐翠華.鄭廣志先生 白米100斤

45524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5525 林傳興先生 紙尿褲4包

45526 李宗霖先生3人 水果11箱

45527 溫建勳先生 食品及用品1批

45528 溫建勳先生 紙杯1箱.冷凍食品36袋

45529 薛宗賢先生 白米600斤

45530 王淑偵女士 白米50斤

45531 三省堂八卦殿鄭吉瑞先生 白米300斤

45532 陳淑女士 白米100斤

45533 十方大法禪寺護法主 白米100斤

45534 林俊宏先生 白米50斤

45535 陳定言.錢金玉先生 白米50斤

45536 曾全興先生 百米10斤

45537 台北松江郵局 白米12斤

45538 林君梅女士 白米50斤

45539 葉尚霖先生 白米50斤

45540 邱玉鳳女士 蚵3斤

45541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