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1年6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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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42 黃義雄先生

白米100斤

45543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5544 陳俊男先生

白米200斤

45545 吳寶玉女士

香菇精4盒

45546 陳莉家女士

白米21.6斤

45547 徐金鳳女士

餅乾1箱

45548 楊月苗女士

三明治22個

45549 天后宮

白米800斤

45550 尹國億先生

水果1袋

45551 詹晉碩先生

白米300斤

45552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5553 吳榮烽先生

白米50斤

45554 余春佩女士

白米150斤

45555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5556 中央健康保險局

大西瓜6個

45557 蔡真婷.楊月苗女士

三明治31個.吐司4條.餐包15個

45558 新德里有限公司

棒棒腿.牛絞肉各1箱

45559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45560 林芷女士

粽子60個.餅乾5箱

45561 曹永仁.吳美蒼先生

白米500斤

45562 李沛恩先生

白米20斤

45563 吳榮烽先生

香腸6包

45564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5565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45566 黃威智先生

白米50斤

45567 蔡銀珠女士

布丁70個

45568 黃怡璋.張箐玉女士

白米50斤

45569 黃俊傑先生

白米100斤

45570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5571 賴宗義先生

山東饅頭7包

45572 吳姍燁女士

白米30斤

45573 吳玳慶先生

白米60斤

45574 吳憲忠先生

白米60斤

45575 天德太子堂

貢丸1包

45576 善心人士

麥當勞玩具45個

45577 奉天宮

粽子100個

45578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5579 邱玉鳳女士

香魚1件

備

註

45580 蔡真婷.楊月苗女士

土司6條.餐包20個

45581 黃柏維先生3人

白米200斤

45582 蔡麗箐女士

白米50斤

45583 蛋塔工場

蛋塔62個

45584 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粽子65個
45585 蕭陳秀梅女士

白米500斤

45586 蔡秀密女士

白米100斤

45587 張素玲女士

綠豆.薏仁.紅豆共3包

45588 蔡真婷女士

土司6條

45589 松山慈祐宮

白米1000斤

45590 全家便利店東門店

餅乾10包

45591 全家便利店台醫店

餅乾10包

45592 季忠華先生

餛飩2包

45593 黃瓊荻女士

粽子80個

45594 善心人士

粽子150個

45595 善心人士

白米60斤

45596 善心人士

水果5箱

45597 周小姐

蛋2箱

45598 華夏志工

粽子100個

45599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5600 杰威兒娛樂經紀公司

白米20個

45601 伯朗咖啡(股)公司

食品43盒.餅乾2大箱

45602 許春嬌女士

肉粽100粒

45603 許春仁先生

肉粽100粒

45604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45605 東局學風

饅頭4包

45606 陳俐妤女士

白米25斤

45607 刑事警察局

粽子1箱

45608 邱玉鳳女士

魚5隻

45609 林麗珠女士

白米100斤

45610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5611 善心人士

二手EEPC1台

45612 全家便利店成都店

舒跑2箱.養樂多50瓶

45613 中華慈光愛心會

粽子80個

45614 王彩春女士

白米50斤

45615 鄭禮通先生.田色燕女士

西瓜10個

45616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5617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5618 黃秋芬女士

白米100斤

45619 無極懿旨三鳳宮

壽桃39個.壽麵23包

45620 北吉肇天壇

白米50斤

45621 祥宇工程

果凍18盒

45622 賴宇義先生

粽子50個

45623 薛忠賢先生

白米600斤

45624 愛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625 簡煜輝先生

清潔用品4罐.紙尿褲4包

45626 福德宮

白米50斤

45627 楊秀英女士

白米50斤

45628 賴宗義先生

粽子2盒

45629 呂春長先生

清潔用品29份

45630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5631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斤

45632 松江路郵局

白米21.6斤

4563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63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5635 張素玲女士

蛋1箱

45636 賴意珺女士

奶粉麥粉供12罐

45637 邱玉鳳女士

魚5隻

45638 林知美女士

日用品1盒

45639 善心人士

二手用品1批

45640 張素玲女士

白木耳1包

45641 林知美女士

飲品.清潔用品1箱

45642 楊堅川.蘇敏君先生

水果1袋

45643 許家鈞先生

白米50斤

45644 宏盛建設(股)公司

白米500斤

45645 FB愛心同盟會

積木工場票20張

45646 張素玲女士

洛神花2.5斤

45647 詹寬仁先生

白米200斤

45648 張先生

大同牌電扇10台

45649 蔡真婷女士

三明治49個

45650 林傳興先生

成人紙尿褲4包

45651 黃栯莘.許智凱先生

沐浴用品8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