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1年10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編 號          捐    贈    者             捐          贈         者         樂    捐     物     品

46163 青年社區管理委員會 白米100斤.

46164 蔡曉噋先生 白米200斤

46165 莊淑卿女士 白米30斤

46166 黃崇廉先生 白米30斤

46167 張素玲 雞蛋1箱

46168 齊一興業開發(股) 月餅禮盒18盒

46169 福德宮 白米50斤

46170 陳怡如女士 白米150斤

46171 善心人士 饅頭6包

46172 食益補(股) 月餅4盒

46173 齊一興業開發(股) 月餅禮盒1盒

46174 藍慶守先生 仙草奶凍100碗

46175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6176 洪欽份.洪賢珍先生 雙人被20件

46177 呂明德先生 白米100斤.

46178 善心人士 饅頭20粒

46179 善心人士 饅頭30粒

46180 善心人士 饅頭10粒

46181 善心人士 饅頭10粒

46182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斤

46183 鴻鼎盛企業全體員工 白米10斤

46184 李玉溪先生 成人紙尿褲4包.沙拉脫1桶

46185 林哲宇先生6人 白米200斤

46186 賴俊宏先生 清潔用品1箱

46187 金融家資訊 白米12斤.油6瓶

46188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油3瓶

46189 張小姐 蛋糕5份

46190 邱玉鳳女士 黃魚5斤

46191 吳榮烽先生 白米50斤

46192 廣信府 白米400斤.關廟麵1箱.沙拉油9箱

4619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6194 心悅舞團 文具31個

46195 孫浩家先生 白米50斤

46196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6197 保安宮 白米650斤.物資1批

46198 陳子聖先生 白米25斤

46199 陳羿宏先生 白米25斤

46200 劉尹琪女士 白米25斤

46201 陳志豪先生 白米25斤

46202 詹凱鈞先生 白米25斤

46203 詹子緯先生 白米25斤

46204 法玄壇 白米100斤.麵2箱



46205 茆師父洋果子工房 巧克力10盒

46206 戴碩賢先生 水果22袋

46207 徐三秦先生 白米100斤

46208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6209 盧昀灝先生 白米50斤

46210 邱林象女士 白米50斤.麵2箱

46211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6212 邱玉鳳女士 魚5斤

46213 張素玲女士 洛神花1包

46214 黃建偉先生4人 飲料10箱

46215 連健智先生 白米100斤

4621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217 莊秉星先生 白米40斤

46218 林傳興先生 紙尿褲4包

46219 陳逸珍女士 果凍1箱

46220 台灣司麥爾(股) 鳳梨酥250個

46221 張素玲女士 白木耳1.67斤

46222 張傳先生 白米1斤.糖果1包

46223 善心人士 白米500斤

4622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622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6226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6227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6228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6229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623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6231 善心人士 白米30斤

46232 全家便利店-台醫店 衛生紙2包

46233 全家便利店-和醫店 食品2包

46234 全家便利店-東門店 食品2包

46235 全家便利店-大孝店 食品2包

46236 全家便利店-和鄰店 食品2包

46237 黃建富先生 飲料19箱.餅乾1批

46238 金玲雅居 物資1批

4623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6240 賴宗義先生 饅頭10包

46241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6242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6243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6244 羅偉漢先生 白米50斤

46245 陳玫君女士 白米50斤

46246 易延德先生 白米100斤外套2件

46247 謝育典先生3人 白米500斤

46248 張育齊先生 白米2斤餅乾1袋



46249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6250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46251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46252 張素玲女士 食品10.7斤

46253 邱玉鳳女士 春子8斤

46254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7箱

46255 紀芝馨女士 白米20斤

46256 張啟能先生 白米40斤

46257 林正順先生 白米100斤

46258 潘瑀蓁女士 白米18斤.麵粉5包

46259 法界諸眾生 食品1袋

46260 古芸天后宮 滷味60包

46261 白師父代工廠 月餅50個

46262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263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46264 林品宏.林佳蓁先生 羅蔔糕10盒

46265 藍慶守先生 仙草棟50碗

46266 郭王阿品女士 白米72斤.餅乾10箱

4626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626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6269 張文欽先生.徐寶珠女士 白米100斤

46270 盧培育仙生 白米50斤

46271 李慧華女士 白米50斤

46272 王珍一女士 白米50斤

46273 劉勁男.張毓美女士 白米50斤

46274 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150斤

46275 黎秋銀女士 三明治120份

46276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6277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278 陳雅芳女士 白米18.65斤.花生油3瓶

46279 天德太子堂 貢丸1包

46280 張素玲女士 白木耳1斤.洛神花0.96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