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1年12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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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20 日新附幼 麵包1箱

46421 何沛穎先生 日用品1批

4642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6423 柯純美女士 白米50斤

46424 天仁木業(股) 禮餅1盒.

46425 圓山地藏庵 白米400斤

46426 黃靜彣女士 白米30斤

46427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6428 邱玉鳳女士 肉魚5斤

46429 劉貴生先生凃文雅女士 白米200斤

46430 林庭羽先生 白米100斤

46431 林泰誼先生 油1桶

46432 李芝蓁女士 鹽1袋

46433 藍曾真大德 白米50斤

46434 林清如大德 白米50斤

46435 廖千千大德 白米50斤

46436 李玉溪先生 成人紙尿褲4包

46437 陳盈安女士 石穀米2箱

46438 沈世芬女士 白米300斤

46439 天旨千歲府 白米450斤

46440 士林慈誠宮 白米2400斤

46441 沈茂松先生 白米100斤

46442 邱玉鳳女士 魚1包

46443 李柏霖先生 白米50斤

46444 陳王麗華女士 魚丸1包

46445 傅昆豐先生 白米50斤

4644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447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6448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6449 吳維邦.吳文德先生 白米74斤

46450 張碧珊女士 白米100斤

46451 祥詠貿易(股) 珈哩5箱

46452 台北貿易(股) 漂白水4箱

46453 信東生技(股) 營養品2箱

46454 瑞強實業(股) 安琪兒奶粉4箱

46455 南僑化學工業(股) 水晶肥皂抗菌洗衣用液體

46456 香港商亞洲費列羅有限公司 巧克力2箱



46457 美商勁量舒適(股) 勁量鹼性電池1箱

46458 金源貿易(股) 洗面乳1箱

46459 福盈科技化學(股)公司 白米15斤

46460 寶群貿易有限公司 巧克力4盒

46461 康百國際食品(股) 台鳳黃珈哩湯2箱

46462 老爸咖啡有限公司 比利傳統焦糖餅5箱

46463 明祥貿易(股) 彈簧夾1箱

46464 千寶實業(股) 遠紅外線風衣

46465 高佳林實業(股) 椰棗酥1箱

46466 吳興街福德宮 白米50斤

46467 劉人瑋先生 白米50斤

46468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6469 劉煥彩女士 蘋果1箱

46470 板橋玉勝宮 食品6盒

46471 德義慈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白米500斤

46472 張素玲女士 奶粉4包

46473 重陽工程行 白米100斤

46474 邱斌先生 白米100斤

46475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6476 盧昀灏先生 白米50斤

46477 田回珍女士 白米50斤

46478 江金木先生 白米50斤

46479 江蔡月媚女士 白米50斤

46480 善心人士 白米250斤.油2桶.薏仁5斤

46481 廖育萱女士 白米100斤

46482 黃榮源先生 白米500斤

46483 林傳興先生 紙尿褲4包

46484 邱玉鳳女士 魚10斤

46485 王培浩先生 點心50份

46486 卜玉萍女士 麵條2箱

46487 台北聖德會 白米100斤.油1桶.洗衣粉1包.衛生紙4串

46488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斤

46489 李陳芙蓉女士 白米100斤

46490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160斤.食品1批

46491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6492 陳紫婕女士 輪椅1台

46493 張惟程女士 輪椅ㄧ台

46494 陳國華先生 白米10斤

46495 吳春分女士 白米10斤



46496 陳盈凱先生 白米10斤

46497 范庭翰先生 白米10斤

46498 林平先生 白米30斤

46499 楊玉精女士 白米100斤

46500 邱秀麥女士 白米10斤

46501 林玉雲女士 白米100斤

46502 彭錦芳女士 白米20斤

46503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6504 白峻誠.陳瑞雯女士 白米100斤

46505 羅達章先生 白米100斤

46506 賴家莉女士 白米50斤

46507 方吳梅女士 白米50斤

46508 羅忠志先生 白米30斤

46509 羅富中先生 白米30斤

46510 羅馨馨女士 白米30斤

46511 謝忠志先生 白米100斤

46512 曾錫富先生 白米100斤

46513 蘇峻傑先生 白米100斤

46514 李承佑先生 白米50斤

46515 黃志成先生 白米100斤

46516 鐵路警察局 食品1盒

46517 魏陳好女士 白米50斤

46518 魏德福先生 白米50斤

46519 魏德祿.魏正信先生 白米100斤

46520 陳德成先生 白米50斤

46521 鄭春福先生 白米50斤

46522 吳建龍先生 白米50斤

46523 鄭金枝女士 白米50斤

46524 吳文幸女士 白米50斤

46525 吳文瑞大德 白米50斤

46526 鄭春騰先生 白米50斤

46527 王文惠女士 白米100斤

46528 洪黃秀克女士 白米25斤

46529 洪青功先生 白米25斤

46530 洪絜陪先生 白米25斤

46531 游友仁先生 白米100斤

46532 游譯萱.游知軒女士 白米100斤

46533 沈錦標先生 白米50斤

46534 沈咸如女士 白米25斤



46535 李仁屘先生 白米100斤

46536 鄭登標先生 白米25斤

46537 蔡明國先生 白米25斤

46538 王木水先生 白米50斤

46539 王志鵬先生 白米50斤

46540 王雅萱女士 白米50斤

46541 郭詩郎先生 白米50斤

46542 趙月.楊孟儒先生 白米50斤

46543 林月清.林易辰先生 白米50斤

46544 杜佳蓁女士 白米50斤

46545~46573 作廢(重複)

46574 全家便利店(台醫店) 乾麵3包.綠豆糕2包

46575 全家便利店(千禧店) 乾麵3包.

46576 全家便利店(和醫店) 乾麵2包.

46577 全家便利店(和鄰店) 乾麵2包.

46578 全家便利店(西陽店) 乾麵3包.

46579 張素玲女士 洛神花2斤

46580 張德生先生 湯圓料10斤

46581 中華電信 輪椅1台

46582 凃鈞祥先生 二手衣.文具1袋

46583 洪子軒先生 白米50斤

46584 邱玉鳳女士 赤鯮4斤

46585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7箱

46586 曾輝英女士 白米50斤.食品1批

46587 黃威智.黃美娟先生 白米50斤

4658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589 台北長春四面佛 果凍3箱

46590 善心人士 成人紙尿褲30箱.食品1批

46591 許祥祺先生 白米100斤

46592 李訓旻先生 奇異果1箱

46593 羅渝媗女士 蛋糕3箱

46594 黃鴻林.王雪菊先生 白米200斤

46595 天龍慈惠宮 白米62斤.食品1批

46596 乖乖股份有限公司 乖乖14箱

46597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6598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6599 黃幼綿女士 衛生紙16包.原子筆14枝

46600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6601 新北市成衣服飾整理加工職業工會毛巾200條.香皂96盒.沐浴罐36罐



46602 王方紋女士 紅豆湯50碗

46603 善心人士 手提袋6個

46604 [準提精舍 白米150斤.水果.餅乾.礦泉水各1袋

46605 程德一先生 白米300斤

4660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6607 邱玉鳳女士 魚膘10斤.魚1件

46608 蔡碧華女士 白米100斤

46609 中國康寧互助會 教具1批

46610 李仁傑先生 白米15斤.清潔用品10份

46611 林公熊徵學田 聖誕禮物41份

46612 台南紡織社會福利 聖誕大餐60份

46613 彭心慈先生 跳袋1個.拼圖2盒

46614 陳美煥先生 CD3片.教具5個

46615 林敬庭先生 教具3組

46616 金中203大德 CD1片.大圓球台1盒

46617 蔡蕙如女士 教具3組

46618 宋歷耘先生 教具.治療粘土.衣服10個

46619 吳幸玲女士 保健食品1盒

46620 許逢麟先生 乳液1瓶.B群1盒

46621 劉如慧女士 乳液1瓶.B群1盒

46622 陳道威先生 音箱1個

46623 黃少亭女士 電子錶1個

46624 邱詩涵女士 毛帽1頂

46625 林美華女士 皮鞋1雙

46626 張芷瑄女士 日用品10瓶

46627 周勇志先生 外套.圍巾各1條

46628 鄭洛喬先生 清潔用品3瓶

46629 劉冠妙女士 緊身褲1件

4663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6631 南瀛行善系 衛生紙.尿布1批

46632 黎秋銀女士 三明治10盒

46633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4包

46634 錢淑娟女士 白米100斤

46635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663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6637 奇異鳥懷恩美國學校 聖誕禮物43份

46638 曾吉清先生 白米200斤

46639 賴宗義先生 饅頭2袋

46640 法界諸眾生 香腸3條.排骨蔬菜



46641 黃元興先生.江淑珍女士 紙尿褲30包.毛巾60條

46642 台北古芸宮 飲料12罐

46643 邱冠華先生 芭樂1箱

46644 黃郁茹女士 燕麥片2盒.米2包

46645 林美珍女士 音響2台

46646 紀麗華女士 養樂多10瓶

46647 林健益先生 養樂多10瓶

46648 林昭宏先生 養樂多10瓶

46649 林昭廷先生 養樂多10瓶

46650 陳庭枝女士 養樂多10瓶

46651 高美智女士 養樂多10瓶

46652 高鳳嘉先生 養樂多10瓶

46653 林秋花女士 養樂多10瓶

46654 游懿先生 養樂多10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