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2年3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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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77 邱玉鳳女士 鮮蚵1包.雞2隻

46978 張燕鳳女士 白米20斤.麵1箱.綠豆.紅豆各10斤.糖18斤

46979 黃沛華先生 白米25斤

46980 喜多屋國際商行 饅頭5個

46981 蕭博哲先生 饅頭7個

46982 均廷佑企業社 麵包50個.養樂多40瓶.巧克力3盒

46983 白沙屯拱天宮 白米50斤

46984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6985 林昱均先生 白米25斤

46986 商田實業公司 蘋果4箱

46987 詹寬仁先生 白米200斤

46988 張素玲女士 食品3包.奶粉4包

46989 賴宗義先生 饅頭8包

46990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6991 陳秋如女士 白米20斤.

46992 曾公子餐廳 尿布20包.垃圾袋5包.手套2盒

46993 張素玲女士 白木耳1包

46994 李玉溪先生 紙尿褲4包.沙威隆2瓶

46995 藍曾真大德 白米50斤

46996 廖文斌先生 白米50斤

46997 李吉昌先生 白米50斤

46998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46999 廖伯昇先生 白米50斤

47000 顏鴻銘.陳莉家先生 清潔用品7箱

47001 林麗珠女士 白米100斤

47002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7003 潘雅晴女士 文具4袋

47004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7005 陳彥亨先生 小家電6項

47006 邱玉鳳女士 魚5斤

47007 十方法禪寺護法會 白米100斤

47008 馮月娥女士 白米50斤

47009 陳怯女士 白米50斤

47010 台北市集安宮 白米400斤

47011 李貞子女士 防水墊50個



47012 聖約翰科技大學 白米2斤.日用品1袋

47013 賴宗義先生 饅頭8包

47014 陳彥勳先生 白米50斤

47015 台北市私立軒儀老人長照中心 紙尿褲3箱

47016 台北艋舺龍山寺 餅干18箱

47017 津津海鮮 布丁粉1箱

47018 張素玲女士 中藥草.洛神花共4斤

47019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7020 林菽芬女士 饅頭10個

47021 善心人士 饅頭32個

47022 邱玉鳳女士 午魚27隻

47023 林采穎女士 白米50斤

47024 馬英九董事長 SOGO禮劵3張

47025 張素玲女士 蝦仁.綠豆.洛神花各2斤

47026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47027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7028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7029 張國斌先生 水果1箱

47030 陸商電子(股) 白米40斤.餅干1盒.醬油2瓶

47031 張清興.蔡伶芳先生 白米50斤

47032 林傳興先生 紙尿褲4包

47033 張素玲女士 奶粉4包.肉鬆2包

47034 賴宗義先生 山東饅頭8包

47035 李宗霖先生 木瓜2箱

47036 彭飛英女士 白米2斤.山藥薏仁2包.巧克力3包

47037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7038 善心人士 紙尿褲5箱

47039 丁家淯女士 魚貨5箱

47040 福和宮 白米400斤.餅干3包.水果2箱

47041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7042 洪登亮先生 雞腿5箱

47043 林昆玉先生 白米100斤

47044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洛神花0.8斤

47045 廖育萱女士 白米100斤

47046 張秀珍女士 白米25斤

47047 寬鴻食品科技 御海苔66包

47048 邱玉鳳女士 鱸魚1件.黃機魚3隻



47049 黃鄭粉女士 白米200斤

47050 台大醫院緩和病房 風箏１袋小禮品１袋

47051 潘泓宇先生 肉燥6.5斤

47052 林文祥先生 日用品1批

47053 雷宥婕女士 白米10斤

47054 鐘茗宏先生 白米20斤

47055 黃俊傑先生 沙拉油10桶

4705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蝦仁1斤

47057 酷必秀 吐司100片

47058 張素玲女士 紅棗.枸杞.青旗3斤.洛神花2斤

47059 廖鞠棟先生 白米40斤

47060 郭贊丁先生 白米100斤

47061 賴銘利先生 白米6斤

47062 覺修宮 白米250斤

47063 鄭維升先生 衣服2袋

47064 JAYSHOP服飾店 衣服2袋

47065 彭小姐 食品16包

47066 三鳳宮 白米30斤.食品6箱

47067 天仁木業(股) 毛巾

47068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47069 林蕊女士 餅乾5箱

47070 葉維惇先生 白米100斤

47071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707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707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7074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7075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7076 吳韋漢.陳玫君先生 白米100斤

47077 星星點燈 白米200斤

4707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洛神花0.8斤

47079 邱玉鳳女士 蚵3斤.虱目魚丸5斤

47080 邱冠華先生 水果1箱

47081 巨勳廣告工程 餅乾2箱

47082 李木哖女士 麵條1箱

47083 何瑋庭女士 飲料.餅乾各1箱

47084 乖乖(股)公司 餅乾8箱

47085 臺灣斯巴克環保工程 白米1050斤



4708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洛神花1包

47087 善心人士 三明治60個

4708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7089 黃鈺晶女士 仙草奶凍100碗

47090 蔣承憲張雅琪先生 娃娃3袋

47091 一鳴有限公司 養樂多120瓶

47092 松山慈祐宮 白米1000斤

47093 賴宗義先生 菜10包

47094 圓山地藏庵 白米3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