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2年5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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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48 陳金美女士 白米100斤.食品3箱

47249 季忠華先生 餛飩4包

47250 天仁木業有限公司 禮盒2盒

47251 張素玲女士 麵1箱

47252 王秀蘭女士 尿布2包

47253 郭品嫻女士 中古洗衣機1台

47254 台北保安宮 白米200斤.物資1批

47255 曾公子餐廳 成人紙尿褲20包.手套3盒.專用垃圾袋5包

47256 欣利機車有限公司 水果1袋

47257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洛神花0.8斤

47258 高美珠.王雅玲女士 白米50斤

47259 周濟言先生 白米100斤

47260 陳美足女士 白米50斤

47261 陳茂松先生 白米25斤

47262 善心人士 三明治50個

47263 台北市士林慈誠宮 白米2500斤

47264 邱玉鳳女士 魚8斤

47265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47266 劉金玉女士 白米100斤

47267 台北古芸天后宮 白米36斤.滷味50包

47268 呂梅雀女士 清潔用品1批

47269 藍慶守先生 仙草奶凍65碗

47270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10斤.油1箱

47271 許春嬌女士 白米20斤

47272 許家祥先生 麵包1袋.吐司12條

47273 吳建鋒先生 白米20斤.紙尿褲2袋

47274 張素玲女士 蝦仁2.5斤.白木耳1.67斤

47275 旺林國際有限公司 膠筆41組

47276 吳寬忠先生 白米100斤

47277 李海楨女士 山田村一提拉米蘇8盒

47278 張素玲女士 峰蜜5罐.綠豆2.5斤

47279 蔡先生 蛋糕5條

47280 桌美英女士 蛋糕8條

47281 謝景森先生 蛋糕12條

47282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7283 李哲宇先生 雞肉1包

47284 蔡佩珍女士 白米25斤



47285 楊宇福先生 萬用桶10個.垃圾桶3個.畚斗6個

47286 寧坡同鄉菁英聯誼會 白米180斤

47287 張素玲女士 肉鬆5罐

47288 麵包空間 麵包50個

47289 五顯率性宮 白米500斤

47290 伯朗咖啡股份有限公司 糕點11盒

47291 楊憲忠先生 白米10斤

47292 江啟智先生 白米10斤

47293 王秋珠女士 白米100斤

47294 張素玲女士 白木耳0.67斤.雞蛋1箱

47295 雷宥婕女士 白米10斤

47296 鍾若庭女士 尿片2包

47297 高小姐 白米50斤

47298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7299 黃威智先生 白米200斤

47300 古淑儀女士 成人紙尿褲1箱

47301 軒儀老人長照中心 成人紙尿褲2箱

47302 張殿冬先生 白米100斤

47303 盧培育先生 白米50斤

47304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7305 孫浩家先生 白米50斤

47306 台北市菩提行願會 白米200斤

47307 張永忠先生 糖果2盒

47308 楊宇福先生 拖把5支.石棉頭5個

47309 張素玲女士 大薏仁7.7斤

47310 邱玉鳳女士 白口5斤

47311 善心人士 三明治43個

47312 歡喜素食 素羹2包

47313 祥順茶行 白米50斤

47314 王建興全家福 白米24斤

47315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7316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7317 羅貴輝先生 白米50斤

47318 許又夫先生 衛生紙1箱

47319 林芷女士 食品2罐.餅乾5箱

47320 劉忠助先生 雞6隻

47321 黃鄭粉女士 白米200斤

47322 安里家 便當65個

47323 李玉溪先生 成人紙尿褲5包



47324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7箱

47325 邱玉鳳女士 鱸魚1件

47326 林正順先生 白米100斤

47327 一鳴有限公司 麥片3箱.桂格2盒

47328 路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47329 萊爾富國際(股) 白米28斤.泡麵3箱.罐頭1箱

47330 麵包空間 麵包30個

47331 張素玲女士 白木耳1.67斤.大薏仁7.7斤

47332 新莊西盛福德宮 冰棒100支

47333 陳治平先生 雨衣35件

47334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7335 張素玲女士 洛神花2斤

47336 黃文藤先生 仙草奶凍100碗

47337 何正先生 白米100斤

47338 补有天台灣粉絲後援會 日用品一批

47339 补有天台灣粉絲後援會 日用品一批

47340 补有天台灣粉絲後援會 日用品一批

47341 补有天台灣粉絲後援會 日用品一批

47342 黎亞倫女士 雨衣6件.愛地潔10包.酒精棉片5盒

47343 邱玉鳳女士 沙煙1件

47344 林大清先生 水果1袋

47345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7346 黃威穎先生 水餃2袋

47347 ONLY 6002 FAN CLUB 日用品1箱

47348 齊一興業(股) 白米12斤

47349 陳義雄先生 白米5斤

47350 謝松先生 白米300斤

47351 汐止福山巖顯應祖師廟管委會 白米100斤.乖乖10箱

47352 白沙屯宮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47353 蔡雅萍.蔡雅安女士 白米50斤

47354 林秀玫女士 白米250斤

47355 張素玲女士 大薏仁7.7斤

47356 麵包空間 麵包30個

47357 周先生 白米50斤

47358 李宜峰先生 白米50斤

47359 李仲凱先生 白米50斤

47360 蔡珊珊.蔡智憶仙生 白米50斤

47361 蔡嘉嘉先生 白米50斤

47362 李建興先生 白米50斤



47363 李書璇.李佩霜女士 白米50斤

47364 簡美貞女士 白米50斤

47365 李皓維先生 白米50斤

47366 龍山寺 沙拉油232瓶

47367 洪子軒先生 白米50斤

47368 新和國小五年二班 綿綿冰3盒.全聯社禮劵3張(100)

47369 林國英先生 衣服1袋

47370 張碧蓮.徐金台先生 餅乾1箱.玩具1箱

47371 張素玲女士 大薏仁7.7斤

47372 方蘇春美女士 白米100斤

47373 陳秋如女士 白米15斤

47374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47375 吳順衫先生 白米200斤

47376 劉冠維先生 白米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