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2年6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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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77 台北市同理心關懷協會

料理食材1批

47378 台北市同理心關懷協會

水果3箱

47379 鄧燕玲女士7人

日用品1批

47380 青雲積善

粽子5串

47381 陳義雄先生

白米5斤

47382 江美春女士

白米12斤

47383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47384 黃柏憲先生

白米100斤

47385 周金銘先生

清潔用品10罐

47386 陳玫君女士

白米150斤

47387 黃競台先生

白米200斤

47388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沙拉油3罐

47389 冠偉百貨行

襪子1箱

47390 王志偉先生

白米25斤

47391 曾公子

紙尿褲3箱.手套3盒.垃圾袋3包

47392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白木耳0.67斤

47393 尚允資產管理(股)

果汁1箱

47394 蔡雅萍.雅安女士

白米50斤

47395 林益寬.林益廣先生

吐司1袋

47396 陳明耀先生\

二首輪椅1台

47397 邱玉鳳女士

香魚1件

47398 刑事警察局

粽子11盒

47399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洛神花1袋

47400 台灣疤痕協會

粽子100顆

47401 黃秋芬女士

粽子100顆

47402 林瑞東先生

粽子80顆.飲料1箱.豐年果糖2罐

47403 善心人士

茶鵝1隻.飲料1箱

47404 葉安琦女士

白米50斤

47405 詳宇工程.佑宇科技

果凍10盒

47406 善心人士

白米5斤.粽子150個

47407 黃採春女士

粽子60個

47408 板橋無極龍鳳宮

白米3斤.水果.餅乾.饅頭5袋

47409 善心人士

紙尿褲2箱+5包

47410 呂梅雀女士

紙尿褲2箱

47411 黃元興.江淑珍先生

紙尿褲30包.毛斤60條

47412 鐘若庭女士

紙尿褲2包.衛生紙2包

47413 李筱涵女士

清潔用品1批

47414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7415 7-11健華門世代捐

肉粽52個

47416 黃秋芬女士

白米100斤.料理調味品1批

47417 新東陽基金會

粽子10袋.豬肉鬆.肉醬共6箱

47418 陳叡漢先生

白米100斤.沙拉油1桶

47419 黃文有先生

肉粽50顆

47420 賴明華先生

肉粽50顆

47421 張素玲女士

綠豆.紅豆.薏仁.砂糖共25斤

47422 黃詩婷女士5人

白米150斤.食品7箱.衛生紙2箱

47423 邱玉鳳女士

粽子2包

47424 善心人士

三明治45份

47425 黃詩婷女士5人

大西瓜3顆

47426 黃詩婷女士5人

清潔用品1箱

47427 亞都麗緻飯店

粽子100個

47428 黃秋芬女士

水果31顆

47429 善心人士

白米350斤

47430 易俊甫先生

粽子60顆

47431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7432 麵包空間

麵包30個

47433 愷云

白米50斤

47434 林俊宏先生

白米50斤

47435 黃月琴.明清先生

酒精棉2000片

47436 蘇惠心女士

西瓜3箱

47437 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150斤

47438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47439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47440 邱玉鳳女士

魚1袋

47441 賴宗義先生

饅頭8包

47442 賴銘利先生

白米6斤

47443 許育惠女士

饅頭2包

47444 菩提心救助會

饅頭2包

47445 髮蝶髮廊

饅頭1包

47446 賴思瑜女士

饅頭2包

47447 賴慶瑜女士

饅頭2包

47448 王彥晴女士

饅頭2包

47449 盧志耀先生

饅頭7包

47450 李政翰先生

饅頭1包

47451 阿秋牛肉麵

饅頭2包

47452 林采婕女士

饅頭1包

47453 善心人士

饅頭8包

47454 陳薏君女士

白米24斤.食品1批

47455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7456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餅乾禮盒1盒

47457 承天禪寺

白米132斤.食品12袋

47458 林川輝先生

白米20斤.餅乾3箱

47459 王文竅先生3人

白米150斤

4746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7461 張素玲女士

蛋1箱.洛神花1包

47462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47463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7464 陳招治女士

白米50斤

47465 王維平女士

麵包1袋.餅乾4包

47466 王春蓮女士

清潔用品1批

47467 何文龍先生

白米20斤

47468 古淑儀女士

成人紙尿褲1箱

47469 李玉溪先生

沙威隆2瓶.成人紙尿褲5包

47470 一群善心人士

池上米200斤.食品1批

47471 黃志成先生

白米100斤

47472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47473 陳寶茶女士

燻雞6隻

47474 陳義隆先生

白米5斤

47475 陳義隆先生

白米5斤

47476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

47477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47478 台北聖德會

白米100斤.洗衣粉1包.沙拉油1桶.雞肉20斤

47479 林瑞東先生

大西瓜1個.水蜜桃1盒

47480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7481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7482 吳玳慶女士

白米100斤

47483 吳憲忠先生

白米60斤

47484 暘基資訊(股)

清潔用品1批

47485 亞卡精品有限公司

清潔用品1批

47486 張素玲女士

蝦仁30斤.薏仁50斤

47487 艋舺義天宮

大西瓜1顆

47488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47489 吳燕珠女士

蘋果2箱

4749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宜蘭特產哈密瓜5顆

47491 鄭家香食品

QQ肉圓1箱

47492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47493 蘇高峰先生

白米50斤

47494 陳春紅先生

白米50斤

47495 新北市佛理慈善功德會

白米24斤.食品1批

47496 白沙屯拱天宮

白米50斤

47497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47498 潘弘宇先生

肉醬6斤

47499 高盈貿易

秋刀魚1箱

47500 屏東台畜公司

冷凍食品1箱

47501 黃沛華女士

白米25斤

47502 作廢
47503 觀世音菩薩

禮劵50張

47504 松山慈祐宮

白米500斤

47505 邱冠華先生

芒果1箱

47506 廖永吉先生6人

物資1批

47507 葉泰穎先生

麥片7盒

47508 李宗霖先生

香瓜.香蕉各1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