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2年11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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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06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油3瓶

48207 達宏工程 白米50斤

48208 六月娛樂 白米50斤

48209 洪澄亮先生 雞肉1袋

48210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48211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8212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手套3盒.垃圾袋4包

48213 黃秀卿女士 仙草奶凍100碗

48214 陳木松先生 白米25斤

48215 張素玲女士 白木耳1.67斤.蝦仁2.5斤

48216 向陽石業生技(股) 蔬菜1箱

48217 向陽石業生技(股) 菜1箱

48218 林美惠女士 波菜1袋

48219 善心人士 蔬菜1袋

48220 林昭廷先生 養樂多100瓶

48221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8222 雲金淳女士 白米100斤

48223 周若蓁女士 白米50斤

48224 周鈺琪女士 白米50斤

4822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226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8227 廖于瑞先生 白米50斤

48228 廖文斌先生 白米50斤

48229 楊依萍女士 白米50斤

48230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48231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48232 程淑玟女士 白米25斤

48233 蔡佩珍女士 白米25斤

48234 白沙屯拱北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48235 呂佳宜女士 饅頭1盒

48236 陳維妤女士 饅頭1盒

48237 溫秉逸先生 饅頭3盒

48238 橘子乾洗 饅頭1盒

48239 陳姿樺女士 饅頭4盒

48240 林丁賢先生 饅頭1盒

48241 邱玉鳳女士 魚1箱



48242 孫家浩先生 白米50斤

48243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8244 李燦章先生 日用品1批

48245 宋建榮先生 清潔用品32個

48246 莊秉星先生 白米40斤

48247 台北古芸天后宮 白米50斤

48248 台北天后宮 油12瓶.餅乾10袋

48249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白木耳1包

48250 德倫食品有限公司 餅乾7箱

48251 葉家伶女士 白米25斤

4825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253 李賴金棗女士 養樂多8包

48254 洪福聲先生 白米37斤

48255 林美惠女士 蔬菜1箱

48256 板橋王勝宮 供品4份

48257 莊淑卿女士 白米30斤

48258 善心人士 全家早餐劵9張

48259 田如意.田義祥先生 白米100斤

48260 龔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48261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8262 劉醇松先生 中藥4包

48263 林美惠女士 乾貨1袋.菜1箱+1袋

48264 環島行善團 養樂多209瓶

48265 張婉瑜.張芷瑜女士 清潔用品1大箱

48266 玄義堂 食品1批

48267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8268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8269 黃鄭粉女士 白米200斤

48270 善心人士 棉被10床

48271 謝廖勿女士 白米100斤

48272 善心人士 油1桶

48273 林美惠女士 蔬菜1箱

48274 邱玉鳳女士 魚4斤

48275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48276 謝育典.楊政達先生 白米500斤

48277 奇華(股) 蛋捲2箱

48278 三峽五寮國小 白米12斤

48279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洛神花1包

48280 劉鄭巧華女士 白米400斤



48281 王建興全家 白米20斤

48282 黃威智先生 白米50斤

48283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4箱.尿片6箱

48284 士林慈誠宮 白米2800斤

48285 廖火樹先生 白米50斤

48286 張比修先生 白米50斤

48287 陳錫昌先生 白米100斤

48288 曾柏浩先生 白米100斤

48289 吳韋漢先生 白米50斤

48290 林美惠女士 蔬菜1袋

48291 蔡文綺.潘雅玲女士 白米100斤

48292 黃沛華先生 白米25斤

48293 林美惠女士 高麗菜1袋

48294 金山懿赦天人寺 白米350斤.食品17箱

48295 戴文浩先生 白米12斤

48296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8297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48298 張碧珊女士 白米50斤

4829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300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白木耳1包

48301 林美惠女士 蔬菜1袋

48302 雲金淳女士 白米100斤

48303 周茗蓁女士 白米50斤

48304 周鈺琪女士 白米50斤

48305 榮鉅電通(股) 腳踏車7台.清潔用品4箱

48306 中華慈光愛心會 香皂12盒

48307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商品提貨單4張

4830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309 何吳梅女士 白米100斤

48310 齊一興業開發(股) 白米12斤

4831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312 板橋玉勝宮 供品2箱

48313 黃志成先生 白米100斤

48314 徐惠紅女士 白米50斤

48315 王昱喬先生 白米200斤

48316 黃愛美女士 水餃1000粒.炸醬4瓶

48317 張素玲女士 龍眼乾3盒綠豆3斤紅豆2斤

48318 郭秀美女士 麵包7條

48319 善心人士 三明治70個



48320 周文淵王賽珍女士 白米300斤

48321 洪聖勳餅店 三明治84個

48322 邱玉鳳女士 透抽8斤

48323 萬教至尊 白米150斤

48324 林美惠女士 蔬菜1袋

48325 張義範先生 白米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