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2年12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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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26 林美蕙女士 蔬菜1袋

48327 林世芳先生小姐 羊奶饅頭2盒

48328 張明淑先生小姐 羊奶饅頭1盒

48329 陳瓊珠女士 羊奶饅頭2盒

48330 高美惠小姐 羊奶饅頭3盒

48331 陳楊宗先生 羊奶饅頭2盒

48332 騰龍商行 羊奶饅頭1盒

48333 林幸欣小姐 羊奶饅頭1盒

48334 善心人士 羊奶饅頭3盒

48335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48336 張素玲女士 龍眼乾2盒.白木耳1.67斤

48337 林秋香女士 高麗菜苗1箱

48338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8339 陳家蓉女士 白米50斤

48340 太陽城精品 白100斤

48341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487斤.供品1批

48342 林昭宏先生 養樂多80瓶

48343 祥詠貿易(股) 素食珈哩10箱

48344 台北貿易(股) 魔術靈浴廁1箱.(清潔劑500ML)

48345 中國化學製藥(股) 綠的沐浴乳1箱

48346 三多士(股) 三多補體健3箱

48347 南昌行(股) 全指奶粉2箱

48348 友華生技醫藥(股) 漱口水6箱

48349 台灣雪印(股) 奶粉4箱

48350 美商亞培(股) 玩具1箱

48351 南僑化工(股) 洗衣液3箱

48352 台灣留蘭香(股) 糖果4箱

48353 香港商亞洲費列羅 健達巧克力9箱

48354 台灣舒潔(股) 冰溫敷袋1箱

48355 陸商電子(股) 白米200斤

48356 老爸咖啡有限公司 比利時傳統餅乾2箱

48357 燦鏞工業(股) 衣服1箱

48358 肇威(股)公司 沐浴用品1箱

48359 振聲國際有限公司 造型打孔機1箱

48360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48361 林美惠女士  高麗菜葉1包

48362 邱玉鳳女士 魚5斤



48363 陳素珠女士 棉被15件

48364 蘇志鵬先生 棉被15件

48365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48366 曾公子 包大人紙尿褲20包.垃圾袋3包.手套2盒

4836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8368 曾得全先生 白米10斤

48369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棗2.5斤

48370 李清先生 白米250斤

48371 林美惠女士 高麗菜葉1袋

48372 潘儀佳女士 白米20斤

48373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8374 林清如先生 白米50斤

48375 李吉昌先生 白米50斤

48376 曹清福.李麗英先生 白米50斤

48377 林美惠女士 菜1袋

48378 王母救世宮 白米900斤

48379 李隆傳先生 仙草凍100碗

48380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白木耳1包

48381 賴銘利先生 白米6.6斤

48382 莊秉星先生 白米40斤

48383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8384 林秋香女士 菜1箱

48385 張素玲女士 龍眼乾2盒

48386 善心人士 白米130斤

48387 蔡佳臻女士 白米50斤

48388 林麗青女士 白米50斤

48389 何家明先生 白米50斤

48390 詹宏銓先生 白米50斤

48391 林美惠女士 高麗菜葉1袋

48392 蔡旻財先生 白米56斤.衛生紙6袋

48393 王俊仁先生 看護墊8包垃圾袋5袋

48394 褚媛媛.王再恩先生 麥片6盒

48395 李政寬.江孟哲先生 沐浴乳1箱.餅乾1箱

48396 林斯偉.楊惠真 麵條1箱

48397 張素玲女士 蝦仁.薏仁各1包

48398 陳國華先生 白米10斤

48399 吳春分女士 白米10斤

48400 陳盈凱先生 白米10斤

48401 范庭瀚先生 白米10斤



48402 林平先生 白米30斤

48403 楊玉精先生 白米100斤

48404 楊玉晴女士 白米20斤

48405 楊淑婷女士 白米20斤

48406 楊李文女士 白米20斤

48407 邱秀麥女士 白米10斤

48408 林玉雲女士 白米100斤

48409 彭錦芳女士 白米20斤

48410 楊順勝先生 白米20斤

48411 蔡雪婷女士 白米6.9斤.食品1箱

48412 陸艷萍女士 白米6.9斤.食品1箱

48413 周定楷先生 白米50斤

48414 陳倩雅女士 白米50斤

48415 潘天官先生 肉醬6斤半

48416 朱福興先生闔家 白米50斤

48417 泰山天招堂 白米50斤.麵條60斤

48418 孫婉淋女士 白米50斤

48419 藍慶守先生 紅豆湯88碗

48420 國立臺大醫院黃冠棠院長 禮劵3張

48421 黃俊傑先生 沙拉油30公升

48422 郭秀美女士 喜餅8盒

48423 林秋香女士 蔬菜3箱

48424 王秋燕女士 白米50斤

48425 吳秋指女士 白米50斤

48426 張素玲女士 龍眼乾2盒.紅豆.薏仁各1袋

48427 張淑雲女士 奶粉3罐

48428 邱玉鳳女士 魚10斤

48429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4箱.尿片6箱

48430 陽明院區楊文理院長 禮劵1張

48431 洪藝文先生 白米25斤

48432 林亮瑜先生 白米25斤

4843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434 台北市政府財政局 沐浴禮盒6盒

48435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843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437 魏陳好先生 白米50斤

48438 魏德福先生 白米50斤

48439 魏德祿先生 白米100斤

48440 陳得成先生 白米50斤



48441 鄭春福先生 白米50斤

48442 吳建龍先生 白米50斤

48443 鄭金桂先生 白米50斤

48444 吳文華先生 白米50斤

48445 吳文瑞先生 白米50斤

48446 鄭春騰先生 白米50斤

48447 王文惠女士 白米100斤

48448 洪黃秀女士 白米25斤

48449 洪青功先生 白米25斤

48450 洪絜培先生 白米25斤

48451 游友仁.鄭純錦先生 白米100斤

48452 游鐸萱先生 白米100斤

48453 沈錦標先生 白米50斤

48454 沈咸如先生 白米25斤

48455 李仁屘先生 白米100斤

48456 鄭登標先生 白米25斤

48457 蔡明國先生 白米25斤

48458 王木水先生 白米50斤

48459 王志鵬先生 白米50斤

48460 王雅萱女士 白米50斤

48461 郭詩郎先生 白米50斤

48462 林月卿女士 白米50斤

48463 唐林玉枝女士 白米50斤

48464 杜佳蓁女士 白米50斤

48465 紀麗華女士 養樂多80瓶

48466 黃榮源先生 白米450斤

48467 林秋香女士 蔡1箱

48468 姚妤瑄女士 沐浴乳4瓶

48469 陸貴生先生 白米10斤香米1.8斤麥片3包

48470 善心人士 衛生紙4袋.洗衣粉1袋

48471 自在生物科技(股) 小牙膏40G

48472 龍小姐 白米100斤

48473 楊政達先生 白米500斤

48474 潘天官先生 肉醬6.5斤

48475 月天心餐廳 紙尿褲3包.餅乾1袋

48476 陳先生 白米100斤

48477 國裕開發(股) 火雞1隻.禮品1袋

48478 高靜美女士 白米500斤

48479 廖昭能先生 饅頭13盒



48480 宋沛珊女士 饅頭10盒

48481 善心人士 饅頭3盒

4848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483 劉醇松先生 白米50斤

48484 優尼克藝術文教機構 物資2袋

48485 許文欣女士 麥當勞65份

48486 月天心餐廳 沐浴用品3萍.衛生棉10包

48487 呂梅花女士 聖誕禮物5份

48488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8489 施華雄先生 包子50個

48490 林居萬先生 仙草凍110碗

48491 好小妹格子Q 格子Q113個

48492 陳先生 白米100斤

48493 月天心餐廳 清潔用品10罐

48494 甲蟲與廣大網友 餅乾2包.玩偶27個

48495 謝景森先生 燕麥片3盒

48496 吳家璋先生 烏克麗麗10台

48497 張素玲女士 紐菇0.5斤.薏仁1.88斤

48498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糕餅60盒

48499 傅奇美女士 玩偶48個

48500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白木耳1包

48501 李玉溪先生 紙尿褲6包

48502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米粉20包

4850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50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505 黃秋芬女士 白米100斤.食品1批

48506 善心人士 白米500斤.紙尿褲30箱.麥片12箱.餅乾10箱

48507 內湖麗山慈雲宮 白米450斤.麥片4箱水果1批

48508 黃元興先生 尿布30包.毛巾60條

48509 楊彩羚女士 麥片2盒

48510 黃麗娟女士 包大人10箱.麥片6箱

48511 蔡碧華女士 白米100斤

48512 蘇怡君女士 白米80斤

48513 徐鴻鈞先生 甜甜圈84個

48514 荃鴻(股)公司 甜甜圈7盒

48515 洪聖勳餅店 三明治77個

48516 張素玲女士 香菇1斤.蝦仁0.42斤

48517 盧培育先生 白米100斤

48518 陳玫君.張碧珊.吳韋漢.陳治本 白米200斤



48519 胡新民合家 白米100斤

48520 羅呂幼.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48521 羅國有先生 白米50斤

48522 邱玉鳳女士 魚8斤

48523 朱心慈女士 白米100斤.腿肉25斤

48524 曾明泉先生 白米100斤.油1桶

48525 詹鎵禎先生 白米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