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3年2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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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61 林芷菱女士 佛跳牆18份

48762 陳震強先生 年菜2桌

48763 向陽農業生技(股) 菜1箱

48764 郭冠麟先生 白米200斤

48765 郭建成先生 白米100斤

48766 黃詩翰.曾順隆先生 白米450斤

48767 李家釀.賴淑珍.林回國先生 白米10斤.食品1批

48768 李恬儀.張世明.張凱硯先生 食品10箱

48769 李崇聖先生 白米50斤.紅豆.綠豆.花生各10斤.二砂20斤

48770 許嘉長.邵憶芳先生 白米27斤.洗碗精6罐.奶粉1箱

48771 莊秉呈先生 白米37斤

48772 衛生福利部 普洱茶餅1個

48773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8774 二樓餐廳 漢堡60份

48775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8776 智易科技(股) 101觀景票12張.鉛筆30隻.自動筆.原子筆10隻

48777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手套.垃圾袋各3盒

48778 賴宗義先生 菜頭粿16條

48779 玖旺貿易(股) 棗子2箱

48780 邱冠華先生 芭樂1箱.番茄1箱

48781 割包吉盛宴 麵1箱.米粉4箱

48782 善心人士蕭小姐 白米100斤

48783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8784 楊佑吉先生 蔬菜1批

48785 楊佑吉先生 白米200斤

48786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8787 林清如先生 白米50斤

48788 李吉昌先生 白米50斤

48789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600斤.食品20箱

48790 張素玲女士 紐菇1.25斤.紅豆1.93斤

48791 柯純美女士 白米30斤

48792 伯朗咖啡(股) 年菜18盒

48793 陳周雪女士 高領衫13件

48794 李淑敏女士 毛巾12條

48795 李語恩女士 餅乾10斤



48796 邱玉鳳女士 魚7斤

48797 準提精舍 白米129斤.糖果1箱.水果2箱

48798 陳品之先生 白米20斤

48799 李培均女士 白米20[斤

48800 潘若甯先生 白米20斤

48801 大理高中教官室 湯圓10盒

48802 邱子憶女士 花枝丸10斤

48803 王建興全家福 白米24斤

48804 林明和.周志芫.廖美群先生 茶葉蛋60顆

48805 陳姵如女士 球鞋1雙

48806 何宜珊女士 包大人4包.清潔劑1罐

48807 三寶弟子 白米60斤

48808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雞蛋1箱.白木耳0.34斤

48809 詹思婕.詹宏詮.呂文瑞先生 白米150斤

48810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8811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48812 何仁宏.何李阿娥先生 白米24斤.物資1箱

48813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8814 張育齊先生 衣服2包

48815 一鳴有限公司 物資1箱

48816 柯妤潔女士 白米4斤.蔬果4袋

48817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8818 潘天官先生 滷肉6斤半

48819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8820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48821 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白米300斤.供品1批

48822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48823 楊政達.謝育典先生 池上米500斤

48824 張素玲女士 紅棗.枸杞.青岐各一包

48825 台灣斯巴克環保工程(股) 白米600斤

48826 陳猷華先生 白米100斤

48827 張素玲女士 龍眼乾2盒

48828 Taco小姐 布丁.奶酪各4盒

48829 李靜媛女士 布丁.奶酪各6盒

48830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4箱.尿片6箱

48831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

48832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48833 應俠如.張禮文先生 白米6斤

48834 松山奉天宮 供品8箱

48835 吳維邦先生 白米34斤

48836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8837 集安宮 白米420斤

48838 一群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糯米5斤.紅豆5斤.糖10斤

48839 張素玲女士 紅棗.枸杞.青旗各1包.香菇0.5斤

48840 洪裕玲女士.萬佳鑫貿易 果汁2箱

4884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84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8843 邱子憶女士 鱸魚1件

48844 王歐瑋先生 白米30斤

48845 黃柏憲先生 白米100斤

48846 楊明先生 白米100斤

48847 黃志成先生 白米100斤

48848 徐惠紅女士 白米50斤

48849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48850 白季弘女士 清潔用品1批

48851 藍采宸先生 仙草奶凍30碗

48852 籃茹煊女士 仙草奶凍30碗

48853 好小妹格子Q 格子Q100個

48854 詹凱鈞先生 白米25斤

48855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48856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48857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