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3年7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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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33 蘇淑玲女士 白米50斤

49334 張素玲女士 麵條20包.白木耳.蝦仁各1包

49335 黃太太 青菜1袋

49336 新北市佛理慈善功德會 白米140斤.供品20份

49337 陳麗環.黃于珊女士 白米50斤

49338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50斤

49339 高嘉雯.高毓斌先生 餅乾10盒.麵5包

49340 華南市場善心人士 地瓜葉.葡萄各1袋

49341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49342 吳京鴻先生 手工麵線1箱

49343 陳淑佩女士 白米500斤

49344 許榮宗.許王牡丹.許富鈞先生 白米50斤

49345 邱子憶女士 鯖魚8斤

49346 環南市場 九重塔1袋

49347 曾公子 成人紙尿褲3箱+2包.環保垃圾袋3袋.手套3盒

49348 黃瀚儀女士 調味醬料24包(瓶)

49349 鐘建民先生 中興米24斤

49350 李玉溪先生 尿布3包.依必朗1瓶

49351 信昇汽車商行 白米150斤

49352 潘怡佳女士 白米12斤

49353 刑事警察局 芒果3箱

49354 刑事警察局 芒果1箱

49355 藍曾真大德 白米50斤

49356 廖于瑞大德 白米50斤

49357 廖文斌大德 白米50斤

49358 楊依萍大德 白米50斤

49359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49360 無極濟世天宮 餅乾2袋

49361 無極濟世天宮 水果3箱.餅乾3袋

49362 王俊二.蔡旻財先生 濕紙巾10袋.殺蟲劑12瓶手套1箱

49363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

49364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9365 萬大路 白米100斤

49366 太陽城餐廳 白米100斤

49367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4936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綠豆3斤.糖1.5斤

49369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9370 許義雄先生 白米50斤

49371 葉先山先生 白米50斤



49372 三王府 白米3800斤

49373 黃志成先生 白米100斤

4937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375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4937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9377 陳明珠師姐 水果1袋

49378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49379 李木哖女士 綠豆.砂糖各10斤

49380 梁美園女士 中藥貼布200片.餅乾5箱.芝麻1袋

49381 林正順先生 白米200斤

49382 何信宏先生 白米130斤

49383 江億粳女士 水果禮盒1盒

49384 黃鄭粉女士 白米200斤

49385 齊一興業開發(股) 醬油禮盒3盒

49386 熊秀妹女士 食品1批

49387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49388 張南天德先生 白米100斤.食品1批

49389 蘆洲八仙公信士捐贈 白米1000斤

49390 善心人士 養樂多60瓶

49391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9392 羅國佑先生 白米50斤

49393 陳玫君女士 白米50斤

49394 吳偉漢先生 白米50斤

49395 廖秀珍女士 白米50斤

49396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9397 邱子憶女士 竹筴魚6斤

49398 孫記平手工包子 包子150個

49399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9400 承天禪寺 白米115斤.麵條11包.餅乾8包.沙拉油6瓶

49401 房凱蒂.蘇春美女士 白米100斤

49402 詹鎵禎先生 白米50斤

49403 朱心慈女士 白米100斤.腿肉25斤

49404 徐金台先生 白米30斤

49405 卓秀美女士 洗碗精2瓶.成人紙尿褲1包

49406 洪富蓁先生 白米200斤

49407 李振昌先生 白米400斤.油5桶

49408 卓秀美女士 紙尿褲3包

49409 李水良先生 白米50斤

49410 李林阿蓮女士 白米50斤

49411 四星國際(股) 成人紙尿褲4箱.尿片6箱

49412 李毓珊女士 食品3包.油1罐.飲料1箱



49413 白季弘女士 清 潔用品3箱

49414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洛神花0.6斤

49415 李水良先生 白米25斤

49416 李汶貞女士 白米25斤

49417 謝育典先生 白米450斤

49418 張素玲女士 紅豆.綠豆.薏仁.各6斤

49419 邱子憶女士 魚5斤

49420 河信開發工程有限公司 白米1500斤

49421 勝昌食品有限公司 白米200斤

49422 張阿香女士 白米100斤

49423 李隆傳先生 仙草奶凍50碗

49424 黃美云女士 仙草奶凍50碗

49425 郝小妹格子Q 格子Q105片.餅乾19包.紅茶60杯

4942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427 陸艷萍女士 水果2袋

49428 顏志鴻.黃雅慧先生 白米200斤

49429 徐祖岳先生 二手筆電1台

4943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43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432 官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49433 吳佩宣女士 清潔劑4包.手套1包.口罩2包

49434 路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49435 宋良桂女士 白米100斤

49436 黃秋樺女士 白米100斤.食品1批

49437 黃博智先生 中粉1包.沙拉油1罐

49438 林郁涵女士 中粉1包.沙拉油1罐

49439 林旻勳先生 碗粿30個

49440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49441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49442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