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3年9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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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06 詳宇工程(股).佑宇科技(股)

餅乾5盒.爆米花12盒

49707 高子羚女士

白米300斤.清潔用品14箱

49708 吳京鴻先生

月餅2盒.肉鬆3罐

49709 洪勝智先生

紅蘿蔔3袋.絲瓜1箱

49710 周小姐

雞蛋1箱

49711 台北受天宮

白米240斤

49712 劉怡君女士

麵1箱

49713 松山慈祐宮

供品80袋

49714 高子羚女士

專用垃圾袋10包.清潔用品1袋

49715 玄峰慈惠堂

白米450斤.乾貨.清潔用品21袋

49716 朱心慈女士

白米100斤.腿肉25斤

49717 房欣怡.許恒瑞先生

白米100斤

49718 蔡貴鳳女士

白米50斤

49719 詹鎵禎先生

白米50斤

49720 葉仲興先生

白米24斤

49721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麵6包

49722 陳孟蕙女士

包子50個

49723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49724 蔡雅萍.雅安女士

白米50斤

49725 游皇元先生

白米6斤

49726 福景宮

供品50盒

49727 善心人士

柚子8袋

49728 張湘蘇女士

聖瑪莉商品劵11張

49729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中秋禮盒1盒

49730 何仁宏先生

白米50斤

49731 環保科技(股)張永典副總

文旦1箱

49732 雲林科大洪肇嘉教授

文旦2箱

49733 中華民國環境檢測定商業同業公會 禮餅1盒
49734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仲介

文旦1箱

49735 馬總統英九先生

月餅4盒.柚子1箱

49736 陳品文先生

白米12斤

49737 潘若寧女士

白米12斤

49738 陳玉娟女士

白米12斤

49739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49740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垃圾袋2包.手套2盒

49741 太陽城餐廳

陳忠修先生

49742 許榮宗.許王牡丹先生

白米50斤

49743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49744 一鳴有限公司

鳳梨酥50個

49745 台北威澤堂

包子50個

49746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49747 林敏玉女士

月餅6盒.滷味11包

49748 王玉姿女士

文旦8箱

49749 善心人士

水梨5箱

49750 藍曾真女士

白米50斤

49751 林清如大德

白米50斤

49752 李吉昌大德

白米50斤

49753 洪瑞珍餅店

三明治204個

49754 南昌行

腰果12罐

49755 中庄仔福德宮

白米2200斤

49756 藍英楠女士

白米220斤

49757 藍美雲女士

白米100斤

49758 中國身心障礙者保護基金會

月餅30盒

49759 徐敏軒先生

月餅1盒

49760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蠟筆3盒

49761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49762 吳陳瑞珠女士

白米500斤

49763 葉宇倫先生

海苔酥10盒.芝麻糕11盒

49764 呂明璁先生

白米100斤

49765 北巡府

供品1包

49766 洪聖勳餅店

三明治168斤

49767 吳孟譚先生

白米50斤

49768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49769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

49770 洪錦東先生7人

水果1袋

49771 靜心居

三明治82份

49772 白米屋(股)

中秋禮盒5盒

49773 何吳梅女士

白米100斤

49774 陳祥江先生

糖果1箱

49775 陳淑惠女士

包子50個

49776 范雅玲女士

喜餅8盒

49777 李玉溪先生

紙尿布3袋.衛生紙2袋

49778 張素玲女士

蛋1箱.洛神花1包

49779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

49780 環保署環管署代微毒中心

文旦1箱

49781 松山奉天宮

白米500斤

49782 台北市岱宇國際慈善基金會

復健肩頸按摩器10台

49783 吳李阿吻女士

洗髮精20瓶

49784 張素玲女士

綠豆.紅豆.蝦仁各1包

49785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49786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49787 詹洽富先生

白米10斤

49788 邱子憶女士

魚5斤

49789 台北古芸天后宮

麵線55包

49790 陳治本女士

白米50斤

49791 吳韋漢先生

白米50斤

49792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49793 羅國佑先生

白米50斤

49794 吳京鴻先生

銅鑼燒6盒

49795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49796 喬先生

養樂多60瓶

49797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49798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49799 詹淑慧女士

羊奶饅頭50個

49800 張卉溱女士

羊奶饅頭20個

49801 陳依佳女士

羊奶饅頭5個

49802 劉少臻女士

小籠包3箱

49803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4箱.紙尿布6箱

49804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49805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980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9807 善心人士

白米75斤

4980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980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981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9811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981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81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814 善心人士

白米75斤

49815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981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981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9818 黃鄭粉女士

白米200斤

49819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982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4982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822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49823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49824 藍干茜女士

白米30斤

49825 善心人士

米粉1箱豆簽2箱

49826 善心人士

餅乾3箱.水果1箱

49827 台北保安宮

白米500斤.罐頭4箱.餅乾2箱.八寶粥2箱

49828 蔣姓助先生

供品1箱

49829 蔣姓潔女士

供品1箱

49830 徐鳳英女士

關廟麵1箱.拉麵1箱

49831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洛神花1包

49832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50斤

49833 王麗華女士

貢丸2包.餅10包

49834 吳淑惠女士

環保垃圾袋12包

49835 許蓓琪女士

白米500斤

49836 林文良.林秀子先生

白米40斤

49837 簡蠻德先生

垃圾袋26包

49838 潘天官先生

滷肉6.5斤

49839 孫浩家先生

白米50斤

49840 黃志成先生

白米100斤

49841 徐惠紅女士

白米50斤

49842 徐筱萍女士

白米50斤

49843 新店代天府保興堂

白米50斤

4984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84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84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49847 邱子憶女士

魚5斤

49848 台北聖慈宮

麵包.餅乾各1箱

49849 許家祥先生

白米60斤

49850 許春嬌女士

紙尿布10包

49851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綠豆2斤.紅豆1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