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3年12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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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73 林秀芳.黃嘉慧女士

白米120斤

50074 王瑞婷女士

包子50個

50075 陳雅琇.潘先生

白米25斤

50076 張素玲女士

麵1箱

50077 陳秋璟女士

白米50斤

50078 麗華聚會所

衣服42套

50079 中和金山禪寺

白米185斤.關廟麵52斤

50080 給出愛行動社團

青菜2袋

50081 羅煇治先生

白米9斤.綠豆.糖各5斤

50082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50083 蘇伯容先生

白米50斤

50084 林妍綪.鄭麗芬.沈黃珠女士

鬆餅50個

50085 張素玲女士

奶粉2罐

50086 陳立馨先生

白米25斤

50087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0088 陳美枝女士

麵1箱

50089 張素玲女士

麵1箱

50090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0091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50092 向日葵慈善協會

白米180斤.清潔用品5箱

50093 永豐餘投資(股)

衛生紙2箱

50094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0095 羅國佑先生

白米50斤

50096 羅小姐

白米100斤

50097 台北市艋舺龍山寺

沙拉油200瓶

50098 徐啟能先生

白米40斤.清潔用品1箱.餅乾1箱

50099 陳春女士

白米50斤

50100 柯純美女士

白米30斤

50101 聯合利華(股)

凡士林1箱.洗髮乳2箱

50102 南聯國際貿易(股)

沐浴乳1箱

50103 中國化學製藥

沐浴乳1箱

50104 成記藥品

APP護膚皂20盒

50105 南僑化工工業(股)

水晶皂2箱

50106 鴻信(股)

全脂牛乳2箱

50107 百保企業(有)

羊乳精1箱

50108 祥詠貿易(股)

速食加哩5箱

50109 和旌生物科技(股)

有機豆沙6罐

50110 振億國際(股)

巧克力17包.

50111 陸商電子(股)

白米2包

50112 香港商亞洲費列羅

健達巧克力1箱

50113 香港商可口可樂

飲料2箱

50114 信東生技(股)

維生素C口嚼定2盒

50115 百力生物科技

圍巾10條

50116 鵬萬實業(股)

保溫瓶17支

50117 鈺達工業(股)

輕便爐架1個

50118 士林電機廠(股)

計步器10個

50119 華新橡膠工業(股)

手套1箱.口罩2箱

50120 高佳林實業

儲物罐20盒

50121 富雅樂企業(股)

巧拼5箱

50122 明祥貿易(股)

文件1箱

50123 許春嬌女士

白米60斤

50124 許家祥先生

尿片10包

50125 善心人士

白米34斤

50126 維盛發企業

海苔脆片2箱

50127 林建名先生

羊奶饅頭2盒

50128 李宜純女士

羊奶饅頭2盒

50129 巫穎珊女士

羊奶饅頭4盒

50130 黃記手工豆花

羊奶饅頭1盒

50131 蔡靜怡女士

羊奶饅頭1盒

50132 孫靈鳳女士

羊奶饅頭2盒

50133 李順發先生

羊奶饅頭20盒

50134 范芸臻女士

羊奶饅頭2盒

50135 王陳玉英女士

羊奶饅頭10盒

50136 邱子憶女士

魚1包

50137 張嫚凌.楊國碩先生

白米50斤

50138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毛巾100條.襪子100包

50139 給出愛行動社團

青菜1袋

50140 林昆玉先生

白米100斤

50141 士林慈誠宮

白米2500斤

5014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143 張素玲女士

蛋1箱.紅豆143斤

50144 原大藥局

醫材1批

50145 TIG投資集團

白米200斤.衣褲50件

50146 環島行善團

白米20斤.養樂多106瓶.衣物1袋

50147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手套3盒.垃圾袋2包

50148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綠豆5斤

50149 賴銘利先生

白米10斤

50150 林昆玉先生

衛生衣褲20套

50151 蕭小姐

白米100斤

50152 王建興先生

白米4斤

50153 謝馨儀女士

白米100斤

50154 趙祥雲女士

養樂多10包

50155 李玉溪先生

紙尿褲4包.依必朗2瓶

50156 台北慈聖宮

麵包4箱

50157 紘聖貿企業公司

燈泡400支

50158 善心人士

清潔用品3箱

50159 邱玉雲女士

白米50斤

50160 詠喜安親班

教具1箱.洗碗精11瓶

50161 天悅國際百貨

內搭褲40件

50162 台灣銀行龍山分行

運動水杯50個

50163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1箱

50164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0165 何吳梅女士

白米100斤

50166 蘇素珍區長

橘子1箱

50167 月天心餐廳

聖誕燈20尺.運動巾18條

50168 李先生

火鍋料1批

50169 周富美女士

白米50斤

50170 白建林先生

白米50斤

50171 蕭臣佐先生

垃圾袋9包.毛巾5打

50172 劉麗雲女士

清接用品9瓶

50173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50174 高定煇先生

飲料3箱

50175 江尚聰先生

衣服1袋

50176 張玉儒先生

糖果1箱

50177 善心人士

白米80斤

50178 張淑娟女士

蘇打餅5斤

50179 陳俊雄.鄭玉卿先生

蘇打餅2箱

50180 陳景明先生

燕麥餅1箱

50181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50182 黃麗穎女士

成人紙尿褲30包.毛巾60條

50183 邱子憶女士

小卷1袋

50184 張德生先生

稞粉6斤

50185 歡喜素食靜心居

三 明治70個

5018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0187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018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18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019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0191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5019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019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019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19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196 善心人士

白米75斤

50197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5019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0199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50200 洪平國先生

白米50斤

50201 林倩如女士

白米50斤

50202 褚文生先生

白米100斤

50203 褚秀君女士

白米50斤

50204 楊世明先生

白米50斤

50205 善心人士

冬粉1箱.水果1箱

50206 善心人士

水果1箱.餅乾3箱

50207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0208 王裕仁先生

白米10斤

50209 沈世芬女士

白米245斤

50210 陳鈺婷女士

白米100斤

50211 陳怡玲女士

白米100斤

50212 陳國華先生

白米30斤

50213 吳春分女士

白米30斤

50214 陳盈凱先生

白米30斤

50215 范庭瀚先生

白米10斤

50216 林平先生.任麗蘋女士

白米50斤

50217 吳葦漢.陳玫君女士

白米100斤

50218 楊玉精女士

白100斤

50219 楊淑晴女士

白米20斤

50220 楊淑婷女士

白米20斤

50221 楊順勝先生

白米20斤

50222 楊李文女士

白米20斤

50223 作廢
50224 邱秀麥女士

白米10斤

50225 林玉雲女士

白米100斤

50226 彭錦芳女士

白米20斤

50227 吳李阿吻女士

洗髮精20瓶

50228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50229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

50230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4箱.紙尿褲4包

50231 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雞精360瓶

50232 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白米200斤

50233 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濕紙巾240包

50234 松山慈祐宮

白米1500斤

50235 三姊弟雞蛋布丁

餅乾1箱

50236 麥氏新東陽基金會

食品6箱

50237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50238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糕餅60盒

50239 給出愛行動社團

食品3包.麵條3包

50240 謝小武先生

包子1箱

50241 許文欣女士

麥當勞60分

50242 許瑜珊女士

摩斯漢堡60分

50243 喬先生

養樂多60箱

50244 布農文教基金會

雞.魚.蔬菜.各5件

50245 盧美妃女士

羊毛被1件

50246 黃筱琪女士

羊毛被1件

50247 翁瑞蘭女士

羊毛被1件

50248 張素玲女士

麵1箱

50249 謝馥徵女士

水餃200個

50250 陳駿毅先生

白米250斤

50251 懋軒實業有限公司

白米250斤

50252 善心人士

紙尿褲28箱.麥片12箱.餅乾15箱

50253 張凱琍女士

書1袋

50254 郝小妹格子Q

格子Q.捲心Q310個紅茶32杯

50255 王母救世宮

白米700斤

50256 李麗賢先生

白米25斤

50257 麻吉

白米25斤

50258 蔡雅娟女士

白米143斤

50259 陳端娣.周筱琳女士

白米200斤

5026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26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262 邱子憶女士

魚丸.魚.透抽各1包

50263 台北地檢署

南瓜2袋.地瓜1袋.橘子1袋

50264 善心人士

發熱衣100件

50265 潘天官先生

肉醬6.5斤

50266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0267 善心人士

白米250斤

50268 善心人士

沙拉油1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