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4年1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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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69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0270 許榮宗.許王牡丹先生 白米50斤

5027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272 邱子憶女士 魚5斤

50273 林家慶先生 舊玩具1袋

50274 王瑞婷女士 包子50個

50275 陳孟蕙女士 包子50個

50276 范氏玉碧女士 白米200斤

50277 富南宮愛心基金會 白米620斤

50278 劉盈秀女士 白米50斤

50279 李詠軒先生 白米50斤

50280 李冠貿先生 白米50斤

50281 李浚耀先生 白米50斤

50282 吳宣如女士 白米100斤

50283 徐寶鳳女士 餅乾1包

50284 林志緯先生 白米2斤.米粉2包.

50285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50286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50287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1箱.龍眼乾1盒

50288 曾禈英女士 白米50斤.油6瓶.麵1箱.米粉2箱

50289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250斤供品1批

50290 謝滄濃先生 白米50斤

50291 台北地檢署 聖誕卡1張

50292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0293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0294 徐繼華先生 白米250斤

50295 黃榮源先生 白米400斤.麵條1箱

50296 李清和先生 麵條3箱

50297 蕭臣佐先生 清潔用品1批

50298 財團法人震怡文教基金會 寢具組42組

50299 李拾妹女士 白米100斤.油.鹽.醬油

50300 張素玲女士 龍眼乾2盒.奶粉2包

50301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50302 蕭臣佐先生 衛生紙10串

50303 許淑婷.周知行先生 白米100斤

50304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030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0306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0307 許榮宗.涂哲睿先生 白米100斤

50308 黃志成先生 白米100斤

50309 福泰師姐 白米300斤

50310 鍾承甫先生 白米40斤

50311 張素玲女士 麵1箱

50312 歡喜素食-靜心人 三明治70個

50313 黃建富先生 白米50斤.餅乾1帶

50314 台北聖德會 外套15件.清潔用品4袋

50315 善心人士 餅乾1包

50316 張素玲女士 蛋1箱

50317 邱子憶女士 赤鯮4斤

50318 中華慈光愛心會 水果2箱

50319 陳美汝女士 白米20斤.清潔用品1批

50320 麥卡事業(股) 紀念冊10冊

50321 吳陳瑞珠女士 白米500斤

50322 公益信託富味香百川社會福利基金白米100斤

50323 魏語嫻女士 饅頭120個

50324 陳雅琇.潘重光先生 白米15斤

50325 三橋 食品4箱

50326 馬蘇習女士 紅豆湯70碗

50327 板橋妙法宮 白米50斤.食品6箱

50328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0329 貳樓餐廳 漢堡薯條50份

50330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0331 楊珺文女士 二手輪椅1台

50332 周良憲先生 白米100斤

50333 何仁宏.何李阿娥先生 白米50斤

50334 蘇小姐 白米200斤

50335 龍興宮王爺 食物1箱

50336 鄭英蓮女士.盧演興先生 餅乾10箱

50337 鄭如傑先生 餅乾10箱

50338 巫聰盛先生 餅乾10箱

50339 張素玲女士 龍眼乾2盒

50340 鮮霸天國際企業行 魚貨1箱

50341 龍興宮王爺廟 白米100斤.食品6箱

50342 葉采綸.賴博彣先生 白米50斤

50343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0344 葉新春先生 二手衣1袋

50345 善心 人士 油飯10斤



50346 李錦銘先生 白米50斤.油.麵各1箱.米粉15包

50347 陳鈺婷女士 沙拉油11瓶

50348 鄺中超先生 二手筆電.文具1箱

50349 泰山天招堂 白米100斤

50350 靜心居歡喜素食 三明治70個

50351 善心人士 臘八粥65碗

50352 羅國佑先生 白米50斤

50353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0354 陳玫君女士 白米50斤

50355 羅先生 白米50斤

50356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50357 李木哖女士 麵1箱

5035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359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龍眼乾2盒.紅豆1包

50360 張添發.楊庭宇先生 奶粉4罐.衛生紙3袋.食品1箱

50361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4箱.尿布6箱

50362 陳貴秀女士 油5瓶.杯子2個.洋娃娃1個

50363 菁芳花坊 白米100斤

50364 陳先生 白米100斤

50365 潘泓宇先生 滷肉6.5斤

50366 詹哲銘先生 奶粉12罐

50367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50368 明聖功德會 清潔劑16桶.手套36雙洗衣粉.衛生紙15包

50369 陳淑芳女士 隨身碟5個

50370 陳崇昱.詹甲子先生 白米24斤.清潔用品1箱

50371 木柵救千宮 白米800斤

50372 吳志成先生 白米50斤

50373 吳志宏先生 白米50斤

50374 吳燕玲女士 白米50斤

50375 黃永忠先生 白米50斤

50376 張振三先生 魚12尾

50377 馬李伉窕女士 布偶2隻

50378 陳淑卿女士 清潔用品20瓶

50379 廖仙領女士 餅乾2箱

50380 廖冬領女士 餅乾1箱

50381 邱子憶女士 春子5斤

50382 陳九分先生 白米100斤

50383 陳亭妃女士 白米100斤

50384 詹素蓉女士 白米100斤

50385 周雪櫻女士 白米100斤



50386 陳文全先生 白米100斤

50387 陳銀釵女士 白米100斤

50388 楊明科先生 白米100斤

50389 好菜的店 冬瓜2條

5039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39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392 台北市大衛營生活藝術協會 隨身碟20個.清潔用品14瓶

50393 火星基地商行 餅乾10盒

50394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0395 勝昌食品(有) 白米200斤

50396 無極濟世天宮 餅乾3袋

50397 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

50398 傅秀桃女士 白米50斤

50399 善心人士 二手衣1袋

50400 非要整合行銷 彩色筆.蠟筆各30個

50401 宋先生 白米100斤

50402 王幸基.鄭吳香.黃美雲.黃秀珍 年菜.餅乾7盒

50403 台北市福佑宮 白米2000斤

50404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50405 新莊新泰郝小妹 紅茶74杯.麵包67個.Q餅200個

50406 蔡碧華女士 白米100斤

50407 陳威帆先生 清潔用品1箱

50408 董葦彤小姐 手套.圍巾42份

50409 林志龍先生 照明燈1個

50410 黃豐鑑.黃崇書先生 白米100斤

50411 廖德貴先生 白米500斤

50412 邱冠華先生 蓮霧1箱

50413 劉恩宇先生 紙尿褲1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