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4年3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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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54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600斤.油7箱.泡麵8箱餅乾3箱

50555 森霸電力(股)沈世宏董事長 糖村禮盒2盒

5055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557 善心人士 白米35斤

5055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50559 宋貞毅先生 白米100斤

50560 李彥宗先生 衛生紙1箱

50561 賴棟財先生 米粉2袋

50562 張育群.蔡佳妤鄭小姐 火鍋料2箱日用品3箱

50563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0564 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50565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0566 快樂美式餐廳 漢堡套餐60分

50567 一群善心人士 白米350斤.紅豆.糖.黑米各10斤

50568 邱文正先生 白米100斤

50569 邱冠華先生 小蕃茄1箱

50570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50571 瘋果子有限公司 蛋糕120粒

50572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0573 楊國碩.張嫚凌女士 白米50斤

50574 謝明哲先生 白米50斤

50575 張素玲女士 奶粉4包

5057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577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50578 葉定華先生 蛋2箱.麻糬1箱

50579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0580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50581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50582 李振昌先生 白米400斤.調味品43瓶.蝦皮10斤

50583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0584 松山奉天宮 餅乾28箱

50585 無極濟世宮 水果10袋.餅乾2袋

50586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手套3盒.垃圾袋3包

50587 集安宮 白米600斤

50588 李俊宏先生 紙尿褲3箱.48包

50589 艋舺龍山寺 沙拉油200瓶

50590 靜心居歡喜素食 三明治70個.二手家電4個

50591 賴佑瑋先生 二手腳踏車1台

50592 游麗娟女士 白米100斤

50593 游國楨先生 白米100斤

50594 余家惠先生 白米100斤



50595 張孝亨先生 清潔用品21個

50596 洪先生 白米100斤

50597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5059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50599 潘重光.陳稚琇先生 白米21斤

50600 昇宏國際(股) 洗髮精2箱

50601 善心人士 水餃7盒

50602 錢櫃商業大樓 成人紙尿褲7包.洗衣粉2包.衣架.5個

50603 張國耀先生 舊衣1袋

50604 劉美花女士 白米50斤

50605 林劉吉先生 白米50斤

50606 劉願明女士 洗衣機2台

50607 陳王麗華女士 奶粉1箱

50608 員新實業有限公司 上衣50件

50609 沈裕豐先生 上衣60件

50610 陳建龍先生 上衣30件

50611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0612 台北市照顧生命協會 白米250斤.沐浴用品12個.燕麥7箱

50613 王健信先生 鳳梨酥60個

50614 台北市永靜廟 白米200斤

50615 喬先生 飲料60瓶

50616 鄭佳女士 發票142張

50617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1.42斤

50618 受玄宮 白米100斤

50619 承天禪寺 白米111斤.麵條9袋.油1瓶.麵1盒

50620 吳韋漢先生 白米50斤

50621 張燕萍女士 白米50斤

50622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0623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0624 羅小姐 白米50斤

50625 吳秀娟女士 蛋糕60個

50626 王語彤女士 菜10斤

50627 李淑女女士 百頁10斤

50628 公益信託富味香百川社會福利協會白米100斤

50629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5063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0631 謝馥徽女士 水餃1箱

50632 林佩蓉女士 壽桃2袋

50633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50634 潘天官先生 肉醬6斤半

50635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50636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0637 游林玉珠女士 鮮乳4瓶

5063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63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640 陳秉均先生 紅豆1箱

50641 黎哲宏.呂靜如女士 清潔用品7罐

50642 游林玉珠女士 鮮乳1瓶

50643 蕭美櫻女士 書童1箱.洗髮精1箱

50644 蘇聖喆先生 白米50斤

50645 蘇萬福先生 白米50斤

50646 王瀞儀女士 戲票10張

50647 無極濟世天宮 水果.餅乾1批

50648 余婕.潘錦麟先生 白米50斤

50649 新莊新泰路 飲料100唄.Q餅507個

50650 新莊新泰路 菜1箱

50651 歐陽璽女士 巧克力6盒

50652 李隆傳先生 仙草奶凍50碗

50653 黃美云女士 仙草奶凍50碗

50654 施欣儀女士 蘇打餅乾2箱

50655 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250斤.沐浴用品12個.燕麥7箱

50656 房芷彤.瀞文.亭旭先生 白米100斤

50657 詹鎵禎先生 白米50斤

50658 朱心慈女士 白米100斤.腿肉25斤

50659 曾明泉先生 白米100斤.沙拉油1桶

50660 蔣凱文先生 白米50斤

50661 蔡宜臻.林品宏先生 食品8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