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4年4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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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62 黃榮源先生 白米400斤

50663 徐金台先生 白米60斤

50664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0665 財團法人麥氏新東陽基金會 豬肉乾50包

50666 李小姐 白米50斤

50667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0668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0669 鄭仁和先生 麵條3箱

50670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0671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50672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50673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0674 徐先生 白米50斤

50675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0676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0677 新北市五工菩薩慈善會 白米100斤.餅乾1批

50678 張雅涵女士 環保垃圾袋1包

50679 台灣I麥可友誼與關懷協會 白米5斤.衣服3件

50680 張素玲女士 奶粉4包

50681 何沛穎女士 西瓜2個清潔用品49個

50682 周博鴻.周永光先生 素油飯20斤

50683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50684 善心人士蕭小姐 白米100斤

50685 游林玉珠女士 牛奶5瓶

50686 台北聖慈宮 餅乾100個

50687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1.5斤

50688 蕭罔市 白米100斤

50689 邱子憶女士 蝦子.竽頭丸10斤

50690 沈莉羚女士 白米10.4斤

50691 佛教慈濟基金會 紙尿褲6包

50692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0693 游林玉珠女士 奶粉4瓶

50694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50695 張素玲女士 奶粉4包

50696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069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698 善心人士 水果1箱

50699 葉先山先生 米粉1箱



50700 陳叡翰先生 蔬菜1批

50701 李品軒先生 衛生紙4袋

50702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手套2盒.專用垃圾袋3包

50703 MARS火星浪BAR 白米9斤.奶粉3罐.蔬菜2袋

50704 謝明哲.謝旺諭.謝明哲.吳秋指先生白米50斤

50705 福景宮 白米1000斤

50706 購物鑫樂園 洗衣粉1箱

50707 中和聖恩宮李春花女士 白米300斤.蔬果7箱

50708 中和聖恩宮鄭陳滿女士 白米100斤

50709 中和聖恩宮鄭月雅女士 白米50斤

50710 中和聖恩宮武張孝慈女士 白米50斤

50711 中和聖恩宮武陳國豐先生 白米100斤

50712 張素玲女士 OAK全脂奶粉4包

50713 游林玉珠女士 牛奶5瓶

50714 陳美枝女士 日本拉麵1箱

50715 劉建宏先生 麵1箱

50716 財團法人秀春教育基金會 肉包100個

50717 謝小武先生 冷凍包子50個

50718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白米120斤.食品一批

50719 邱子憶女士 春子魚5斤

50720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350斤

50721 林長達先生 麵包51個

50722 張之玟小姐 日用品一批

50723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0724 佳安旅行社 食品8箱

50725 黃志成先生 白米100斤

50726 徐日接先生等3人 白米50斤

50727 春一股份有限公司 甜甜圈19個

50728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50729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50730 陳治本先生 白米50斤

50731 呂李幼女士 白米50斤

50732 羅國右先生 白米50斤

50733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0734 慈祐宮 白米200斤.供品20箱

50735 李俊宏先生 成人紙尿褲48包

50736 李柏勒女士 白米50斤

50737 衍慶殿 麵包100個

50738 游林玉女士 牛奶5瓶

50739 跑兒園成長班 紙尿褲1箱.二手薄被1件



50740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1.5斤

50741 陳睿杰先生 白米150斤.油.醬油.米粉各1箱

50742 官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50743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紅豆1.5斤

50744 中和金山禪寺 白米400斤.米粉2箱包子60個

50745 羅濠州先生 白米3斤

50746 駱志楊先生 白米60斤

50747 李書賢先生 白米15斤.食品1箱

50748 張素玲女士 奶粉4包

50749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0750 台灣斯巴克環保(股)公司 白米1000斤

50751 吳老師 鮮豆漿100瓶

50752 蘇匯娟女士 鮮豆漿100瓶

50753 黃偉容先生 鮮豆漿100瓶

50754 陳明碩先生 鮮豆漿100瓶

50755 蔡麗華女士 鮮豆漿100瓶

50756 楊桂卿女士 鮮豆漿100瓶

5075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75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75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760 喬先生 養樂多60瓶

50761 陳吳粉女士 西瓜5顆

50762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0763 陳睐鈞女士 白米800斤.清潔用品10桶.番茄醬2箱.砂糖.鹽

50764 王桂香女士 羊奶饅頭10盒

50765 王信夫先生 羊奶饅頭20盒

50766 善心人士 羊奶饅頭10盒

50767 曾昱超先生 白米12斤

50768 善心人士 雞蛋4箱

50769 游林玉珠女士 鮮奶3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