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4年6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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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82 林正雄先生

白米40斤.麵條60包.

50883 漪方形象顧問有限公司

沐浴精24瓶.洗髮露23瓶

50884 黃鈺銘先生

小玉西瓜5顆

50885 吳居山先生

小玉西瓜5顆

50886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50887 周忠高先生

麵條80斤

50888 葉張款女士

白米100斤

50889 陳怡如女士

紙尿褲8包

50890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0891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0892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0893 善心人士

白米60斤.油1箱

50894 游林玉珠女士

牛奶5瓶

50895 林韋彤女士

油19瓶

50896 吳粉女士

西瓜5顆

50897 善心人士

水果5袋

50898 台灣星錡實業有限公司

白米25斤

50899 曾珮瑜女士

白米25斤

50900 謝明哲.謝旺諭先生

白米50斤

50901 靜心居

泡麵12箱

50902 李振昌先生

白米400斤.麵2箱.油3瓶.香菇2斤.蝦皮1包.胡椒粉6盒

50903 邱清在先生

白米150斤.餅乾.水果.飲料各1箱

50904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0905 董惠欣女士

保鮮膜6個衛生棉16包

50906 王玉姿女士

粽子200個

50907 熊爸早餐

三明治19個

50908 陳弘欽先生

白米15斤.油5瓶魔術靈12瓶.牙膏6條.洗衣粉.漂白水4瓶

50909 楊國碩先生張曼凌女士

白米50斤

50910 清雲寺

粽子100個

50911 無極濟世天宮

水果1批.餅乾2袋

50912 名彥資訊科技(股)

麵包1批

50913 黎先生

清潔用品6桶.沐浴用品1大袋

50914 熊爸早餐

三明治5個

5091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0916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50917 柯俊宇先生

餅乾6袋

50918 善心人士

粽子12盒

50919 劉和棋.劉祥濠先生

白米50斤

50920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垃圾袋.手套各3包

50921 公益信託富味鄉百川社會福利基金會
白米100斤
50922 張棋大德

白600斤

50923 邱子憶女士

魚5斤

50924 游林阿玉女士

牛奶6瓶

50925 林劉吉女士

水果.餅乾各1箱

50926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0927 陳小姐

白米120斤

50928 蔡鎮宇先生

三明治15個

50929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飲水機.冰箱.液晶電視.熱水爐各2台

50930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床墊40床.餐椅150張.餐桌24張.圓桌3張.沙發椅4組扶手椅40張

50931 林貞伊.辛成裕.王幸基先生

水果3袋

50932 林金寶先生

白米300斤.清潔用品34包

50933 蔡鎮宇先生

三明治16個

50934 行政院環保署

肉粽20個

50935 林長達先生

麵包50個

50936 盛麗君女士

白米15斤

50937 柳玉柔女士

白米15斤

50938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0939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0940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0941 賈偉華先生

大西瓜8顆

50942 台北國稅局

鳳梨酥7盒

50943 善心人士

水果1盒

50944 無極濟世天宮

西瓜1顆.蘋果1袋

50945 名彥資訊科技(股)

麵包30份

50946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0947 華夏義工協會

粽子80個

50948 善心人士

二手衣物1箱

50949 黃秋樺先生

肉粽大.小50個

5095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0951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50952 受玄宮

白米100斤

50953 善心人士

養樂多60瓶

50954 楊國碩.張曼玲女士

白米50斤

50955 蔡銘坤先生

肉包50個

50956 吳聰杰先生

洗髮精20瓶

50957 善心人士

養樂多200瓶

50958 吳憲忠先生

白米100斤

50959 吳玳慶先生

白米100斤

50960 張聰敏先生

白米100斤

50961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洛神花1包

50962 蕭小姐

白米100斤

50963 廖希文先生

喜餅10盒

50964 三喜水產有限公司

芒果3箱

50965 內政部警政署

水果禮盒5盒.貢糖1盒.粽子1串

50966 伯朗咖啡(股)

粽子10盒

50967 新東陽基金會

肉鬆2箱.肉醬3箱

50968 廖秀月女士

白米50斤

50969 葉仲興先生

白米40斤

50970 蔡鎮宇先生

三明治14個

50971 台北聖公媽廟管理委員會

白米100斤

50972 行德宮

餅乾8袋

50973 游林玉珠女士

牛奶.優酪乳各3瓶

50974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0975 林億誠先生

白米30斤

50976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0977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0978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清潔用品7箱.成人紙尿褲3箱

50979 刑事警察局

水果5盒

50980 林靜暉先生

粽子46個

50981 曾家瑜女士

粽子50個

50982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50983 名彥資訊科技(有)

麵包20個

50984 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

50985 邱子憶女士

旗魚卷.蝦丸各5斤

50986 熊爸早餐店

三明治8個

50987 陳春女士

白米50斤

50988 謝馥徽小姐

水餃500個

50989 吳李阿吻女士

洗髮乳20罐

50990 謝小武先生

包仔50個

50991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0992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0993 羅國佑先生

白米50斤

50994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麵條4小包

50995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50996 郭雲龍先生

養樂多800瓶.果汁120瓶

50997 游林玉珠女士

牛奶4瓶

50998 陸商電子有限公司

白米140斤

50999 環南市場甲棟919

青菜4袋

51000 林嘉言先生

水果餅乾各1袋芒果2箱

51001 均悅有限公司

布丁60個

51002 林鉞展先生

白米500斤

51003 蘇柏賢先生等3人

麥片20公斤

51004 吳榮進先生等2人

麥片20公斤

51005 王先生

白米40斤

51006 潘天官先生

肉醬6斤半

51007 曾昱超先生

白米12公斤

51008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51009 刑事警察局

水果6盒

51010 廖毓嬌女士

白米50斤

51011 吳憲忠先生

白米100斤

51012 吳姍燁女士

白米30斤

51013 吳芷萍

白米30斤

51014 吳宛儒女士

白米30斤

51015 田珮縈.蔡宇柔.蔡瑀彤女士

白米100斤

51016 黃麗穎女士

紙尿褲30包.毛巾60條

51017 鄭禮通先生

西瓜7個

51018 名彥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麵包21個

51019 賴銘利先生

白米10斤.洗髮精2瓶

51020 陳澐樺女士

奶粉.沐浴乳各2瓶.白米8斤

51021 詹秉冀先生

布娃3支.尿布1箱

51022 李書賢先生

食品2袋

51023 陳妍函女士

專用垃圾袋4包.牛奶2瓶

5102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02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02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027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麵條1包

51028 曾俊傑.曾妍熙.曾吉先生

白米100斤

51029 陳蒼祿先生

白米50斤

51030 張育瑞先生

白米50斤

51031 魏郁蓁女士

白米50斤

51032 詹寬仁.詹余幼校先生

白米2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