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4年7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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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33 邱子憶女士 鯖魚7斤

51034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1035 游林玉珠女士 牛奶4瓶

51036 善心人士 水果1袋

51037 福泰師姐等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

51038 神奇鼓娛樂有限公司 T恤50件

51039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1040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鮮全脂236g60瓶

51041 名彥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麵包28個

51042 蘇柏賢等3人 廚房用品一批

51043 王錦麗.吳凱芸 廚房用品一批

51044 善心人士 曬衣架1駔

51045 善心人士 曬衣架1駔

51046 善心人士 曬衣架1駔

51047 善心人士 曬衣架1駔

51048 善心人士 曬衣架1駔

51049 善心人士 曬衣架1駔

51050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51051 豪野企業有限公司 鴨肉串5箱

51052 車距美食 白米50斤

51053 霞海城隍廟 白米1050斤.食品一批

51054 雄爸早餐 三明治8個

51055 張明芳.吳博誠先生 白米50斤.T恤50件

51056 南汐無上宮 廚房用品1批

51057 雄爸早餐 三明治8個

51058 陳靜儀女士 食品1批

51059 善心人士 清潔用品1批

51060 環保署 火龍果1箱

51061 東呷牛肉麵 羊奶饅頭7盒

51062 王建業 羊奶饅頭20盒

51063 環保署 火龍果1箱

51064 潘怡佳 白米20斤

51065 游林玉珠女士 牛奶3瓶

51066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鮮奶40瓶.優酪乳60瓶

51067 曾家福先生 白米50斤.油1桶.鹽1包

51068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51069 台灣優質生命協會 呷七碗植物奶20盒

51070 梅含芳女士 芒果2箱

51071 熊爸早餐 三明治11個

5107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1073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107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075 麗富康寶貝家族 床包.毛巾42組洗衣粉(精)62包.牙膏5條

51076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垃圾袋3包手套3盒

51077 李先生 白米400斤.乾貨1箱

51078 環島行善團 養樂多2袋

51079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1080 陳瑩珍女士 乾貨餅乾2袋

51081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麵條4包

51082 邱子憶女士 魚7斤

51083 黃洪不池女士 餅乾2箱

51084 游林玉珠女士 牛奶2瓶

51085 漢典食品有限公司 火鍋料32包

51086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1087 萬華代天宮 白米100斤

51088 陳林文子女士 尿布2箱.肉鬆20個

51089 代天宮 白米300斤

51090 味全食品工業(股) 鮮奶40瓶.優酪乳60瓶

51091 中 國大眾康寧互助會 單槍投影機電動布幕1組

51092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50斤

51093 板橋妙法 飲料15箱.米粉麵3箱

51094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51095 李木哖女士 麵條1箱

51096 熊爸早餐 三明治11個

51097 黃榮源先生 白米400斤

51098 財團法人永瑞慈善事業基金會 白米40公斤.紙尿褲24包.清潔用品1批

51099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1100 陳佳蓉女士 白米50斤

51101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1102 林國玉女士 毛巾48條

51103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7箱

51104 吳韋漢先生 白米50斤

51105 張碧珊女士 白米50斤

51106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1107 羅國佑先生 白米50斤

51108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1109 劉柏廷劉力誠先生 白米672斤

51110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五木麵條4包

51111 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白米200斤

51112 林正順先生 白米200斤

51113 貳樓餐廳 漢堡60個

51114 楊國碩.張嫚湲女士 白米50斤

51115 林長達先生 麵包50個



51116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51117 趙政儀女士 白米18公斤

51118 賀建銘先生 白米18公斤

51119 味全食品(股) 鮮奶60瓶.優酪乳40瓶

51120 宏盛建設(股) 白米1400斤

51121 王建興先生闔家 白米18斤

51122 謝馨儀女士 白米6斤

51123 公益信託富味鄉百川社會福利基金會白米100斤

51124 李訓旻先生 空心菜1件

51125 周濟言先生 白米100斤

51126 蘇柏蓉女士 白米50斤

51127 葉先山先生 米粉1箱

51128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51129 戴雯文女士 白米100斤

5113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131 廖祥程先生 麵包1袋

51132 善心人士 鍋貼60個

51133 馬睿哲先生 清潔用品.食品1袋

51134 廖宏瑞先生 白米20斤

51135 廖蔡阿花女士 白米20斤

51136 廖妤溱女士 白米20斤

5113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13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139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1140 邱子憶女士 赤鯮5斤.鱸魚4隻

51141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嬰兒柔濕巾5箱

51142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1143 詠燦實業有限公司 白米300斤

51144 味全食品(股) 鮮奶40瓶.優酪乳60瓶

51145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51146 林世和先生 枕頭6個.衛生紙2串.肉鬆6罐

51147 齊一興業開發有限公司 白米24斤.二手玩具

51148 新莊新泰格子Q 格子Q餅232個.紅茶30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