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4年9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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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81 淡水玄真宮福田會 白米500斤

51382 淡水玄真宮 白米100斤供品30份.餅乾1袋

51383 台灣雙和慈安福田會 白米500斤.乾糧.供品

51384 柯福企業有限公司 白米750斤

51385 興雅里辦公室 供品20包

51386 台北市下塔悠福德爺宮 白米800斤

51387 洪聖勳先生 三明治144個

51388 民權里辦公室 白米100斤

51389 子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100斤

51390 信義企業天下園區管委會 白米50斤

51391 廣春盛建設(股) 白米40斤.餅乾2箱.飲料5箱.柚子1袋

51392 黃玉桃女士 白米100斤.餅乾2箱

51393 懷憶停 食品1批

51394 林真庭女士 白米12斤

51395 巫慶福先生 白米50斤

51396 妙法宮 供品20份

51397 謝保林先生 米粉5箱

51398 佛教菩提慈善基金會 白米500斤

51399 西湖市場 白米550斤

51400 華西街商場 白米650斤

51401 廖韋彤先生 雞蛋1箱

51402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1403 葉錦雯女士 白200斤

51404 游林玉珠女士 白米20斤.米粉5包

51405 玉敦宮 白米40斤

51406 新莊賢德宮 白米200斤

51407 廖宥榮先生 白米20斤

51408 蔡依珊女士 白米20斤

51409 中華民國慈音功德會 白米100斤.供品1批

51410 廖美娟女士 白米20斤

51411 廖仁銘先生 白米20斤

51412 潘周梅子女士 肉燥7斤

51413 興龍宮 白米100斤

51414 台北無極天道監修宮 白米360斤.沙拉油4箱

51415 東南宮 白米200斤

51416 百年獅子會 白米1550斤.供品13箱

51417 李龍傳先生 仙草奶凍25碗

51418 黃美玉女士 仙草奶凍25碗

51419 板橋北巡孝弦宮 白米300斤

51420 永吉福德宮 食品44袋

51421 李小姐 白米50斤



51422 朱文沁先生 十穀粉12罐

51423 吳禮美女士 餅乾4袋

51424 游林玉.鄭又綾先生 白米12斤

51425 刑事警察局 花生糖24盒

51426 許文筆先生 白米50斤

51427 黃品仁先生 白米50斤

51428 謝鴻隆先生 白米50斤

51429 賴金波先生 白米50斤

51430 謝鴻松先生 白米25斤

51431 林志青先生 白米100斤

51432 無極天恩宮 白米500斤.食品1批

51433 無極龍鳳宮 白米455斤.供品1批

51434 太上道福功德會 白米240斤

51435 台北府城隍廟 白米350斤.供品1箱

51436 文殊堂 白米1100斤.物資1.5桌

51437 許師姐 白米100斤.供品1箱

51438 王母瑤池宮 白米300斤.供品1箱+10盒

51439 蕭園文 白米100斤

51440 劉喜雀女士 白米100斤

51441 旗山五龍鳳山寺濟公禪寺 白米100斤

51442 謝保林先生 白米200斤

51443 謝李麗梅女士 白米200斤

51444 黃建義先生 飲料10箱

51445 張素玲女士 蛋1箱.營養麵1包

51446 吳嫦娥女士 飲料1箱

51447 社團法人台北市生命愛心協會 床包42床

51448 彭巧君女士 衛生紙2箱

51449 東鉅美食 白米100斤

51450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1451 連聖宮 白米50斤.油2箱.泡麵13箱

51452 葉俊國先生 枕頭2個

51453 林芷庭女士 枕頭1個

51454 宋冠瑩女士 枕頭1個

51455 河美社區 白米500斤

51456 陳芃女士 衛生棉6袋.洗衣精3瓶

51457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手套2盒.垃圾袋3袋

51458 三峽無極紫龍宮 白米180斤.食品1批

51459 西玄宮 白米380斤.餅乾1批.飲料3箱

51460 杜哲宗.林苡楨先生 甜點40份

51461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1462 財團法人松山慈祐宮 中元祭品100包

51463 鼎晟不動產開發(股) 白米410斤.罐頭30個

51464 柯文福先生 麵10包

51465 明安慈惠堂 白米100斤



51466 龍鳳宮 白米400斤

51467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500斤.供品19箱

51468 三重北巡府 白米350斤

51469 全球廚具 白米100斤

51470 任聰合先生 白米50斤

51471 廖志鴻先生 白米100斤

51472 蔡其樺先生 白米50斤

51473 馮千陽先生 麵條50斤

51474 李哲宇先生 雞骨1包

51475 有誠(股) 白米800斤

51476 車層景福宮 供品50份.米粉6箱.雜糧4箱

51477 台北市福佑宮 白米1500斤

51478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 辦公家具1批

51479 社團法人台北市聖慈宮 麵44包.餅乾2箱.供品2份

51480 邱子憶女士 吻仔魚5斤

51481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1482 此乃宮.陳世森先生 糖果1袋

51483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1484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1485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1486 陳秀鳳女士 白米10斤.油1瓶.2瓶

51487 郭崇信先生 白米5斤.油1瓶.2瓶

5148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489 陳世仁先生 白米50斤

51490 霞海城隍廟 白米900斤.供品15箱

51491 士林慈誠宮 白米2100斤

51492 圓山地藏庵 白米650斤

51493 何吳梅女士 白米100斤

51494 台北市普濟寺 白米300斤.餅乾2'箱

51495 王建興先生闔家 白米15公斤

51496 謝馨儀女士 白米6公斤

51497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1498 黃志豪先生 白米5公斤.油.水1瓶

51499 何宇恩先生 飲料1箱.舊衣3件

51500 熊爸早午餐 三明治11份

51501 孫婉淋女士 白米50斤

51502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1503 張智洋先生 舊衣2袋

51504 三峽興隆宮媽祖廟 白米500斤.禮盒40份

51505 松山奉天宮 禮盒40盒

51506 善心人士 柚子10箱

51507 集馨愛心社 日用品.食品2箱

51508 邱子憶女士 春子.三角魚8斤

51509 黃先生 男外套1件



51510 善心人士 柚子5箱

51511 樺霖有限公司 鳳梨酥10盒

51512 三條路福德宮 供品8包

51513 吳李阿吻女士 洗髮精24袋

51514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水果2箱.月餅2盒.魚酥7袋.蛋捲3盒.花生糖4盒

51515 白沙屯扶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1516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51517 張旺欉先生 白米50斤

51518 新北市佛理慈善功德會 供品30袋

51519 陳毓襄女士 衣架6把

51520 葉先生 白米40斤.生鮮食品2袋牛奶5罐.清潔用品.食品各2箱.衛生紙2串.洗衣粉5袋

51521 善心人士 存錢筒20個

51522 黃美雲女士闔家 柚子20粒.月餅40顆.葡萄3包

51523 明全洗衣店 二手衣2袋

5152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1525 善心人士 沙拉油3公升裝10桶

51526 慈愛精舍 白米300斤.米粉3箱

51527 黃建銘先生 養樂多600瓶

51528 公益信託富味鄉百川社會福利基金白米100斤

51529 習義鵬先生 白米5斤

51530 行政院環保署 月餅1盒

51531 弘遠國際餐飲 食品1批

51532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月餅10盒

51533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營養麵4包

51534 台北市三重自強慈善會 白米400斤供品1批

51535 詳宇工程有限公司 餅乾10盒

51536 謝馥徵先生 水餃500粒

51537 葉富國先生 床包.毛毯.枕頭44套.棉被22件

51538 黃吳凡先生 棉被22件

51539 朱先生 罐頭6個.泡麵2包.餅乾1包.衣服8件.衛生紙2串

51540 黃璽蓉.黃秋月女士 專用垃圾袋1包

51541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51542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水果3箱.油3箱

51543 習義鵬先生 白米10斤.油1桶

51544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50斤

51545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1546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1547 羅國佑先生 白米50斤

51548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1549 吳韋漢.張碧珊先生 白米100斤

51550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1551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51552 三鳳宮管委會 白米100斤

51553 林敏玉女士 鳳梨酥１０盒



51554 周小姐 有機蛋

51555 吳秀卉女士 白米30斤

51556 順億誠 白米30斤

51557 一群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薏仁2斤.綠豆4斤

51558 正安扣具(股) 白米570斤

5155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蛋10斤

51560 中國國民黨身心障礙者保護基金會 月餅禮盒30盒

51561 李新庸先生 綠豆椪42個

51562 一鳴有限公司 鳳梨酥禮盒

51563 國家實驗所 水果1箱

51564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1565 鎮金殿管委會 白米650斤.食品3件.飲料1箱

51566 刑事警察局 牛札糖15盒.月餅6盒

51567 豪野企業有限公司 松阪豬肉4箱

51568 黃先生 禮劵12張

51569 梧州街頂級甜不辣 白米50斤.沙拉油2瓶

51570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51571 陳雨璇.陳妍菡 環保垃圾袋4袋

51572 謝桂英女士 衛生紙24包.餅乾6盒

51573 劉春女士 洗衣粉.沐浴乳各1袋

51574 雄爸早餐 三明治11個

51575 邱子憶女士 秋刀魚8斤.香魚1件

51576 中庄仔福德宮 白米2000斤

51577 蘇先生 烤布丁41個

51578 葉魏鳳女士 零食1袋

5157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58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581 黃聖勳餅店 三明治264個

51582 港式燒餅 16盒

51583 無名氏 白米100斤

51584 無名氏 白米50斤

51585 無極濟世天宮 白米20斤

51586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禮盒9盒









白米40斤.生鮮食品2袋牛奶5罐.清潔用品.食品各2箱.衛生紙2串.洗衣粉5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