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4年10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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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87 呂明璁先生 白米100斤

51588 行政院環保署 蛋捲2盒

51589 行政院環保署 蛋捲2盒

51590 行政院環保署 柚子1箱

51591 周語洹先生 白米50斤

51592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1593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1594 三重玄聖殿 白米200斤.麵30斤.餅乾5箱

51595 謝桂英女士 衛生紙2串

51596 劉人瑋先生 麵條1箱

51597 李振昌先生 白米400斤.油5桶.麵1箱.香菇1大包.蝦仁5斤.調味品

51598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1599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51600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1601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1602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1603 潘祐宗先生 肉醬6.5斤

51604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51605 湯文燦先生 白米50斤

51606 行政院農委會 水梨4盒

51607 順億誠 白米30斤

51608 林國添先生 白米50斤

51609 謝桂英女士 衛生紙2串

51610 王緯宸先生 紙尿褲3袋

51611 松山慈祐宮 白米600斤.麵250斤

51612 朱心慈女士 白米100斤.肉25斤

51613 曾明泉先生 白米100斤.沙拉油1桶

51614 詹鎵禎先生 白米50斤

51615 房芷彤房亭旭.房瀞人先生 白米100斤

51616 陳花先生 衛生棉24包

51617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1618 黃榮源先生 白米400斤

51619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1620 艋舺行德宮 白米100斤

51621 馬來西亞商食益補國際公司 月餅4盒

51622 曾公子 成人紙尿褲20包.垃圾袋3包.手術用手套2盒

51623 謝明哲.謝旺諭.謝禮安等5人 白米50斤

51624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白米600斤.食品1批

51625 中庄仔福德宮 供品19盒

51626 許富子女士 白米260斤

51627 黃秋月.黃爾蓉女士 專用垃圾袋1包



51628 謝桂英女士 餅乾8包

51629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1630 林志航先生 白米50斤

51631 謝桂英女士 乖乖2袋.沙其瑪1盒

51632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51633 芊芊 羊奶饅頭3盒

51634 潔美專業氣出美容 羊奶饅頭2盒

51635 極鱻刷刷鍋 羊奶饅頭1盒

51636 有機豆花冰品專賣 羊奶饅頭1盒

51637 PCB汽車店 羊奶饅頭2盒

51638 廖素蓉女士 羊奶饅頭4盒

51639 凌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羊奶饅頭2盒

51640 快樂女木匠 羊奶饅頭1盒

51641 黃威翰先生 羊奶饅頭1盒

51642 黃光佑先生 尿布1箱

51643 梁尚昌先生 白米3斤

51644 正妹包子店 包子1箱

51645 張素玲女士 蛋1箱.營養麵4包

51646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1647 威立潔環保事業有限公司 白米250斤

51648 邱子憶女士 三角魚5斤

51649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1650 鎮金殿社區 白米500斤

51651 周濟言先生 白米100斤

51652 蘇伯蓉女士 白米50斤

51653 李俊宏先生 成人紙尿褲2袋

51654 謝桂英女士 乖乖2袋.沙其瑪1盒

51655 創兆行 洗衣粉1箱

5165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1657 福景宮 食品罐頭9箱

51658 謝桂英女士 沙其馬6包

51659 寶島波蘿團 冰品50個

51660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51661 特力集團 白米350斤

51662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51663 卓紅緞女士 麵條4箱

51664 郭金鐘.郭莊晚先生 白米50斤.沙拉油2桶

51665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51666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基金會 濕紙巾5箱

51667 張秀珍女士 白米350斤.沙拉油4桶

51668 邱子憶女士 魚1件.紅魚2隻.蝦丸5斤

51669 李木哖女士 麵條1箱

51670 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150斤



51671 財團法人永瑞慈善基金會 清潔劑4箱

51672 此乃宮 糖果35包

51673 雄爸早餐 三明治11個

51674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51675 漢峰足道養生館 餅乾.糖果各1袋

51676 謝桂英女士 餅乾8包

51677 羅呂幼女士 白米100斤

51678 羅國祐先生 白米100斤

51679 此乃宮 冬粉60包.玉米棒1袋

51680 世世環宇國際媒體(股) 萬聖節髮飾10個

51681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51682 吳憲忠先生闔家 白米250斤

51683 宮陳愛女士 白米50斤

51684 張永勳先生 書籍1套

51685 張台祥先生 白米24斤

51686 柳秀桃女士 白米24斤

51687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168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68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690 惠生慈安宮 餅乾1箱

51691 靜心居 三明治50個

51692 松山慈祐宮 白米1000斤

51693 洪江阿晚女士 白米300斤

51694 周博鴻.周永睿先生 白米100斤.油飯20斤

51695 王邦基先生 白米50斤

51696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200斤

51697 王偉臣先生 白米50斤

51698 王郁棠先生 白米50斤

51699 王薇雅女士 白米50斤

51700 王薇琦女士 白米50斤

51701 王薇毓女士 白米50斤

51702 徐先生 白米50斤

51703 中華民國全球元中大慈協會 壽桃.壽麵各1箱



白米400斤.油5桶.麵1箱.香菇1大包.蝦仁5斤.調味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