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4年11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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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04 艋舺啟天宮

白米500斤.衛生紙6箱

51705 黃璽蓉.黃秋月女士

環保垃圾袋1包

51706 陳先生

清潔用品1箱

51707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170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蛋9斤

51709 潘周梅子女士

肉燥6.5斤

51710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麵4包

51711 善心人士

背包6個

51712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1713 葉錦雯女士

白米100斤

51714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1715 欣舒密國際有限公司

毛毯41件

51716 陳美枝女士

金蘭醬油12罐

51717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嬰兒柔濕巾5箱
51718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200瓶

51719 周濟言先生

白米100斤

51720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51721 邱子憶女士

赤鯮5斤

51722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51723 精英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平板30台

51724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1725 詹偉民先生

日用品一批

51726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1727 蔡添妹小姐

白米25斤

51728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1729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1730 無極慈靜院

食品一批

51731 承天禪寺

白米100斤食品一批

51732 曾公子

手套2盒.環保垃圾袋3包.紙尿褲20包

51733 台灣寶島義工隊

洗衣精2桶

51734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1735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173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營養麵4包

5173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738 善心人士

食品3袋

51739 陳蕙芬女士

白米50斤

51740 善心人士蕭小姐

白米100斤

51741 張育瑞先生

白米50斤

51742 謝定子先生

白米250斤

51743 魏紫林先生

白米50斤

51744 廖阿蜜女士

白米50斤

51745 魏郁蓁女士

白米50斤

51746 張嫣蓁女士

白米50斤

51747 張妤柔女士

白米50斤

51748 張汎德先生

白米50斤

51749 張宏恩先生

白米50斤

51750 三喜印刷.勇順印刷

紙尿褲8箱

51751 睿紳地政事務所

白米635斤.麵條5箱.餐包10袋

51752 貳樓餐廳

漢堡60個

51753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1754 武林文創公司

運動上衣3件

51755 潘奇琳女士

運動褲3件

51756 黃俊傑先生

專用腰帶3條

51757 盧淑真女士

報名費3名

51758 陳國強先生

台中- 比賽單程車資3名

51759 陳憶菲.陳憶雯女士

清潔用品2箱

51760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沙拉油3罐.水果4箱.麵50包.餅乾2箱

51761 劉人瑋先生

金蘭6瓶

51762 陳素琴女士

麵包8條

51763 行政院農委會動保局

甜柿3箱

51764 艋舺龍山寺

沙拉油200瓶

5176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766 陳怡如女士

捕蚊燈2個.保潔墊4個

51767 邱子憶女士

赤鯮5斤

51768 熊爸早餐

三明治11個

51769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1770 此乃宮

餅乾2袋.糖果1包

51771 黃志成先生

白米50斤.蛋15斤

51772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1773 陳泓錡先生

白米25斤.糖果餅乾各1包

51774 劉和棋.劉祥濠先生

白米50斤

51775 凱耀國際物流

鞋子1批

51776 吳幸珠小姐

白米50斤

51777 湯鎮權先生

舊電腦2台

51778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51779 四平饅頭店

饅頭1箱

51780 楊禎煌.高文琪女士

食品1箱

51781 薛均仁先生

包大人紙尿褲7箱

51782 華南產險

人氣墊40條.便當盒25個

51783 蘆洲天寶宮

食品1批

51784 李振昌先生

白米400斤.油5桶.調味品1批

51785 謝淑慧女士

專用垃圾袋12包

51786 詹寬仁.余幼枝先生

白米200斤

51787 李品妍女士

水餃1000粒

51788 福泰師姐 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

51789 日為貿易有限公司

麥片90盒

51790 王培浩先生

巧克力蛋糕8個

51791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營養麵4包

51792 林淑惠女士

白米2斤.餅乾3包.飲料3瓶

51793 郭陳玉門女士

水果1箱

51794 黃光佑先生

洗衣粉12盒.棉花棒2盒.邊間刷3盒

51795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1796 陳素琴女士

麵條10條

51797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50斤

51798 邱子憶女士

烏魚8斤

51799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51800 李隆傳先生

仙草奶凍50碗

51801 柏昇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750斤

5180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80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1804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51805 善心人士

白米25斤

51806 蔣振玉女士

供品1箱

51807 蔣吳燕麗女士

供品1箱

51808 林玉華

白米50斤

51809 林芷卉.蔡秋金女士

白米100斤

51810 劉昀杉女士

發熱衣20件

51811 游姿韻女士

家樂福禮卷20張

51812 黃小姐.劉先生

白米100斤

51813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51814 蕭圍文先生

白米100斤

51815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1816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1817 林淑惠女士

食品1袋

51818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嬰兒柔濕巾5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