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4年12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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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19 羅軒菫先生 舒跑10箱

51820 梁凱超先生 白米100斤

51821 台灣土地銀行 水果48箱

51822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1823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1824 藍梅花女士 復健輔具1組

51825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1826 呂秋燕女士 白米50斤.麵2包

51827 曾瑞賢先生 白米50斤

51828 劉人瑋先生 麵1箱

51829 謝佳錡女士 食品3包.聖誕燈2盒

51830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1831 郭秀美女士 小蛋糕1盒

51832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1833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1834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1835 士林慈誠宮 白米1800斤

51836 郭金中.郭莊晚先生 白米50斤.油2桶

51837 國際大山洋行 松阪豬4箱

51838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1839 黃璽蓉.黃秋月女士 垃圾袋1包

51840 謝小武先生 包子1箱

51841 痴心絕隊 食品1批

51842 永豐餘投資(股) 衛生紙2箱

51843 江瑋証.林露淇先生 成人紙尿褲8包

5184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845 陳輝湧先生 白米50斤

51846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1847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1848 邱子憶女士 烏魚膘1包

5184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1850 財團法人台北市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南豐壽司米500斤

51851 黃美云女士 仙草奶凍50碗

51852 齊一先生 白米20斤

5185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85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855 三多士(股) 三多補體素.高纖.高鈣.植物奶各1箱

51856 維盛發企業(股) 堅果1箱

51857 幸一生醫科技(有) 小兒立薩爾20瓶.退燒貼30盒.打氣筒1個

51858 台灣留蘭香(股) 無糖口香糖18袋.彩虹糖19袋



51859 聚德富(有) 美的秘密皂30個

51860 財團法人曹仲植基金會 OAK奶粉12袋

51861 南聯國際(股) 沐浴乳2箱

51862 香港商亞洲列羅(有) 健達繽紛樂1箱

51863 陸商電子(股) 白米4包

51864 鴻信(股) 全脂牛奶1箱

51865 振億國際(股) 巧克力粉2箱

51866 台灣舒潔(股) 冷熱敷墊15個

51867 成記藥品 喉糖20盒.護唇10盒

51868 朋萬實業(股) 不鏽鋼瓶24支

51869 華新橡膠(股) 無粉手套2箱.紗布1箱

51870 明祥貿易(股) 資料夾1箱.膠帶3束.原子筆25盒

51871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清潔垃圾3袋.手套2盒

51872 鄭翔元先生 白米100斤

51873 鄭宇倫先生 白米100斤

51874 鄭欣芸女士 白米100斤

51875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1876 黃秋樺先生 白米100斤.麵粉44公斤

51877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51878 財團法人台北糧食協進會 紅豆.黃豆.雞肉.小番茄一批

51879 靜心居 三明治50個

51880 王淑櫻女士 白米600斤.沙拉油2瓶

51881 張明芳.吳博誠先生 白米5斤.油1罐.保久乳1箱

51882 孫婉琳女士 白米50斤

51883 陳雨璇.陳妍函女士 專用垃圾袋4包

51884 王母救世 白米700斤

51885 謝明哲闔家 白米50斤

51886 鄭阿泉先生 外套410件

51887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1888 何吳梅女士 白米100斤

51889 板橋獅子會 白米150斤.日用品18箱

51890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51891 吳錦煌先生 刷牙組50組

51892 李木哖女士 麵條1箱

51893 財團法人麥氏新東陽基金會 火雞3隻.糖果11盒.麵12盒.醬2箱

51894 鴻海國際(股) 橘子3箱

51895 陳國華先生 白米30斤

51896 吳春分女士 白米30斤

51897 陳盈凱先生 白米30斤

51898 范庭翰先生 白米10斤

51899 林平先生 白米50斤

51900 楊玉精女士 白米100斤



51901 楊淑晴女士 白米20斤

51902 楊淑婷女士 白米20斤

51903 楊順勝先生 白米20斤

51904 楊李文女士 白米20斤

51905 邱秀秀女士 白米10斤

51906 林玉雲女士 白米100斤

51907 彭錦芳女士 白米20斤

51908 謝淑慧女士 垃圾袋12包

51909 JOU LU 白米6.8斤  紙尿褲6包.水果2袋.清潔劑3瓶.起士片2包

51910 一群熱愛無線電玩家 毛巾10打

51911 黃阿女.林美美.陳秋紅.蔡桂蘭.許金珠柳丁100斤

51912 林熹先生 釋迦1箱

51913 吳李阿吻女士 洗髮精2箱

51914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51915 蕭小姐 白米100斤

51916 林秋香女士 地瓜葉1箱

51917 飛迪國際(股) 新衣物24建

51918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51919 洪聖勳餅店 三明治246個

51920 新屋觀天宮 白米1000斤.暖被41床

51921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51922 薛鈞仁先生 紙尿褲7箱

51923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

51924 許淑婷女士 白米50斤

51925 涂椎甯先生 白米50斤

51926 梁家伸先生 食品1袋

51927 陳官東先生 白米400斤

5192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929 葉仲興先生 白米40斤

51930 李俊宏先生 毛巾１０條．浴巾５條

51931 蘭陽加油站 餅乾45個

51932 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白米1000斤.麵500斤

51933 高小姐 高麗菜2箱

51934 大理高中805班 全家禮卷5張

51935 圓山地藏庵 白米950斤

51936 沈錦標.陳美玉女士 白米50斤

51937 沈咸如女士 白米25斤

51938 魏陳好女士 白米50斤

51939 魏德福先生 白米50斤

51940 魏德祿.魏正信先生 白米100斤

51941 陳得成先生 白米50斤

51942 一鳴有限公司 巧克力3盒



51943 祥順茶行 白米30斤

51944 邱子憶女士 魚13斤.魚1件

51945 林慶成先生 白米8斤.二手衣.書1箱

51946 林春蘭女士 養樂多90瓶

51947 黃雙吉先生 養樂多90瓶

51948 王淑棉.王柏森.黃玫瑄先生 熟雞30隻

51949 吳明蘭女士 白米300斤

51950 沈世芬女士 白米300斤

51951 方耀華先生 白米40斤.糖1包.舊衣3袋

51952 泰山天招堂 錦絲麵6箱

51953 藍英楠先生 白米600斤

51954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1955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1956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1957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5195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95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1960 游瑪麗女士 白米1000斤

51961 善心人士 紙尿褲30箱.麥片15箱.餅乾20箱

51962 心成國際有限公司 白米16公斤

51963 李唯民先生 白米60斤

51964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雞蛋1箱.麵4包

51965 富達環宇開發有限公司 二手鐵床5組

51966 善心人士 衛生棉2箱.洗碗精16瓶

51967 蔡碧華女士 白米100斤

51968 蔡雅萍.蔡雅安女士 白米50斤

51969 林彤恩.林書羽先生 水果2箱

51970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濕紙巾5箱

51971 台北市三幸慈善基金會 電影票劵30張

51972 王建興先生合家 白米20.8斤

51973 謝馨儀女士 白米5.2斤

51974 台灣I麥克友誼關懷協會 米15斤.食品1箱

51975 杜世輝先生 饅頭2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