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5年5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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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64 張明芳吳博誠先生 白米50斤.T恤4件

52565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400斤.素料1批

52566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52567 陳燦庭先生 白米40斤

52568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2569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2570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2571 郭金鐘.郭莊晚女士 白米50斤.油2桶.麵條1箱

52572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營養麵4包

52573 李幸娟女士 環保垃圾袋33公斤6包.120公斤3包

52574 王邦基先生 白米100斤

52575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100斤

52576 邱玉鳳女士 竹筴魚7斤

52577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2578 楊國碩.張嫚凌女士 白米50斤

52579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2580 森禾邑食品有限公司 小披薩10盒.飲料2箱.薯條4盒

52581 中和金山禪寺 白米200斤

52582 郭玉鈴女士 布丁10打

52583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140斤

52584 葉仲興先生 白米40斤

52585 陳蕙芬小姐 白米50斤

52586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2587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2588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2589 松玉本舖張嘉娟等4人 水果2箱

52590 芝麻好友 日常用品一批

52591 靜心居 三明治50個

52592 蔡添妹小姐 白米25斤

52593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2594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2595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2596 鄭先生 白米50斤

52597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2598 四平饅頭店 饅頭1箱

52599 李美萱女士 白米50斤

52600 呂盈箴女士 白米50斤

52601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2602 吳金純女士 書6本

52603 行德宮 餅乾2袋

52604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2605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52606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2607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營養麵4包

5260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營養麵4包

52609 台北畜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雞肉1袋

52610 創兆國際企業社 白米50斤

52611 王培浩先 生 粽子4盒

52612 蔡麗寬女士 白米100斤

52613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52614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52615 廣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五香肉捲150條

52616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2617 謝嘉瑋先生 有機蔬菜1箱

52618 王粲豐先生 白米100斤.沐浴乳3瓶

52619 陳叡翰先生 油1桶.醬油1箱

52620 蔡文進.黃美金女士 白米5斤.調味料4瓶

52621 多彩演藝製作有限公司 割草機2台.噴效48瓶.飲料250罐

52622 邱玉鳳女士 尖梭5斤

52623 林群傑先生 餅乾糖果4盒

52624 狀元吉第社區 水果1批水餃4包麵條4包

52625 吳思嫻女士 水果1批水餃4包麵條4包

52626 天使心慈善會 水果1批水餃4包麵條4包

52627 許湘嫻女士 白米90斤

52628 超勝整合行銷 衣服1箱

52629 何吳梅女士 白米100斤

52630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52631 曾公子 成人紙尿褲20包.丟棄式手套2盒.垃圾袋2包

52632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沙拉油2瓶

52633 福泰師姐等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52634 清雲積善 粽子100個

52635 李堅勝先生 日用品1箱

52636 王建興全家 白米24公斤

52637 謝馨儀女士 白米9公斤

52638 松玉本舖 蔬菜1箱

52639 方耀華先生 衣服1袋

52640 黃美娟女士 白米50斤

52641 九府仙師廟 白米200斤

52642 林國泰先生 白米35斤

52643 食在加分股份有限公司 爆米花10盒

52644 蘇長弘先生 芹菜1箱

52645 武林文創 比賽衣服2件.腰帶2條

52646 羅大城先生 比賽褲子2件

52647 陳志祥先生 白米30斤



52648 謝明哲等4人 白米50斤

52649 楨榕發興業有限公司 白米150斤

52650 邱玉鳳女士 竹甲魚4斤

52651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2652 林寶美女士 環保垃圾袋33公斤5包.120公斤1包

5265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沙拉油1桶.衛生紙1箱

52654 黃共進先生 白米150斤

52655 善心人士 水果餅乾1批

5265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2657 陳文標先生 小餐包20包  

52658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營養麵4包

52659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濕紙巾5箱

52660 林孟慧等4人 牙膏6條.洗衣粉2桶

52661 蘇長弘先生 蔬菜1箱

52662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140斤

52663 味全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保久乳20箱.咖啡飲料1箱

52664 黃建富先生 保久乳10箱

52665 洪聖勳餅店 三明治14盒

5266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雞蛋7.5斤

52667 劉錦文女士 高麗菜1箱

5266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266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267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2671 許永信.吳玉惠女士 白米100斤

5267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2673 黃水田先生等5人 粽子40個

52674 葉張款女士 白米100斤

52675 徐黃阿梅女士 白米750斤

52676 張雅涵女士 麵條20斤

52677 劉志偉先生 日用品1箱

52678 超凡新生南京教室 粽子1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