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5年6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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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79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麵4包

52680 蘇長松先生 蔬菜1箱

52681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2682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2683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2684 賴承宇先生 白米50斤

52685 善心人士 水果3箱

52686 蔡柏誠先生 蔬果1批

52687 李其璋先生 蔬果1批

52688  李訓旻先生 蔬果1批

52689 大台北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粽子30盒

52690 謝馥徽女士 水餃10包

52691 嘉美室內裝修實業(有) 冰粽10盒

52692 黃水田先生4人 櫻桃1箱.奇異果1箱.蘋果37個

52693 謝小武先生 包子1箱

52694 懷念古早味敦品屋 老薑1箱

52695 承儀企業有限公司 文具2箱

52696 善心人士 粽子100個

52697 黃秋芬女士 白米100斤.糖2包.麵粉2包.油10斤

52698 黃秋芬女士 洋蔥2斤.鹽味素8包.油1桶.麵1包

52699 林郁涵女士 白米100斤

52700 黃秋芬女士 粽子40粒

52701 善心人士 粽子80個

52702 黃璽蓉.黃秋月先生 專用垃圾袋1包

52703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

52704 黃先生 衣服1袋

52705 許秀齡女士 白米50斤

52706 王中允先生 牙膏餅乾各10組

52707 黃啟綸.金知玧先生 飲料6箱

52708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2709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2710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200瓶.豆漿48瓶

52711 藏天下國際有限公司 洗衣粉19箱.牙膏189條

52712 陳雅琇女士 小櫃子1個

52713 勝利雷絲(股)公司 內衣55件.內褲200件

52714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2715 高偉華先生 白米50斤

52716 詹東寶先生 白米50斤

52717 郭先生 黃雞魚16尾



52718 蘇長松先生 蔬菜1箱

52719 高緯辰.闕鈺菁先生 白米150斤

52720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2721 郭品妤女士 飲料1箱

52722 郭金鐘先生 飲料40箱.泡麵5箱.白米100斤.麵線2箱

52723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麵4包

52724 老查先生 白米50斤

52725 郭金鐘先生 垃圾袋3大袋.面紙2箱

52726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2727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2728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2729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2730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2731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2732 蕭小姐 白米100斤

52733 奇多芬老師及全體學生 白米102.6斤

52734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2735 林雲逮均先生 白米100斤

52736 阿輝先生 蓮霧2箱

52737 九府仙師廟 白米200斤

52738 卞霜霖女士 白米100斤

52739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2740 內湖特賣 飲料6箱.牙膏48支

52741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2包

52742 林韋彣先生 白米100斤

52743 林韋彤先生 白米100斤

52744 王淑華女士 沙拉油1箱

52745 王淑華.王麗惠女士 白米27.5斤

52746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2747 吳憲忠先生 白米150斤

52748 吳玳慶先生 白米200斤

52749 廖毓嬌女士 白米50斤

52750 吳姍燁女士 白米50斤

52751 詹朝創先生 白米50斤

52752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2753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2754 天使慈善會 水餃20包.獅子頭10包

52755 狀元吉第 水餃10包.奶粉6罐

52756 華韋卓越(股) 著色玩偶8個

52757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52758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2759 李木哖女士 綠豆.砂糖各10斤

52760 李木哖女士 綠豆.砂糖各10斤

52761 曾公子 尿布20包.垃圾袋2包.手套2盒

52762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52763 阿輝先生 西瓜1顆

52764 蘇長松先生 芹菜1箱

52765 邱威憲先生 白米6斤

52766 吳阿仁.葉家享先生 白米50斤

52767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1箱.+4包

52768 財團法人秀春教育基金會 饅頭1箱

52769 阿輝先生 木瓜1箱

52770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2771 吳李阿吻女士 洗髮精20袋

52772 菩提觀音寺 黃金蕎麥麵7包

52773 邱小姐 竽頭丸.蝦子丸各5斤

52774 晶晶葡萄園 葡萄2箱

52775 四星國際(股) 碎紙機1台

52776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2777 葉仲興先生 白米40斤

52778 游皇元先生 水果1顆

52779 陳秀春.葉明華.謝明義.葉梅花 白米50斤

52780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2781 台灣房屋三重重陽店 白米160斤

52782 葉再來先生等4人 白米50斤

52783 文賢哥 火龍果3箱

52784 四平饅頭 饅頭1箱

52785 李英秀女士 羊奶饅頭10盒

52786 林來進.沈雪雲先生 羊奶饅頭10盒

52787 安適國際禮儀 羊奶饅頭20盒

52788 陳士元先生 羊奶饅頭1盒

52789 何玲華女士 羊奶饅頭13盒

52790 丁星明.丁楊玉雲女士 白米50斤

52791 葉仔.阿峰.白信雄.黃秀玲女士白米50斤

52792 摩的藍哥咖啡 香瓜1袋.西瓜1個

52793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2794 黃洲.陳月鳳先生等12位 水果8箱.拖把5隻.專用垃圾袋20包

5279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279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279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2798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2799 泰山包子店 饅頭1箱



52800 許志弘先生等8位 養樂多520瓶.衛生紙6串.餐巾紙1箱

52801 王邦基先生 白米100斤

52802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100斤

52803 淞品生技 雞肉1箱

52804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濕紙巾5箱

52805 茂倡企業社 緊急照明燈10個

52806 張雅涵女士 麵20斤

52807 王麗華女士 蛋糕2箱

52808 蔡文麗女士 玉米1箱

52809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2810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2811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2812 張旺欉先生 白米50斤

52813 圓夢家族 漁貨.豬肉.雞.丸子.水果.葉菜1批

52814 謝明哲先生5人 白米50斤

52815 台北市警察局 禮卷17張

52816 湯蓮妙女士 白米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