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5年7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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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17 劉桐羽先生 白米104斤

52818 苗栗琪女人精品店 白米86斤

52819 勝昌食品有限公司 白米200斤

52820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150斤

52821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2822 張桂美女士 芒果4箱

52823 姜美英女士 芒果2箱

52824 潘怡佳女士 白米50斤

52825 財團法人天得歐氏慈善基金會手斯包12個

52826 普瑞爾企業社 水果.衛生紙各一箱

52827 戴雯文女士 白米100斤

52828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2829 阿輝先生 菜1箱

52830 孫婉淋女士 白米50斤

52831 黃爾蓉.黃信華先生 專用垃圾袋1包

52832 關山便當 便當60個

52833 陳盈嬌女士 二手衣服2袋

52834 曾公子 紙尿褲20包.手套2盒.環保垃圾袋2包

52835 財團法人台北市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女用內衣72件

5283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2837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條4包

52838 張素玲女士 關廟麵1箱

52839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條4包

52840 卞霜霖先生 白米100斤

52841 郭品妤女士 青菜5袋

52842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2843 王女士 白米50斤.沙拉油2瓶

52844 廖宥榮先生 白米20斤

52845 廖妤溱女士 白米20斤

52846 廖宏瑞先生 白米20斤

52847 邱玉鳳女士 竹筴魚7斤

52848 張素玲女士 蛋.關廟麵各1箱.麵4包

52849 善心人士 衛生棉2箱

52850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2851 鮑家勳先生 白米100斤.蛋1箱.衛生紙1箱

52852 郭品妤女士 青菜.水果2箱+3袋

52853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2854 楊國碩.張嫚凌女士 白米50斤



52855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2856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2857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2858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285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2860 張素玲女士 蛋1箱. 麵4包

52861 許淑雯女士 白米100斤

52862 郭品妤女士 大西瓜1個.香蕉.木瓜1箱

52863 同心意善會 白米250斤.沙拉油5箱.醬油11罐.麵24包.麵筋3包.米粉7包

52864 辜思豪先生 衛生紙2箱

52865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關廟麵1箱

52866 邱小姐 小卷7斤

52867 十三太子慈愛會 衛生紙七串

52868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2869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2870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關廟麵1箱.麵4包

52871 陳鈺婷女士 奶粉4罐

52872 王柔驊.王裕仁先生 白米160斤

52873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2874 張素玲女士 白米50斤

52875 李俊宏先生 噴效6瓶

52876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

52877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 500斤.油6箱

52878 曾旭明先生 飲料1箱.養樂多120瓶.果之42

52879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2880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52881 郭建成先生 白米100斤

52882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2883 郭品妤女士 菜2箱.水果1袋

52884 周永濱.周博鴻先生 油飯20斤

52885 陳玉恩女士 洗衣精5罐

52886 徐先生 白米50斤

52887 熊爸早午餐 三明治11個

52888 潘周梅子女士 絞肉6斤12兩

52889 熊爸早午餐 豬肉堡11個

52890 TAD台灣植牙學會 便當16個

52891 刑事警察局 遊樂區招待劵50張

52892 天使心慈善會 點心28包

52893 狀元及第社區 點心28包

52894 台北畜產運銷(股) 雞肉30隻



52895 中和聖恩宮 白米500斤.供品4份

52896 謝明哲先生合家 白米50斤

5289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289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2899 台北聖德會 白米30斤

52900 WIN 餅乾零食1大箱

52901 林亨學先生 白米100斤

52902 邱淑燁先生 餅乾2箱

52903 蘇鈺惠女士 羊奶饅頭2盒

52904 發光派對屋 羊奶饅頭2盒

52905 哲明糖品店 羊奶饅頭1盒

52906 蕭裕文先生 羊奶饅頭2盒

52907 張雅涵女士 麵條20斤

52908 許湘嫻女士 白米100斤

52909 四星國際(股)公司 三陽窗型冷氣0.8頓1台

52910 曾桂枝女士 白米100斤.麵條3包.調味品9罐.鹽.味素8盒

52911 熊爸早午餐 豬肉漢堡11個

52912 李幸娟女士 環保垃圾袋120斤1包.33斤6包

52913 添崐實業(股)公司 膠帶類35組.膠台3台

52914 元樂公司 小蛋糕23個

52915 熊爸早午餐  香雞蛋吐司11個

52916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52917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寶寶獅子巾5箱

52918 徐啟能先生 國際牌分離式冷氣1.5噸1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