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5年9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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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64 天后宮 白米600斤

53165 紫竹巖石觀音寺 白米200斤

53166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3167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LT200瓶

53168 潘周梅子女士 滷肉6斤12兩

53169 黃威智先生 白米50斤

53170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53171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53172 林君豪先生 白米100斤

53173 卞霜霖先生 白米100斤

53174 大眾廟 白米310斤

53175 蔡緯宇先生 白米150斤

53176 台北內湖中正慈惠堂 白米300斤

53177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3178 財團法人台北市普濟寺 白米300斤

53179 蔡秋金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3180 莊博仁先生 白米300斤.物資10袋

53181 國民健康署 月餅1盒.海鮮1盒

53182 台北地方法院 鍋霸保溫瓶1個

53183 陳美枝女士 龍口粉絲2袋

53184 康軒文教基金會 4.5.6年級自修評量38本

53185 板橋無極龍鳳宮 餅乾1箱

53186 麻辣公館 碗稞50個

53187 點線麵餐飲(股) 麵4包

53188 三條路福德宮 食品15包

53189 松山奉天宮 白米500斤

53190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蛋7斤半

53191 葉味香企業社 奇華月餅27盒

53192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3193 駱志揚先生 白米9斤.麵包1袋

53194 鄒承祐先生 白米9斤.麵包1袋

53195 符乙萍女士 白米9斤.麵包1袋

53196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3197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3198 林周淑女女士 羊奶饅頭6盒



53199 陳玟吟女士 羊奶饅頭20盒

53200 簡俊瑩女士 白米300斤.護眼檯燈12個.肉鬆4盒

53201 代天府保興堂 供品1份

53202 王柔驊.王裕仁先生 牛肉30斤

53203 聖公媽廟 白米300斤

53204 劉美蘭女士 白米450斤

53205 劉柏良先生 月餅5盒.柚子1箱

53206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條4包

53207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3208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53209 尚洋冷凍設備有限公司 泡芙10盒

53210 周筱姿女士 水果1箱

53211 吳李阿吻女士 洗髮精18袋

53212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3213 刑事警察局劉柏良局長 柚子7箱.月餅3盒

53214 李緯貞女士 柚子2箱

53215 王宜彙女士 蘋果1箱

53216 邱玉鳳女士 香魚5斤

53217 許秀齡女士 白米50斤

53218 國民健康署 水梨1盒

53219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3220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3221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3222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3223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3224 一鳴有限公司 鳳梨酥60個

53225 巴士企業社 餡餅178個

53226 行政院環保署 月餅3盒.柚子3盒

53227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肉乾1盒

53228 陳壡翰先生 洗髮精沐浴乳各10瓶

53229 永和光復街愛心媽媽 蘋果.柚子各1箱月餅4盒水果4包

53230 王可軍先生 甜桃1箱

53231 板橋玉勝宮 白米16斤供品2份

53232 奇多芬天醫藍寶班 白米350斤

53233 1058.9煙供法會全體師生 白米100斤

53234 奇多芬老師 白米68斤

53235 吳淑溫合家 白米20斤



53236 曾旭明先生 蛋糕8條

53237 邱玉鳳女士 月餅2盒.玩具2個

53238 刑事警察局劉柏良局長 水果7盒.月餅7件

53239 樺霖有限公司 鳳梨酥10盒

53240 三寶觀音寺 白米550斤.餅乾.飲料各1箱

53241 王可軍先生 木瓜4箱

53242 王祥冠先生 柚子15箱

53243 準提蓮華靜修社等 白米200斤

53244 黃寶世先生 漢堡30份

53245 王樂習先生 飲料44杯

53246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陳銘政副局長 月餅1盒.

53247 吳女士 月餅9盒

53248 善心人士 水果七箱

53249 久大禮儀用品有限公司 柚子3箱

53250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3251 嘉實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水梨1盒

53252 財團法人中庄仔福德宮 白米3000斤

53253 冠鋒汽車國際(股) 白米500斤

5325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325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325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3257 林玉華女士 白米50斤

53258 林玉華女士 白米50斤

53259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3260 陳小姐 沙拉油3瓶

53261 高寶隆先生 文旦1箱.月餅2盒

53262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3263 福圓大士觀音救世堂 白米150斤

53264 張明芳.吳博誠先生 民生食品2袋

53265 拾穗藝術.朱怡潔女士 有聲繪本2組

53266 食益補國際(股)台灣分公司 月餅5盒

53267 台灣中油(股) 柚子5箱

53268 林聖賢先生 白米100斤

53269 潘新傳先生 白米50斤

53270 林美惠女士 白米50斤

53271 廖冬領女士 饅頭60個

53272 張清梅女士 白米65斤



53273 林韋彤女士 油7瓶

53274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條4包

53275 王素華女士 紫外線烘碗機1台

53276 姜建昇先生 白米30斤

53277 姜念騏女士 白米30斤

53278 陳重仁先生 風味12包

53279 王駿為先生 蘋果1箱

53280 四星國際(股) 櫻花牌熱水器2台

53281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3282 王駿為先生 白米50斤

53283 李新庸先生 手工皂1箱

5328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果禮盒4盒

53285 財團法人麥氏新東陽基金會 粽子65顆.肉鬆2箱.肉醬1箱

53286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清潔用品2箱

53287 羅渝捷女士 白米35斤

53288 吳鈺霞女士 蘋果1箱

53289 王宜彙女士 香吉士1箱

53290 謝文彬先生 綠竹筍30斤

53291 台北御聖宮 白米60斤.麵2箱.油10罐

53292 北市中山區行孝里呂勗淇里長 白米200斤

53293 陳柏蓉女士 雞蛋1箱

53294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53295 兆順宮 白米200斤

53296 廣春城建設公司 食品2袋

5329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329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3299 王瓊儒女士 地瓜32斤

53300 洪聖勳餅店 三明治13盒

53301 可來富蛋餅麵包 麵包3箱

53302 呂定成先生 木瓜1箱

53303 簡玉燕女士 木瓜1箱

53304 呂宏益先生 蘋果1箱

53305 呂宏章先生 蘋果1箱

53306 呂宏政先生 蘋果1箱

53307 陳昱臻女士 羊奶饅頭7盒

53308 善心人士郭先生 羊奶饅頭6盒

53309 皆豪實業(股) 羊奶饅頭20盒



53310 旺羊肉爐吃到飽 羊奶饅頭2盒

53311 林柏宏先生 羊奶饅頭7盒

53312 廖雪君女士 羊奶饅頭4盒

53313 善心人士 羊奶饅頭1盒

53314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3315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3316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3317 黃芯渝女士 白米50斤

53318 吳鈺霞女士 白米50斤

53319 陳耀登先生 白米50斤

53320 鍾素月.白庭羽.白凱升先生 白米125斤

53321 林秀珍.白偉辰.白芸瑄先生 白米125斤

53322 房芷彤.房亭旭.房瀞文先生 白米100斤

53323 朱心慈女士 白米100斤.腿肉25斤

53324 詹鎵禎女士 白米50斤

53325 蔣凱文先生 白米50斤

53326 曾明泉先生 白米100斤.沙拉油1桶

53327 佺進企業社 滅火器20型22支.滅火器10型9支

53328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濕紙巾5箱

53329 許義雄先生 白米50斤

53330 黃美娟女士 白米30斤

53331 李幸娟女士 酒精24罐.噴頭24個

53332 台北畜產 雞20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