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5年11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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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53 李振昌先生

白米300斤.油5罐.蝦仁5斤.香菇1包.玉米罐1箱.麥片5斤

53454 李振昌先生

麥片10斤紅豆.綠豆各5斤.白木耳1斤.奶粉5罐

53455 吳莊龍先生

白米50斤.日式拉麵20包

53456 新北市蘆洲天寶宮

白米350斤.油4桶.雞5箱.調味品3箱

53457 新北市蘆洲天寶宮

絲巾2箱.圍巾20條

53458 王駿為先生

水果1箱

53459 王宜彙女士

水果1箱

53460 王可軍先生

水果1箱

53461 姜念騏先生

水果1箱

53462 陳輝湧先生

水果1箱

53463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3464 王駿為先生

白米50斤

53465 王宜彙女士

白米50斤

53466 王可軍先生

白米25斤

53467 將唸其先生

白米25斤

53468 廖子豪先生

環保垃圾袋(33)3包(120)2包

53469 四平饅頭

饅頭1箱

53470 黃威智先生

白米30斤

53471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3472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3473 潘周梅子女士

滷肉6斤

53474 台北畜產運銷(股)

雞19隻

53475 林大偉先生

白米100斤

53476 作廢
53477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3478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3479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3480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3481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3482 廖秀月女士

水果1箱

53483 黃志成先生

水果1箱

53484 晶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冷氣2台燕麥奶粉各5箱.魔術靈.漂白水.酒精各10箱.毛巾50條

53485 李美蘭女士

山藥1件

53486 曾公子.黃裕盛.宋子絹先生

紙尿褲24包.手套2盒北市垃圾袋2包

53487 黃信華.黃璽蓉先生

北市垃圾袋1包

5348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3489 陳惠芬女士

白米50斤

53490 四星國際(股)

紙尿褲7箱

53491 廖信吉先生

白米20斤

53492 廖蔡阿花女士

白米20斤

53493 廖美娟女士

白米20斤

53494 廖宥榮先生

白米20斤

53495 廖仁銘先生

白米20斤

53496 蔡依珊女士

白米20斤

53497 廖妤溱女士

白米20斤

53498 廖宏瑞先生

白米20斤

53499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3500 佳輪貿易有公司

葡萄籽油4箱

53501 阮氏凰莊女士

白米50斤

53502 陳翠鶯女士

白米50斤

53503 廖秀月女士

蛋1箱水果1箱

53504 王宜彙女士

水果1箱

53505 王可軍先生

水果1箱

53506 姜念騏先生

水果1箱

53507 王駿為先生

水果1箱

53508 林慧煜女士

白米50斤.沙拉油2桶

53509 靜心居

三明治40個

53510 鑫喜悅

燕窩25罐

53511 洪孝澤先生

白米50斤

53512 台灣興和生化科技(股)

磨汁機2台

53513 何玉妃女士

白米35斤

53514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3515 沈天慶先生

關廟麵1箱

53516 天母三玉宮

白米200斤

53517 邱玉鳳女士

烏仔魚10斤

53518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3519 高偉中先生

白米40斤

53520 孫琬淋女士

白米40斤

53521 黃懷萱女士

白米4斤

53522 羅喻捷先生

白米35斤

53523 善心人士等12人

奶粉6罐.麥片12罐成人紙尿褲8袋

53524 卞霜霖女士

白米100斤

53525 張素玲女士

蛋2箱.麵4包

53526 普安科技(股)

餐盒22盒

53527 蔡天啟先生

聲寶冷氣2.8頓1台

53528 廖子豪先生

北市專用垃圾袋33斤5包

53529 何月初先生

白米50斤

53530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

53531 蔡天啟先生

桂格大燕麥片14罐.蝦味先1包

53532 財團法人康寧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衛浴廚房多功能教室材料工程乙式
53533 邱玉鳳女士

午仔6斤.透抽6斤.吻仔魚1斤.魚標2包

5353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蛋8斤

53535 謝明哲.吳秋指先生闔家

白米50斤

53536 士林慈誠宮

白米2000斤

53537 程蕊女士

水果1箱

53538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3539 廖秀月女士

蛋1箱

53540 張哲綸先生

醬油1桶

53541 林永祥先生

白米60斤

53542 林盛金.林王月聘先生

白米30斤

53543 板橋觀音廟

白米150斤

53544 靜心居

三明治50個

53545 陳泓琦學生

白米9斤.餅乾1袋

53546 周玉珍.江慶京.構思娛樂有限公司白米50斤.沙拉油3瓶
53547 潘宗祐先生

滷肉6斤半

53548 施志銘.朱玉寶先生

衛生紙2袋.紙尿褲.洗衣粉各1袋.清潔用品21組.

53549 廣春成先生

麵.餅乾.罐頭4袋

53550 台北郵局

白米18斤.米菓1箱

53551 鄭翔元先生

白米100斤

53552 鄭宇倫先生

白米100斤

53553 鄭欣芸女士

白米100斤

53554 李坤錦先生

白米100斤

53555 林億誠先生

白米35斤

53556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3557 福泰師姐等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

53558 四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成人紙尿褲7箱

53559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3560 台銀龍山分行

專用垃圾袋25.120各6包.燕麥.奶粉.餅乾各1箱.潤膚乳9瓶.蛋糕5條

53561 鄭智鴻先生

麵包3袋.牛奶5瓶.吐司30條

53562 邱葉美女士

白米200斤

53563 黃光佑先生

不沾鍋2支.牙刷28支清潔用品7瓶

53564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200斤.水果2箱.金針.木耳.白木耳各2斤

53565 田庄都更開發(股)公司

羊奶饅頭30盒

53566 張素玲女士

雞蛋1箱.營養麵4包

53567 劉春枝女士

白米15斤

53568 陳周雪女士

夾心餅乾3箱

53569 八里五福宮

白米500斤供品1批

53570 許炳鉷先生

麵.米粉.餅乾各1箱

53571 艾鳳梅女士

麵.米粉.餅乾共10箱.麵包6條

53572 游順裕先生

麵2箱

53573 金山禪寺

白米50斤.麵1箱

53574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基金會

濕紙巾5箱

53575 善心人士楊先生

白米100斤

53576 陳靜怡女士

白米50斤

53577 善心人士李小姐

白米50斤

53578 善心人士詹先生

白米100斤

5357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3580 LLUNO SUN

手工蛋捲8包

53581 李先生

養樂多50包

5358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3583 善心人士

麵包1袋

53584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3585 李小姐

白米100斤

53586 狀元及第社區

手工水餃16包.湯品4盒

53587 曾旭明先生

拉麵20碗

53588 台北天后宮

白米800斤

5358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359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3591 呂定成先生

水果1箱

53592 李幸娟女士

酒精1箱

53593 善心人士

蔬菜2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