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5年12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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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94 弘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運動襪12雙

53595 台灣留蘭香(股) 彩虹糖45G

53596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三多均衡配方1箱.調稠食物1箱

53597 皇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不織布紙巾1包

53598 財團法人曹仲植基金會 OAK全指奶粉4箱

53599 永豐餘投資控股(股) 五月花衛生紙2箱

53600 聯合利華(股) 麗仕沐浴乳2箱

53601 張家駿先生 牛腱20斤

53602 郭韋伶女士 白米6斤奶粉2罐.麥片餅乾2包.毛巾50條

53603 陸商電子(股) 白米12斤

53604 曙商實業(股) 各式麵類食品30包

53605 作廢

53606 和旌生物科技(有) 芝麻糊2罐.銀杏粉1罐

53607 洸洋化學製藥(股) 洗面乳2瓶

53608 老爸咖啡(有) 焦糖餅1箱

53609 鉅仁企業(有) 厚手套12雙

53610 福盈科技化學(股) 衣物3件

53611 成記藥品(有) 護手霜5條.護膚皂15個

53612 聚德富(有) 牙膏11條.肥皂10個

53613 富雅樂企業(股) 組合地墊2箱

53614 林官華先生 沐浴乳禮盒3箱

53615 林賜賓.蔡麗寬先生 白米100斤

53616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53617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53618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3619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3620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3621 許湘嫻女士 白米90斤

53622 江衣柔女士 水果1箱

53623 江衣柔女士 水果1箱

53624 江文典先生 水果1箱

53625 肇威(股) 小飾品.指甲剪組111件

53626 台北貿易(股) 漂白水1箱.清潔用品11瓶(包)

53627 張雅涵女士 麵條20斤

53628 狀元及第社區 水餃15包.干貝5包

53629 益新冷凍食品 冷凍海鮮12包

53630 善心人士 餅乾1袋



53631 陳先生 漂白水4罐.乳液3罐.強力環境清潔液10罐

53632 李振昌先生 白米300斤.油7桶蝦仁香菇調味品10盒關廟麵1箱.火鍋料4包

53633 陳志祥先生 蔬果1箱.葡萄半箱

53634 王美娟女士 蘋果1箱.葡萄半箱

53635 徐嘉濃先生 食品.日用品1批

53636 林寶美女士 專用垃圾袋(33)5包

53637 廖子豪先生 專用垃圾袋(33)3包(120)3包

53638 賀隆企業 養樂多400瓶

53639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3640 潘怡佳女士 白米12斤

53641 尚弘水果行 白米50斤

53642 華華 白米50斤

53643 李幸娟女士 酒精1箱

53644 台北市結頭藝人協會 紙尿褲20箱.看護墊20箱

53645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3646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200瓶

53647 吳盈瑩女士 燕麥片4大袋.雪芙蘭20罐

53648 張毓玲女士 雪芙蘭20罐

53649 有巢氏房屋.誠信團隊 分離式冷氣(二手)1台.電腦(二手)2台

53650 善心人士 蔬菜1箱

53651 陳國華先生 白米30斤

53652 吳春芬女士 白米30斤

53653 陳盈凱先生 白米30斤

53654 范庭瀚先生 白米10斤

53655 任麗蘋女士林平先生 白米50斤

53656 楊玉精女士 白米100斤

53657 楊淑晴女士 白米20斤

53658 楊淑婷女士 白米20斤

53659 楊順勝先生 白米20斤

53660 楊李文女士 白米20斤

53661 邱秀麥女士 白米10斤

53662 林玉雲女士 白米100斤

53663 彭錦芳女士 白米20斤

53664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3665 放松玩具店 畫20幅.木馬椅3個(二手)

53666 三具德數位文創(股) 升學王2.0一組

53667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3668 吳李阿吻女士 新技洗髮精12袋

53669 溫振君先生 白米25斤

53670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3671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3672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3673 熊爸早餐店 里肌蛋吐司12個.三明治5個

53674 熊爸早餐店 漢堡12個

53675 善心人士 餅乾文具各1袋

53676 黃璽蓉.黃信華先生 專用垃圾袋(33)1包

53677 張雅涵女士 麵條30斤

53678 呂豐隆.劉玉英.呂佾璋先生 清潔用品3袋

53679 張羽綉女士 禮盒4盒

53680 黃懷萱女士 白米6斤

53681 紘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女鞋3箱

5368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3683 靜心居 三明治50 個

53684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斤

53685 謝心怡女士 白米5斤

53686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3687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3688 王秀娥女士 福爾耳溫槍2支

53689 善心人士 全聯商品禮卷1張

53690 沈炳裕先生 白米50斤

53691 八八會所 聖誕燈飾1袋

53692 謝武村先生 宜蘭包子1箱

53693 台北畜產運銷(股) 雞20隻

53694 林國興先生 水果1箱

53695 王淑娟女士 白米50斤

53696 沈孟瑾女士 白米50斤

53697 沈彥廷先生 白米50斤

53698 沈宥均先生 白米50斤

53699 沈茂松先生 白米50斤

53700 沈世芬女士 白米200斤

53701 陳鈺婷女士 白米50斤

53702 陳怡伶女士 白米50斤

53703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3704 張素玲女士 蛋1個.麵4包

53705 王雅慧女士 白米50斤

53706 王白祿先生 白米100斤

53707 張美鳳女士 白米100斤

53708 王廷豪先生 白米100斤

53709 王廷瑋先生 白米100斤

53710 邱玄旻先生 白米200斤



53711 熊爸早餐店 豬肉漢堡12個.三明治6個

53712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3713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53714 楊述浩先生 白米100斤

53715 施志銘.朱玉寶先生 衛生紙3袋洗衣粉2包個人沐浴品4瓶.牙刷組6組

53716 王母救世主 .白米600斤.供品11箱

53717 善心人士 水果1盒

53718 廖密斯先生 白米100斤

53719 陳弘昌先生 白米50斤

53720 張孔嚴先生 湯圓15盒

53721 善心人士 養樂多600瓶

53722 白沙屯拱天宮 白米50斤

53723 謝明哲.吳陳牡丹先生 米粉2箱

53724 張素玲女士 蛋1箱營養麵4包

53725 善心人士 白米33斤

53726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3727 邱玉鳳女士 春子10斤

53728 康健藥局 額溫槍.血壓機1台

53729 林幸慧女士等8人 白米50斤橘子3箱.葡萄乾1箱.

53730 王駿為先生 橘子1箱

53731 王宜彙先生 橘子1箱

53732 鄭緁霈女士 洗衣精5箱

53733 林佳鈜先生 洗衣機1台

53734 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白米300斤.供品1批

53735 遠東百貨(股)公司 甜甜圈小禮盒140個

53736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3737 凱薩大飯店 火雞1隻.電腦1組

53738 四星國際(股) 紙尿褲7箱

53739 萬海航運慈善基金會 柔濕巾5箱

53740 國立台灣大學 乾貨+罐頭1袋

53741 THE健康達人王惠貿易(股) 鞋子7雙

53742 曾公子.黃裕盛.宋子絹先生 紙尿褲24包.手套2盒.專用垃圾袋2包

53743 六王奇多分眾仙家族 白米358斤

53744 玉山保育志工 電影票20張

53745 游瑪麗女士 白米500斤

53746 善心人士 白米500斤.紙尿褲6箱.麵片15箱

53747 戀戀不忘飾品 成人紙尿褲5箱

53748 六群眼科診所 成人紙尿褲9箱

53749 作廢

53750 澤芳國際同濟會 童書1箱



53751 何婓先生 成人紙尿褲10箱

53752 劉丞皓先生 玩具4件

53753 許秀齡女士 白米30斤

53754 承天禪寺 白米280斤食品20袋

53755 魏陳好女士 白米50斤

53756 魏德福先生 白米50斤

53757 魏德祿.魏正信先生 白米100斤

53758 陳得成先生 白米50斤

53759 鄭春福先生 白米50斤

53760 吳建龍先生 白米50斤

53761 鄭金枝女士 白米50斤

53762 吳文華先生 白米50斤

53763 吳文瑞先生 白米50斤

53764 鄭春騰.鄭安平先生 白米50斤

53765 王文惠.鄭金鐘先生 白米100斤

53766 游有人先生 白米50斤

53767 游譯宣.游知軒先生 白米50斤

53768 沈錦標.陳美玉先生 白米50斤

53769 沈咸如先生 白米25斤

53770 李郭阿草女士 白米50斤

53771 鄭登標先生 白米25斤

53772 蔡明國先生 白米25斤

53773 王木水先生 白米50斤

53774 王志鵬.鄭世王先生 白米50斤

53775 王雅萱.王詠溢先生 白米50斤

53776 郭詩郎先生 白米50斤

53777 林月卿女士 白米25斤

53778 唐林玉枝女士 白米50斤

53779 杜佳蓁女士 白米50斤

53780 吳文娟女士 白米10斤

53781 姚建賓先生 白米25斤

53782 張素玲女士 蛋1箱.麵4包

53783 財團法人台北市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桂格完膳營養品450瓶

53784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3785 郭維黨先生 白米50斤

5378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378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3788 李木哖女士 沙拉油1桶

53789 劉人瑋先生 關廟麵1箱

53790 張偉承先生 米粉20包.關廟麵5包.紅豆10斤.糖15斤



53791 楊國勝先生 紅燒獅子頭5盒

53792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3793 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環保袋30個

53794 吳李春鳳女士 白米50斤

53795 李先生 白米50斤

53796 林寶美女士 專用垃圾袋(33斤)5包

53797 廖子豪先生 專用垃圾袋(33斤)6包

53798 邱玉鳳女士 竹筴5斤半

53799 一群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薏仁4斤.紅豆6斤.糖4斤

53800 林昆鋒先生 養樂多400瓶

53801 李祥鵬先生 白米10斤

53802 李振昌先生 白米200斤.油3桶.調味品1箱.火鍋料4袋

53803 台北糧食協進會 豬肉56斤.果醬10袋.小番茄10箱

53804 周彥妤女士 保久乳3箱

53805 蘇富美女士 白米200斤

53806 李金華先生 白米500斤

53807 蕭小姐.楊先生 白米100斤

53808 何昇達先生 滷肉1箱

 總 計 白米9717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