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6年1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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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09 劉錦文先生 沙拉油2瓶.菜1箱

53810 點線麵餐飲 麵條1箱

53811 李岳翰先生 白米10斤

53812 陳昭名先生 球鞋28雙

53813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3814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3815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3816 廣春成建設 白米250斤.餅乾.冬粉5袋

53817 刑事警察局 糖果.乾貨8箱

53818 富南宮 白米640斤

53819 謝馥徽女士 水餃500粒

53820 點金企業有限公司 手錶46支

53821 蘇培安先生 蛋糕12條

53822 勝昌食品有限公司 白米200斤

53823 勝昌食品有限公司 白米200斤

53824 張青梅女士 白米101.5斤

53825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3826 吳盈香女士 餅乾1袋.衣物1袋

53827 蘇佾葆先生 壽麵1袋

53828 陳小姐 衛生棉4箱.沐浴乳18瓶

53829 王宜彙女士 水果1箱

53830 王宜彙女士 水果1箱

53831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3832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3833 張傳先生  衣物零食水果2袋

53834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3835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3836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3837 溫國光生 白米25斤

53838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3839 曾公子.吳子娟.黃裕盛先生 專用垃圾袋.手套各2包.尿布24包

53840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3841 吳麗鳳女士 洗衣機1台

53842 胡雅萍女士 水餃54盒

53843 陳瓊音女士 床單1組

53844 陳玉蘭女士 床單1組

53845 陳曉琪女士 床單1組

53846 陳英傑先生 床單1組

53847 陳英華女士 床單1組

53848 洪香女士 床單1組



53849 李秀盈女士 床單1組

53850 吳茉莉女士 床單1組

53851 丁志明先生 床單1組

53852 張月美女士 床單1組

53853 星亞精品 床單1組

53854 范雅晰.范浩掄先生 水餃900個

53855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3856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53857 林世昌.林君豪先生 白米100斤

53858 林彥穎先生 白米100斤

53859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53860 林雲逮均先生 白米100斤

53861 台北市敦化北路周小姐 蛋2箱

53862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3863 吳憲忠先生 白米100斤

53864 吳玳慶先生 白米120斤

53865 廖毓嬌女士 白米50斤

53866 吳宛儒女士 白米80斤

53867 吳秋鸞女士 白米50斤

53868 吳栩燁女士 白米50斤

53869 汪捷實業(李汪育) 白米16斤

53870 謝專趂先生 包子18包

53871 吳榮烽先生 白米20斤

53872 王駿為先生 橘子1箱

53873 王駿為先生 橘子1箱

53874 二樓餐廳 漢堡薯條30份

53875 三條路福德宮 白米108斤.冬令救濟品18包

53876 國民健康署 食品1盒

53877 吳淑惠女士 開飲機乙台

53878 台北市福佑宮 白米2000斤

53879 台北天后宮 白米900斤

53880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3881 善心人士 油1箱.鹽10包.香油1桶.麥片2斤.手套1盒

53882 霞海城隍廟 白米950斤.油12箱.米粉4箱.泡麵餅乾15箱

53883 瑪里士實業有限公司 奇異果5箱

53884 張雅涵女士 白麵20斤

53885 邱玉鳳女士 丸子1袋.白帶魚4斤

53886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3887 黃秋芬女士 白米100斤中粉2包.二砂1包.特沙1包

53888 賴政文先生 文具1袋

53889 林國銘生 書2箱玩具1箱

53890 杜傳黃先生 白米60斤



53891 善心人士 白米40斤

53892 愛心媽媽永和光復街 年菜4盒.餅乾.海苔各1箱

53893 刑事警察局 食品禮盒

53894 陳怡豪女士 白米40斤

53895 林曉蘭女士 大潤發提貨劵2張(每張面額500元)

53896 林朝儒先生 大潤發提貨劵2張(每張面額500元)

53897 林黃梅子女士 大潤發提貨劵2張(每張面額500元)

53898 曾禈英先生 白米50斤.米粉60包.油6瓶.關廟麵12包

53899 黃懷萱女士 白米4斤

53900 吳志成先生 白米50斤

53901 吳志宏先生 白米50斤

53902 吳燕玲女士 白米50斤

53903 黃永忠先生 白米50斤

53904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3905 AGUSTO CHEF 水餃300個

53906 陳淑娟女士 高麗菜3箱

53907 邱聖淵先生 白米680斤

53908 許阿染.丁文養先生 乾麵.米粉1箱

53909 吳忠明先生 白米6斤.麵2包.油2罐

53910 善心人士 橘子1袋

53911 周明慧女士 白米50斤.油1桶.鹽3包

53912 周陳阿卿女士 白米50斤.油1桶.鹽3包

53913 善心人士 白米150斤.醬油2瓶.油2瓶.罐頭17個

53914 林先生 白米71.5斤

53915 黃日新先生 白米50斤

53916 永和光復街愛心媽媽 柳丁1袋.棗子1袋.葡萄乾1盒

53917 張睿紘先生 清潔劑72瓶

53918 許煜騰先生 冬粉10斤

53919 施玉鈞女士 大潤發提貨劵6張.新東陽提貨劵2張

53920 黃光佑先生 日用品1箱

53921 蔡碧華女士 白米100斤

53922 西祺企業(股) 海苔1箱

53923 衛福部健康署 海鮮一盒

53924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3925 林昇池先生 白米100斤

53926 廣春成建設 食品4袋.毛毯3件

53927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柔濕巾3箱

53928 蔡小姐 三層肉1片.香腸50斤.雞15隻

53929 尚弘水果行 白米50斤

53930 黃信華.黃璽蓉先生 垃圾袋1包

53931 永富水餃 水餃1000個

53932 梁瑋珊女士 白米28斤.油2瓶.砂糖2包



53933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393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393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3936 王邦基先生 白米150斤.

53937 李幸娟女士 酒精4桶.年菜5份.餅乾3袋

53938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150斤

53939 王偉臣先生 白米150斤

53940 吳宣如女士 白米100斤

53941 李浚耀先生 白米50斤

53942 李冠賢先生 白米50斤

53943 李詠軒先生 白米50斤

53944 劉盈秀女士 白米50斤

53945 劉映辰女士 阿華田.魔術靈各2瓶

53946 廖德貴先生 白米500斤

53947 陳家蓉女士 白米50斤

53948 楊梅芸女士 白米50斤

53949 聚福宮 白米600斤

53950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白米500斤.食品1批

53951 闕添貴先生 壽司米100斤

53952 黃筠云女士 米粉1箱

53953 蕭月華女士 舊衣3袋.自行車1輛

53954 蔡智鈞先生 白米100斤

53955 蔡定軒先生 白米100斤

53956 白沙屯宮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3957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53958 麥氏新東陽基金會 火雞4隻.義大利醬2箱..洋芋圈10盒餅.麵包糖果.巧克力36份

53959 善心人士 白米250斤.

53960 楊雅涵女士 餐盒70盒.飲料70瓶

53961 陳臆友先生 雞4隻.橘子.柳丁.小蕃茄4箱

53962 楊見春先生 雞湯4甕

53963 楊智偉先生 醉蝦4盒.富貴雙方5盒

53964 李良頁先生 米糕4個

53965 藍楷勛先生 蹄膀大封4個

53966 施宗男先生 荷葉排骨4盒

53967 陳麗陽女士 佛跳牆4個

53968 金淇燒臘 熟食3袋

53969 李拾妹女士 白米100斤.醬油1箱

53970 施志銘.朱玉寶先生 清潔用品23包(瓶)

53971 施志銘.朱玉寶先生 漂白水1瓶

53972 刑事警察局 年菜2個.食品水果6箱

53973 張瑞涵闔家 白米75公斤

53974 善心人士 餅乾.開心果5袋



53975 鄭春枝.林聖祐先生 白米200斤

53976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3977 李坤錦先生 白米100斤

53978 善心人士 球鞋43雙

53979 吳金木先生 白米300斤

53980 蕭宇辰.蕭于恩先生 白米50斤.冬粉2串

53981 陳秀玉女士 水果1箱

53982 吳永杰先生 餐盒70盒

53983 善心人士 養樂多240瓶.布丁24個

53984 山水天地大廈C棟管委會 腳踏車3台

53985 喬元首創食品(有) 果木煙燻五花肉片.雞絲共18包

53986 張雅涵女士 麵條30斤

53987 邱玉鳳女士 蝦丸.芋頭丸各1包

53988 集利購國際(股) 青菜5箱

53989 廖秀月女士 雞蛋1箱

53990 廖來發先生 白米50斤

53991 優泉國際有限公司 洗髮精16包

53992 黎維田先生 白米60斤

53993 遠東百貨(股) 文具1箱.甜甜圈120個

53994 潘宗祐先生 滷肉5斤

53995 丁志豪先生 白米100斤

53996 中華慈光愛心會 蘿蔔糕4大塊

53997 黃宥甄女士 銅鑼燒+鮮奶60件

53998 菓子果汁 果汁20杯

53999 善心人士 水果6箱

54000 刑事警察局 水果6箱.瓜子1包

54001 廖秀月女士 白米50斤

54002 郭秉融先生 關廟麵.餅乾各2箱

54003 陳鈺婷女士 奶粉6罐

54004 善心人士 禮盒10盒衛生紙4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