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6年4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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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51 晶麒盒餐 便當14個

54252 晶麒盒餐 便當13個

54253 黃威智.黃美娟女士 白米30斤

54254 馬鵬展先生 圖書劵50張

54255 蔣煥燊先生 甘蔗雞.鹹水雞各10盒

54256 鄭詩穎女士 關東煮.飲料13份

54257 台灣科技大學魯拉拉康輔社 玩具5盒.文具2盒

54258 致理科技大學慈暉社 玩具4盒.文具1盒

54259 台北商業大學 玩具4盒.文具1盒

54260 陳小姐 沙拉油2瓶

54261 晶麒盒餐 便當15個

54262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4263 王建興全家福 白米9公斤

54264 謝馨儀女士 白米6公斤

54265 晶麒盒餐 便當17個

54266 台灣科技大學魯拉拉康輔社 玩具12盒.文具6盒

54267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4268 湯文傑先生 白米100斤

54269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4270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4271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4272 晶麒盒餐 便當8個

54273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274 淡水法主會 白米250斤

54275 吳盈瑩女士 蛋糕21條

54276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54277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54278 林世昌.林君豪先生 白米100斤

54279 溫文伶女士 白米25斤

54280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4281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4282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4283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4284 林厚任先生 水果1箱



54285 阮國昇先生 麵包4箱

54286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4287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288 楊先生 白米100斤

54289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蛋4斤

54290 蔡湲琪女士 高麗菜8顆

54291 邱文正先生 白米50斤

54292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4293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294 洪瑋德先生 冷凍食品4袋

54295 晶麒盒餐 便當17個

54296 洪子軒先生 白米84斤

54297 連培傑先生 白米84斤

54298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299 黃勝豐先生 白米100斤

54300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301 士林慈誠宮 白米1800斤

54302 廖來福.何玲華先生 羊奶饅頭14盒

54303 善心人士 羊奶饅頭7盒

54304 陳萬來先生 白米25斤

54305 陳典忠先生 白米25斤

54306 張雅涵女士 麵條20斤

54307 黃懷萱女士 白米4斤

54308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4309 林朝旗先生 白米50斤

54310 鮮蔬贊助團 菜蔬9袋

54311 質菲雅國際美容機構 白米20斤

54312 張惟勝.張粲騰先生 白米21斤.蔬果.餅乾36盒(包)

54313 黃欣瑜.方妍蓁女士 白米12斤.餅乾.玩具9盒.西瓜1個

54314 黃元興.江淑珍先生 紙尿褲30包.毛巾60條

54315 作廢

54316 許秀齡女士 白米45斤

54317 延平宮 白米25斤.物資1批

54318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319 黃信華.黃璽容先生 專用垃圾袋1包

54320 朱家宏.朱星瑜女士 白米50斤

54321 呂婉霙女士原創記憶珠寶 水餃360顆



54322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323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4324 台北市警察局第中正二分局 餐點80份

54325 晶麒盒餐 便當17個

54326 晶麒盒餐 便當8個

54327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4328 廖秀月女士 乖乖2 箱

54329 廖秀月女士 蛋1箱

54330 陳先生 麵條1箱

54331 晶麒盒餐 便當8個

54332 御食(股)公司 小黃瓜1箱

54333 陳俊宏先生 電風扇6台

54334 翁一緯先生 白米260斤.立扇2台

54335 王宜彚女士 水果1箱

54336 王可軍先生 水果1箱

54337 施志銘先生 白米10.5斤

54338 曾公子.黃裕盛.宋子絹先生 紙尿褲24包.手套2盒.環保垃圾袋2包

54339 張玲鳳女士 白米100斤

54340 劉人瑋先生 二砂.綠豆各10斤

54341 李木哖女士 沙拉油1桶

54342 劉建宏先生 白麵條2箱

54343 絲博暉 垃圾袋4個

54344 陳蕙芬女士 茂谷12斤

54345 劉鴻展先生 白米12斤

54346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347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50斤

54348 聖公媽廟 白米100斤

54349 黃美娟女士 白米50斤

54350 台北市樞石國際同濟會 兒童繪本2套

54351 葉仲興先生 白米40斤

54352 靜心地藏庵 三明治50個

54353 晶麒盒餐 便當17個

5435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35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356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54357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4358 陳建豪先生 白米50斤



54359 廣州街蚵仔煎 白米100斤

54360 晶麒盒餐 便當7個

54361 江宗寶先生 蛋1箱

54362 游家菁女士 調味品2箱.水果3袋

54363 李幸娟女士 75%酒精4桶

54364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基金會 獅子巾3箱

54365 四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窗型冷氣0.8頓1台

54366 林萳芸女士 白米50斤

54367 晶麒盒餐 便當11個

54368 鮮蔬贊助團 鮮蔬菜13袋

54369 冠州冷凍空調公司 蛋糕20盒

54370 無名氏 白米50斤

54371 無名氏 白米50斤

54372 AT服飾劉彩華女士 粽子300個

54373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