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6年5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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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74 李振昌先生 白米200斤.油3桶.調味品(18項)一批

54375 晶麒盒餐 便當17個

54376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4377 廖來發先生 蛋1箱

54378 廖秀月女士 蛋1箱.麵筋1打

54379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200瓶

54380 善心人士 爆米花2箱+7個

54381 晶麒盒餐 便當17個

54382 黃秋芬女士 包子30顆

54383 謝阿歉女士 碗稞50個

54384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4385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4386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4387 林嘉榆女士 雞蛋糕180個

54388 晶麒盒餐 便當17個

54389 徐趙綿綿女士 清潔用品.營養品1式

54390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鳳梨2箱

54391 林世昌.林君豪先生 白米100斤

54392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54393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54394 楊國碩.張嫚凌女士 白米50斤

54395 溫文伶女士 白米25斤

54396 程淑玖女士 白米25斤

54397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4398 蔡添姝女士 白米25斤

54399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4400 將榮賓先生 餅乾2箱

54401 江信宗先生 餅乾2箱

54402 高雲月女士 餅乾2箱

54403 黃懷萱女士 白米4斤

54404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4405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4406 邱毅少先生 白米40斤.白米3斤

54407 善心人士 餅乾1袋



54408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沙拉油5箱.豆包3包

54409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4410 台北市文山區樟心里 二手衣8袋.二手書2箱

54411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4412 朱美珍.陳政鴻.陳樹葳先生 魚貨4大箱

54413 廣春盛建設 供品3袋

54414 善心人士黃名杰 白米100斤

54415 呂榮基先生闔家 蔬菜10袋

54416 丁琬媜.郭佳豐先生 白米100斤.關廟麵5包

54417 義夫糖 白米100斤

54418 賴崇舜先生 餅乾2箱

54419 江瑋杰先生 餅乾2箱

54420 玄小業 有機豆漿40瓶

54421 呂盈箴先生 白米50斤

54422 李美萱女士 白米50斤

54423 靜心地藏庵 三明治50個

54424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4425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油2瓶

54426 鮮蔬贊助團 蔬菜13袋

54427 呂葉秀琴女士 白米50斤

54428 黃先生 白米20斤

54429 黃信華.黃璽蓉先生 環保垃圾袋1包

54430 永和光復街愛心媽媽 粽子60個

54431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4432 吳重銘先生 白米200斤

54433 賴永仁先生 白米25斤

54434 賴郁媗女士 白米25斤

54435 魏許好女士 白米25斤

54436 邱玉鳳女士 水餃1大箱

54437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4438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54439 張詩梅女士 白米100斤

54440 板橋觀音廟 白米150斤

54441 梅含芳女士 大西瓜6個

54442 葉張款先生 白米50斤

54443 赫德士先生 洗髮精1箱

54444 施志銘.施文昌先生 白米50斤



54445 曾公子.黃裕盛.宋子娟 白米50斤.紙尿褲4箱.垃圾袋.手套各2包.

54446 趙妡晨女士 水果2袋.大西瓜1個

54447 善心人士 餅乾1袋

54448 清雲積善 肉粽100顆

54449 張正宜女士 白米15斤

54450 劉春枝女士 白米15斤

54451 王玉姿女士 粽子150個

54452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154公斤

54453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米粉.麵.餅乾8箱

54454 施文昌.施志銘先生 尿布3袋.殺蟲劑4罐

54455 四星國際(股)公司 成人紙尿褲7箱

54456 林南芝女士 白米50斤

54457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4458 吳憲忠先生 白米100斤

54459 吳玳慶先生 白米100斤

54460 廖毓嬌女士 白米50斤

54461 吳芷瑋女士 白米50斤

54462 吳姍燁女士 白米50斤

54463 吳宛儒女士 白米50斤

54464 張雅涵女士 麵20斤

54465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4466 統鮮美食(股) 白米90斤

54467 久翔食品(股)公司 白米60斤

54468 廖秀月女士 白米50斤.蛋1箱

54469 王增譽先生 菇類2箱

54470 陳小娥女士 香菇5斤

54471 廖法先生 香菇丸子5斤

54472 古月寅女士 肉羹5斤

54473 廖文保.廖文忠先生 肉鬆.肉羹各5斤

54474 善心人士 肉鬆5斤.素粽30個

54475 奕瑪國際行銷(股) 蔓越莓巧克力6 箱

54476 靜心地藏庵 三明治50個

54477 全家便利店綠堤店 水餃12包

54478 彩雲仙居 麵包3包.乾糧1.5箱

5447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480 王建興全家 白米15斤

54481 謝馨儀女士 白米6斤



54482 邱于珊女士 白米50斤

54483 鮮蔬贊助團 蔬菜15袋

5448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48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486 象神花坊 白米50斤

54487 點線麵餐飲(股) 麵線1箱

54488 黃秋芬女士 肉粽50個

54489 林郁涵女士 肉粽20個

54490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200瓶

54491 熊YO豆 冰沙50杯

54492 王麗素女士 水果禮盒1盒

54493 李炯昱先生 水果禮盒1盒

54494 陳明德先生 水果禮盒1盒

54495 杜威興先生 水果禮盒1盒

54496 吳小姐 水果禮盒1盒

54497 汪億婷女士 水果禮盒1盒

54498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54499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54500 原創記憶珠寶 邱于恩先生 蔬菜5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