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6年6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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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0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502 黃秋芬女士

肉包30個

54503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4504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4505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4506 陳家蓉女士

白米50斤

54507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4508 呂豐隆.劉玉英.呂佾璋先生

白米50斤

54509 中華扶會慈善協會

紙尿褲2包

54510 謝武村先生

包子75個

54511 豐釀有限公司

沐浴乳6袋

54512 劉宥辰女士

成語圖畫書4本

54513 洪勝勳餅店

三明治12盒

54514 林億誠全家

白米30斤

54515 天母三玉宮

白米650斤

54516 邱毓倫女士

涼被30件

54517 優儷芙生活診所

白米150斤

54518 廣春成建設

供品1袋

54519 萬華區富福里辦公處

青菜2袋

54520 汯軒名店

白米100斤

54521 鐘安琪女士

白米40斤.葵花油3瓶醬油6瓶.衛生紙1箱

54522 李冠德先生

蓮霧2包

54523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4524 詹秀桂女士

蛋糕2個.餅乾2包.飲料1箱

54525 塔卡拉甜點烘焙坊

麵包1箱

54526 吳金發先生

白米100斤

54527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54528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4529 創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石堂禮劵100張

54530 廖來發先生

芒果1箱

54531 何承翰先生

芒果1箱

54532 廖韋彤女士

芒果1箱

54533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453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4535 張淑涵女士

白麵20斤

54536 洪美珠女士

白米100斤

54537 鮮蔬贊助團

各種蔬菜117斤

54538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蛋10斤半

54539 黃懷萱女士

白米4.4斤

54540 曾台興先生

白米50斤

54541 點線麵餐飲

麵條1箱

54542 黃建富先生

蔬菜1箱

54543 楊庭宇先生

克寧奶粉10罐

54544 白沙屯宮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4545 義芙糖

白米48斤

54546 劉人瑋先生

綠豆.二砂各10斤

54547 劉建宏先生

麵條1箱

54548 李木哖女士

細米粉1箱

54549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1025斤.供品14箱

54550 林孝文先生

水果1箱

54551 呂定成先生

水果1箱

54552 簡玉燕女士

水果1箱

54553 廖秀月女士

蛋1箱

54554 詹孟傑先生

白米25斤

54555 王美娟女士

白米25斤

54556 邱任獻先生

雞肉7隻

54557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54558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4559 台北市中山區圓山里

地瓜1箱

54560 李幸娟女士

75%酒精4桶

54561 善心人士

白米10斤.胚芽米10斤.油1瓶

54562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4563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4564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4565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4566 溫文伶女士

白米25斤

54567 陳慧珠.楊絜瑜女士

白米10斤

54568 呂宛儒.蔡宜宏先生

淨水器1台

54569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4570 中華文化姓氏文教發展協會

食品.水果6箱

54571 原創記憶 蔡秀珠

蔬菜3袋

54572 丁丁搬家公司

水果4箱

54573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4574 廖子豪先生

專用垃圾袋6包

54575 謝淑慧女士

專用垃圾袋6包

54576 廣春成建設

餅乾飲料1大箱.米粉.麵2袋

54577 楊潔瑜.陳碧珠女士

香皂6盒

54578 施志銘先生

衛生紙4袋.衛生紙2袋.洗衣粉1包

54579 陸人強先生

電扇2台.清潔用品.日用品1箱

54580 黃信華.黃璽蓉先生

專用垃圾袋1包

54581 曾公子.王松.黃裕盛.宋子絹先生 白米20斤.紙尿褲4箱.手套2盒.專用垃圾袋2包
54582 四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紙尿褲7箱

54583 陸商電子(股)

白米140斤

54584 林萳芸女士

白米50斤

54585 陳顏彩碧女士

白米6公斤

54586 鮮蔬贊助團

蔬菜8袋

54587 彩雲仙居

麵包.麵條.饅頭.白飯各1件

54588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

54589 台北市私立新民國小吳佩芳女士 水果1箱
54590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54591 方柔穎.胡榮章先生

筆心11支.橡皮擦18個

54592 徐家容女士

白米100斤

54593 張朝發先生

杯子2個白米6斤

54594 老園丁

麵包18個

54595 655農創基地

香蕉1箱

54596 富南宮三媽

水杯5箱.衛生棉2箱.奶粉1箱

54597 善心人士

豬肉10斤

54598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4599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4600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