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6年7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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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01 善心人士 蘇打粉10包.衛生棉6包.背包4個.枕頭2個.掛帶.敷墊各1個

54602 李春足女士 白米200斤

54603 郭修爵先生 白米100斤

54604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54605 周知行先生 白米50斤

54606 許淑雯女士 白米50斤

54607 許阿榮先生 牙膏10組.衛生棉26組.洗髮精10瓶.沐浴乳12瓶

54608 蔡麗月女士 白米100斤

54609 曾農華先生 白米50斤

54610 善心人士 白米40斤

54611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4612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4613 周冠宇先生 白米100斤

54614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54615 林世昌.林君豪先生 白米100斤

54616 林泓邑先生 白米100斤

54617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4618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4619 邱玉鳳女士 魚1包

54620 優儷芙生活診所 白米100斤

54621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4622 陳志豪先生 白米25斤

54623 劉尹琪女士 白米25斤

54624 陳羿宏先生 白米25斤

54625 陳子盛先生 白米25斤

54626 詹孟傑先生 白米25斤

54627 王美娟女士 白米25斤

54628 詹凱鈞先生 白米25斤

54629 詹子晴女士 白米25斤

54630 張淑涵女士 麵條20斤

54631 劉正傑.黃文宇.張世宜先生 紙尿褲6包奶粉2罐.飲品78瓶

54632 刑事警察局 水果2箱

54633 廖秀月女士 蛋1箱

54634 熊爸早午餐 三明治11個

54635 蔡小姐 水餃1000個



54636 溫文伶女士 白米25斤

54637 程淑玖先生 白米25斤

54638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4639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4640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4641 孫婉淋女士 白米50斤

54642 吳岳軒先生 白米50斤

54643 吳幸珠女士 白米50斤

54644 陳陣.陳盈宏.林振昌先生 白米150斤

54645 許秀齡女士 白米20斤

54646 廖峰昌.蔣玉里先生 白米25斤

54647 劉垚均.江益棟先生 沙拉油2瓶.醬油2瓶

54648 運達機車行 洗衣粉4包

54649 林岱廣全家福 白米30斤

54650 陳敬鐘全家福ˊ 白米8斤

54651 陳國雄全家福 牛軋糖11包

54652 陳玉章全家福 貢丸4包

54653 廖永吉全家福 蘿蔔糕3個

54654 佳蛙服飾公司 銀絲卷6包.衛生紙4包

54655 鮮蔬贊助商 青菜8袋

54656 原創記憶珠寶 青菜6袋水果2袋

54657 林豐榤先生 餅乾60包

54658 王炳坤 先生 白米20斤

54659 周博鴻.周永濬先生 素油飯20斤

54660 林榮淞先生 白米50斤

54661 松山代天府 白米300斤

54662 王建興先生 白米16斤

54663 中和聖恩宮 白米500斤.供品1批

54664 松山慈祐宮 白米500斤.油600瓶

54665 謝馨儀女士 白米5.5斤

54666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4667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200瓶

54668 象神花坊 白米15斤

54669 李祖光先生 白米30斤

54670 江宗寶先生 蛋1箱

54671 廖秀月女士 蛋1箱.葡萄1箱

54672 黃懷萱女士 白米3.5斤

54673 薪盛有限公司 碗稞90個



54674 吳采嫺女士 白米50斤

54675 貝奇兒寵物張蕙麟 白米150斤

54676 徐先生 白米50斤.蛋1箱

54677 廖宥容先生 白米20斤

54678 廖妤溱女士 白米20斤

54679 廖宏瑞先生 白米20斤

54680 林倩玲女士 雞蛋糕20份

54681 水晶晶直播拍賣網 洗髮乳.沐浴乳共24瓶

54682 水晶晶直播拍賣網 白米400斤

54683 刑事警察局 水果4盒

54684 邱玉鳳女士 魚1包

54685 晶鑽會館 白米250斤.食品4箱.飲料11箱.日用品1箱

54686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4687 黃金雄先生.賴桂鳳女士 水果2箱

54688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4689 汪郁珊女士 爽身粉組.指甲刀1組

5469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69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692 張玲鳳女士 白米100斤

54693 黃璽蓉.黃信華先生 專用垃圾袋1包

54694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300斤.供品8箱

54695 何沛穎女士 禾聯洗衣機1台

54696 黃資凱.樊翊靜先生 白木耳1袋

54697 永和光復節愛心媽媽 櫻桃3包

54698 鮮蔬贊助團 蔬菜9袋

54699 雅方風車轉轉 冰棒3盒

54700 曾公子.王松.黃裕盛.宋子絹先生 白米24斤.紙尿褲4箱.手套2盒.專用垃圾袋2包

54701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54702 龍山寺 沙拉油224瓶

54703 林政凱先生 白米100斤

54704 善心人士 芒果1箱.餅乾1包

54705 陸商電子(股) 白米100斤

54706 陸商電子(股) 白米40斤

54707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4708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4709 洪詩婷女士 衛生棉10包.垃圾袋3包.特大2捲

54710 廖秀月小姐 雞蛋1箱.龍眼1盒

54711 施志銘先生 衛生紙4包



54712 許秀齡女士 白米10斤

54713 林陳面女士 奶粉2罐

54714 謝明哲先生等5人 白米100斤

54715 一群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綠豆6斤.糖5斤

54716 黃威智.黃美娟先生 白米50斤

54717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4718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柔濕巾(厚)3箱

54719 侯克俠先生 雪糕3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