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6年8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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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20 程蕊女士 水果1箱

54721 蘆洲八仙宮信士 白米1000斤

54722 張朝發先生 白米6斤

54723 廖韋彤先生 水果1箱

54724 廖秀月女士 水果1箱

54725 林孝文先生 水果1箱

54726 陳子盛先生 水果1箱

54727 陳羿宏先生 水果1箱

54728 詹凱鈞先生 水果1箱

54729 詹子瑋先生 水果1箱

54730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4731 正妹包子專賣店 包子饅頭1箱

54732 羅呂幼女士 白米50斤

54733 羅國祐先生 白米50斤

54734 羅桂芳女士 白米100斤

54735 鍾蕎安女士 白米6斤.油2罐

54736 邱玉鳳女士 小卷1包

54737 財團法人台北市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少女內衣72件.內褲144件

54738 嘟嘟服裝行.楊國禾先生 白米20斤

54739 原創記憶珠寶.張美卿女士 蔬菜1批

54740 陳淑貞女士 白米100斤

54741 黃秀鳳女士 白米100斤

54742 李牧勳.李牧潔先生 白米6斤.垃圾袋3包.

54743 張淑涵女士 麵條6包

54744 周濟言先生 麵條2箱

54745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54746 林賜賓.蔡麗寬先生 白米100斤

54747 承天禪寺 白米50斤

54748 李禮光先生 白米30斤

54749 徐月卿女士 白米100斤

54750 鮮蔬贊助團 蔬菜9袋

54751 陳蕙芬女士 柿子1箱

54752 廖秀惠女士 芒果1箱

54753 徐邵寶珍女士 水蜜桃3盒.肉鬆5罐.麵5袋

54754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4755 點線麵餐飲(股) 麵條1箱

54756 統一生活事業(股) 衛生紙2箱.濕紙巾2箱

54757 富爾斯 餐盒100盒

54758 廣春成建設 白米7.8斤.米粉麵各2包

54759 動希創意行銷(股) 冰棒100隻

54760 許阿樂先生 奶粉4大2小罐.垃圾袋28包.衛生棉27包

54761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4762 蘇懷萱女士 白米4斤

54763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4764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4765 原創記憶珠寶.呂榮基.邱于惠 空心菜4斤4兩.地瓜葉秋葵各15斤.金瓜5斤4兩

54766 呂葉秀琴女士 沙拉油.豆油各2罐.蛋1箱

54767 廖秀月女士 蛋1箱.芒果1箱

54768 鄭子淵先生 芒果2箱

54769 馮佳琪女士 芒果2箱

54770 劉和琪.劉翔濠先生 白米50斤

54771 劉宜翎.劉蕎敏女士 白米50斤

54772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4773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4774 東區頂好商圈大安自治會 炒飯.炒麵100盒

54775 謝育姍女士 短褲40件.衛生棉4組.外用藥品2組

54776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4777 駱榮良先生 清潔用品.掃把組.沐浴用品各2組

54778 劉人瑋先生 毛綠豆.二砂各2斤

54779 刑事警察局 蜜棗1盒

54780 連億文先生 冷凍食品雞腿15包

54781 日順米食 碗稞36個

54782 鴻悅娛樂 飲料126瓶.泡麵12包

54783 吳志偉先生 臭豆腐1箱.護腕1包

54784 陳俊傑先生 臭豆腐1箱.護腕1包

54785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4786 嘟嘟臉童裝 白米15斤

54787 許阿樂先生 衛生棉26包.沐浴用品22瓶.牙膏20條

54788 楊明小姐 白米50斤

54789 善心人士15位 奶粉6罐.清潔袋5包

54790 勝昌食品有限公司 白米200斤

54791 優儷芙生活診所 白米140斤



54792 科泰生物科技(股) 葉黃素條129盒

54793 陳郡珮女士 白米50斤

54794 吳盈瑩女士 衛生棉2箱.手套30雙.牙膏15條.毛巾牙刷各50分

54795 張毓玲女士 牙膏15條.毛巾22條

54796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4797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479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79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4800 善心人士 碗稞50碗

54801 徐春鳳先生 白米100斤.水蜜桃1盒.脆片糙米3盒.

54802 徐秋寶珍女士 白米100斤

54803 熊爸早午餐 三明治16個

54804 善心人士蕭小姐 白米100斤

54805 陳雅琇.潘彥廷先生 白米13.8斤

54806 李拾姝女士 衛生紙1箱

54807 塔卡拉甜點烘焙坊 麵包1箱

54808 天時福水產店 魚丸1箱

54809 邱玉鳳女士 鱸魚1件

54810 林亨學先生 白米100斤

54811 隨便當 便當50個

54812 鮮蔬贊助團 蔬菜11袋

54813 林萳茜女士 白米50斤

54814 正總慈善基金會 白米250斤

54815 蔡真益先生 食品3袋

54816 陳鈺婷.陳怡玲女士 克寧奶粉5罐

54817 江怡蓉女士 白米50斤果汁3箱.杯水3箱

54818 陳昀萱女士 白米10斤

54819 黃璽蓉.黃信華先生 專用垃圾袋1包

54820 黃武德.黃秋月先生 專用垃圾袋1包

54821 吳盈瑩女士 肉鬆15包

54822 陳昀萱女士 蛋1箱.芒果1箱

54823 洪寶雲女士 哈根達斯100瓶

54824 東騰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克寧奶粉5箱

54825 賴永仁先生 白米25斤

54826 賴郁媗女士 白米25斤

54827 曾公子.黃裕盛.王松.宋子絹 白米16斤.紙尿褲4箱.手套2盒.垃圾袋2包

54828 無極龍鳳宮 白米500斤



54829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54830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沙拉油2桶

54831 陸商電子(股)公司 白米140斤

54832 中華民國證劵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白米15斤.飲料13箱.餅乾8箱.罐頭泡麵各3箱.水果2箱

54833 善心人士 白米170斤

54834 蔡麗月女士 白米100斤

54835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4836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4837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4838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4839 溫文伶女士 白米25斤

54840 洪寶雲女士 沙朗牛排75包

54841 祥順茶行 白米30斤

54842 吉名國際(股) 紫雲膏10小瓶

54843 高顯宗先生闔家 白米60斤

54844 三重道旨三清宮 白米350斤.油.麵.餅乾米粉等102瓶(包)

54845 點線麵餐飲(股) 麵5包

54846 品珍堂溫馨家族 木耳露60瓶.粉圓.白木耳.冬瓜糖各2包

54847 顏志鴻先生.黃雅慧女士 白米200斤

54848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

54849 無名氏 白米50斤

54850 台北霞海城隍廟 餅乾15箱

54851 河信開發 白米1650斤

54852 新莊時尚女人香社區 白米50斤.飲料8箱.餅乾麵糖8包

54853 行富投資有限公司 白米1008斤

54854 金盛元興業有限公司 白米1008斤

54855 百年獅子會 餅乾7箱罐頭1箱

54856 遠見科技總部大樓 白米1000斤

54857 台北無極慈安宮 白米224斤

54858 艋舺進天宮 白米500斤

54859 台北花卉產銷股份有限公司 祭品39分.牲品5份

54860 永平福德宮 白米600斤

54861 帝君慈慧共修園 白米200斤.物資20份

54862 ICRT國際社區管委會 白米150斤麵1箱.油2箱.米粉2箱.罐頭1箱

54863 林郁文先生 白米1500斤.關廟麵20箱.米粉5箱

54864 三芝慈航宮 白米350斤.水果1箱禮盒1盒.餅乾1包.礦泉水2袋

54865 伊通講堂 白米200斤.米粉2箱.餅乾5箱.水果2箱



54866 雲林烏光鎮天宮 白米900斤

54867 財團法人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180斤

54868 財團法人台北市覺修宮 素供品8包

54869 聖德宮 白米255斤.飲料2箱罐頭1箱.餅乾3袋

54870 復華大台北社區 白米323斤.餅乾物資1批

54871 林肇鈴女士 堅果麥片3包.泡麵20包

54872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200瓶

54873 施國財先生 白米3斤.油1桶

54874 廖翠禎女士 白米3斤.油1桶

54875 匯泰好景 白米3斤.油1桶

54876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4877 東騰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手套5盒專用垃圾袋20包.衛生棉5箱

54878 鎮金殿社區管委會 白米700斤.餅乾6箱飲料19箱

54879 李莉玟女士 冷凍麵食類4件

54880 林詩涵女士 冷凍麵食類1件

54881 吳建興先生 紫外線殺菌鴻碗機2台\

54882 黃宥誠先生 紙尿褲6袋

54883 邱玉鳳女士 水餃50盒

54884 新北市佛理慈善功德會 供品27件.水果1件.餅乾類1件

54885 陳昀萱女士 白米20斤.飲料54瓶.衛生紙3包

54886 李陳束女士 白米500斤

54887 善德堂 白米1000斤.供品12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