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6年12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編號

捐 捐贈

者贈

者

樂

捐

物

55408 忠欣雜貨店

高麗菜1箱

55409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5410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5411 程文泉先生

高麗菜1箱

55412 王宜彙先生

橘子1箱

55413 王昱喬先生

白米50斤

55414 雷心如女士

白米50斤

55415 尚弘水果行

白米50斤

55416 許義雄先生

白米50斤

55417 王昱喬先生

白米50斤

55418 鮮蔬贊助團

蔬菜11袋

55419 熊爸早午餐

吐司三明治13個

55420 林家蔭先生

白米60斤

品

55421 曾公子.王松超.黃裕盛.宋子絹 白米18斤成人紙尿褲4箱.手套專用垃圾袋各2包
55422 彭楒婷女士

白米1.5斤

55423 林口南勢福德宮

白米200斤

55424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一中隊

內褲465件.內衣140件

55425 太陽城餐廳陳忠修先生

白米100斤

55426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55427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5428 廖秀月女士

蛋1箱

55429 張淑涵女士

生麵30斤

55430 葉錦雯女士

白米200斤

55431 潘怡佳女士

白米50斤

55432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50斤

55433 陳輝湧先生

白米100斤

55434

Q寶脆皮雞蛋糕.蔡富寶.陳玟
雞蛋糕45份
萱.蔡馨慧.蔡明燦

55435 新北市大同慈心會

枕頭40個

55436 王宜彙女士

絲瓜1箱

55437 王可軍女士

絲瓜1箱

55438 程文泉先生

絲瓜1箱

55439 姜念騏先生

絲瓜1箱

55440 善心人士

日用品等60瓶

55441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5442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5443 黃懷萱女士

白米4斤

備

註

55444 士林慈誠宮

白米1800斤

55445 陳昀萱女士

蛋1箱

55446 王蔡龍玉.王邦基先生

白米100斤

55447 趙妡晨女士

蘋果1箱

55448 許秀齡女士

白米30斤.燈籠10個

55449 十三太子慈愛會

白米90斤沐浴品8瓶.衛生紙196包.牙膏10
組.洗衣精.洗碗精

55450 周甘玉女士

蛋糕2個.檸檬布丁2個

55451 愛心人士

蛋糕12盒

55452 黃信華先生闔家

專用垃圾袋1包

55453 黃兆雍先生

白米150斤.醬油2桶

55454 郭怡茹女士

蘋果1箱

55455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200瓶

55456 蘇佰倫先生

白米50斤

55457 周濟言先生

麵條2箱

55458 林賜賓.蔡麗寬先生

白米100斤

55459 僾儷萊童裝百貨

口罩20盒

55460 BIG行動夢想家基金會

聖誕禮物9份

55461 張傳華先生

白米10公斤

5546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蛋12斤

55463 財團法人麥氏新東陽基金會

火雞4隻餅皮8包.聖誕糖8盒.義大利麵12
包.醬2箱海苔

55464 王培浩先生

巧克力蛋糕50個

55465 陳昀萱女士

雞蛋1箱

55466 廖秀月女士

蛋1箱

55467 金旺蔬果行

衣服1批

55468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5469 李幸娟女士

消毒藥水2瓶

55470 張政哲.吳承霖先生

白米72公斤.沙拉油3瓶.蠔油8瓶

55471 佳安旅行社

蛋糕20吋1個

55472 羅玉梅女士

水餃35包

55473 周甘玉女士

泡芙16個.蛋糕3個

55474 信東生技(股)

實木高架床組1組

55475 李其璋先生

水梨1箱

55476 正統崙背福智團體

白米500斤

55477 善心人士

餅乾.水果各1袋

55478 沈世芬女士

白米100斤

55479 邱玄旻先生

白米50斤

55480 台灣留蘭香(股)公司

彩虹糖64袋.口香糖36袋

55481 成豐腴投資控股(股)

衛生紙2箱

55482 亞積生物科技(股)

鼠尾草子5箱

55483 信東生技(股)

葉黃素膠囊5盒

55484 世華企業(股)

飯友尖筍珍菇罐頭2箱

55485 南昌行(股)

奶粉10袋

55486 肇威(股)

清潔用具17個.按摩器60個

55487 聯合利華(股)

清潔用品4箱.黑芝麻2箱

55488 聚德富有限公司

牙膏12隻

55489 三多士(股)

三多補體素2箱

55490 台北貿易(股)

衛生紙1箱洗碗精2瓶

55491 福盈科技化學(股)

衣服5件

55492 高佳林實業(股)

收納盒50個

55493 陳鈺婷女士

白米50斤

55494 陳怡伶女士

白米50斤

55495 艾多美郭老師

沐浴用品26瓶.衛生紙96包

55496 林萳芸女士

白米50斤

5549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549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5499 李木哖.劉建宏.劉人瑋先生

紅豆.砂糖各10斤.油1桶.麵1箱

55500 張德生先生

湯圓材料10斤

55501 璟濬企業有限公司

來復易安心活力褲4包

55502 李軒先生

肉粽100個

55503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克寧奶粉18罐

55504 鄒明宏先生

白米322斤

55505 王禹棋先生

碗稞50碗

55506 耳機狗

碗稞40碗

55507 陳滰娫女士

早餐20份

55508 欣願會

白米3公斤.米果2箱

55509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5510 林建良先生

白米50斤

55511 鑫豐證劵(股)

白米800斤

55512 善心人士

紙褲120箱.麥片15箱.餅乾20箱

55513 作廢
55514 中華至善佛教命理協會

奇異果63顆.車輪餅55個.葡萄15盒

55515 袁榆惠女士

魚1包

55516 王佩瑩.吳麗玉.陳慶榮

手套60雙.圍巾30條

55517 周甘玉女士

蛋糕捲4個派3個

55518 林德美.劉尚弘先生

豆腐5箱

55519 李秀玉女士

手工肥皂27個.紫草膏20個

55520 江佳玲女士

尿布13包

55521 丁育聖.李書璇先生

清潔劑2份.清潔用品.襪子各4份

55522 王百祿先生

白米50斤

55523 張美鳳女士

白米50斤

55524 王廷豪先生

白米50斤

55525 王廷瑋先生

白米50斤

55526 張旺欉先生

白米50斤

55527 貝奇兒寵物張蕙麟

白米200斤

55528 大願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白米45斤油.醬油42瓶.糖鹽42包.餅乾1箱

55529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5530 BOBO親子童裝

清潔用品32條(罐)

55531 BOBO親子童裝

清潔用品15條(罐).餅乾6包

55532 林建成先生

餅乾12包

55533 長虹娛樂

圍巾20條

55534 王宜彙女士

牙膏10條.洗碗精10瓶

55535 程文泉先生

沐浴乳.洗髮精各10瓶

55536 陳皇霖先生

養樂多200瓶

55537 呂'芳儀女士

白米75斤

55538 袁愉惠女士

魚1包

55539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5540 全家江翠店

火鍋料25包

55541 駱志揚.符中其.鄒李嬌妹.陳家慧 白米48斤
55542 艋舺五福宮

小籠包12盒

55543 鴻悅

衛生紙2袋食品2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