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7年3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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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40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5841 玄武 白米50斤

55842 松山奉天宮 餅乾46箱

55843 溫振均先生 白米25斤

55844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5845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5846 程淑玫女士 白米25斤

55847 溫文伶女士 白米25斤

55848 王慶隆先生 白米50斤

55849 林世昌.林君豪先生 白米100斤

55850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55851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5852 吳素合 餅乾2袋.香蕉1袋.內褲10件

55853 簡玉凱.簡林好先生 白米30斤

55854 許弘炎.許林根先生 白米30斤

55855 簡鴻儒.許晃瑜.簡文賢先生 白米30斤

55856 高苡軒.洪聖堯先生 白米100斤.油.醬油各2瓶.麵1箱.米粉5包.罐頭6罐

55857 廣春成建設 餅乾1箱

55858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5859 玄武 白米50斤

55860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5861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5862 江翠國小六年三班 白米46斤

55863 王建興先生全家 白米20斤

55864 謝馨儀女士 白米5斤

55865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5866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5867 李拾妹.黃昱祥.黃昱喆先生 白米50斤.醬油1箱

55868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5869 陳瑞苑女士 白米480斤

55870 圓夢家族
雞6隻.肉類32斤.魚類4箱.蝦子(餅)2箱.菜(水果)7箱.甜不辣.丸.

菇類21包

55871 張淑涵女士 麵條20斤

55872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5873 魏榕谷.陳宛均先生 衣櫃5組

55874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5875 台灣斯巴克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450公斤

55876 周楷玟女士 白米50斤

55877 上介青熱炒店 菜類6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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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78 劉人豪先生 白米50斤

55879 台北集安宮 白米600斤

55880 劉錦文女士 高麗菜1箱

55881 吳幸珠女士 白米50斤

55882 陳宏仁先生 菜1箱

55883 林家蔭女士 白米24斤

55884 熊爸早午餐 三明治11個

55885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奶粉18罐

55886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5887 陳天從先生 餅乾.泡麵各7箱

55888 李木年.劉建宏.劉人偉先生 綠豆.米粉.糖各10斤.玉米罐頭10個

55889 周學梅女士 水餃400顆

55890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500斤.麵條10箱.水果2箱.米粉1箱

55891 陳郁雯女士 水餃10包

55892 善心人士15位 白米22.4斤雞腿.雞塊17包.銀絲卷小籠包20包.滴露12瓶

55893 林國忠先生 蔬菜水果16箱

55894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5895 陳玫吉女士 高麗菜2箱.大陸妹2箱

55896 655農創基地 蘿蔔乾8包

55897 黃懷萱女士 白米5斤

55898 塔卡拉甜點烘焙坊 麵包1箱

55899 呂豐隆.劉玉英.呂佾璋 壽司米50斤

55900 柯平華女士 蘋果2箱

55901 沈茂松先生 白米100斤

55902 一群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紅豆3斤.糖6斤

55903 劉錦文女士 白米50斤

55904 常弘工程 休閒服衣褲11套

55905 永燁橡膠有限公司 休閒服衣褲8套

55906 ANDY 休閒服衣褲22套

55907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

55908 陳玟吉女士 菜3箱

55909 李訓旻先生 菜4箱木瓜1箱

55910 李嘉益.李宗霖.李林幗玲.林秀川 菜4箱.木瓜3箱

55911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5912 曾公子.王松.黃裕盛.宋子絹先生 白米40斤紙尿褲4箱.手套.專用垃圾袋各2袋

55913 廣春盛建設 白米5斤.新竹米粉6包.麵條2包.

55914 王韋翔先生 小餐包102個

55915 陳玟吉先生 水果4箱

55916 林育全先生 碗稞50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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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17 林麗雲女士 碗稞25碗

55918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30斤

5591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592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592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5922 蔡麗月女士 白米100斤

55923 薛鈞仁先生 成人紙尿褲7箱

55924 中華民國安慈善功德會 白米1500斤.食品飲料10袋

55925 蕭曉玲女士 白米8斤

55926 簡玉凱.簡林好全家福 麵條2箱藥皂1箱.糖果尿布各1包二手衣3包

55927 廖嘉惠女士 情人果5包.木瓜.枇杷.李子.葡萄.雞塊各2包果凍10盒.玉米湯24包

55928 財團法人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120斤

55929 李先生 衣服1袋

55930 李哲宏先生 手套5盒

55931 艋舺行德宮 餅乾2袋

55932 葉沛囷女士 白米100斤

55933 隆昌食品有限公司 優酪乳40杯

55934 許昭弘先生 白米60斤

55935 新欣實業有限公司 魚乾.章魚片.海帶芽沙丁魚仙貝..等98包

55936 塔卡拉甜點烘焙坊 麵包1箱

55937 李接先生 白米30斤

55938 新技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洗髮精12包.沐浴乳6包

55939 張雪娥女士 餅乾果凍1袋

55940 蘇張阿雪女士等 白米50斤

55941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5942 白馬會館 雙人被套21件.床包組.大浴巾.小方巾各40條.手套14盒

55943 陳玟吉先生 菜4箱.水果2箱

55944 沈茂松先生 白米200斤

55945 大盛豬排 白米100斤

55946 中和聖恩宮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水果.餅乾.10箱

55947 吳晉逸先生 白米150斤

55948 林建助.吳鳳美女士 白米100斤

55949 吳宜珊女士 白米150斤

55950 李俊龍先生 白米50斤

55951 林金財先生闔家 白米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