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7年6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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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48 大理高中林蘭洪老師 全聯禮卷2張

56149 李木哖.劉建宏.劉人濠先生 麵條1箱.米粉1箱

56150 斯文人蔬果行 水果4箱

56151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56152 林賜賓先生.蔡麗寬女士 白米100斤

56153 林家蔭先生 白米24公斤

56154 謝專趂先生 包子1箱

56155 阿妹麵店黃張芳樂女士 水餃1000顆

56156 陳潔女士 水餃200顆

56157 新協大陳秋貴.洪碧芳 衣服1批

56158 張楊孟玲.楊玉芳.曾美瑛女士 白米50斤

56159 清雲積善 肉粽100顆

56160 李訓旻先生 水果2箱

56161 李嘉義.李宗霖.林幗玲先生 水果7箱

56162 陳玟吉先生 大西瓜6顆

56163 陳碧珠.楊絜瑜 衛生紙6串

56164 品鮮果市集 狀元瓜4箱

56165 丁宥如女士 白米50斤

56166 鄭傑元先生 白米100斤

56167 陳春嬌女士 白米50斤

56168 黃秋芬女士
白米100斤.糖.麵粉.鹽.味素各2包薏仁半

斤.油1桶.麵條1箱

56169 義芙糖有限公司 白米80斤

5617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171 雙和街67號 玉米花3袋

56172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6173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6174 解丹麗女士 鳳梨11顆

56175 邱輝勇.張美卿先生 蔬菜類5箱

56176 葉沛囷女士 白米100斤

56177 陳玟吉先生 胡瓜.絲瓜2箱.芒果2箱

56178 黃秀惠女士 白米100斤

56179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6180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6181 廖士霆先生
筆電.空氣清淨機各1台.二手電視1台.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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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82 古月寅先生 酸痛貼布100片.餅乾24包

56183 富福里-開心農場 青菜2袋

56184 衛福部國民健康局 海鮮食品1箱



56185 黃威智先生 白米50斤

56186 英倫牙醫診所 成人紙尿褲4包

56187 林恆隆先生等8人 保鮮膜15捲.蚊香10捲.成人紙尿褲6箱

56188 中央果菜市場 白米250斤

56189 善心人士 白米22.5斤

56190 善心人士 肉粽40個

56191 王玉姿女士 肉粽60個

56192 李永隆先生 白米3斤.麵條4包.罐頭4條.肉鬆1包

56193 玄義堂 紙尿褲5包.洗衣粉4包.衛生紙12串.牛奶5罐

56194 陳儷方女士 白米50斤

56195 陳紹堂.祖先作主分配 白米50斤

56196 鄭竹妙女士 西瓜5顆

56197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6198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6199 板橋觀音廟 白米50斤

56200 楊淑雯女士 粽子40個

56201 瑞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肉粽150顆

56202 台北廣播電台 西瓜2顆

56203 蔡麗月女士 白米100斤

56204 吳憲忠先生 白米200斤

56205 吳玳慶先生 白米200斤

56206 吳宛儒女士 白米100斤

56207 廖毓嬌女士 白米100斤

56208 北新莊觀光休閒寵物墓園-小乖 罐頭3串.白米2.5斤

56209 北新莊觀光休閒寵物墓園-小乖 餅乾6包.可樂3瓶

56210 台灣消防同業愛心協會 麥當勞套餐65份

56211 李進對先生 芥花油3罐.糖2包.小香菇1斤.甜辣醬12罐

56212 劉安捷先生 粽子20顆.芒果10顆

56213 藍志成先生 芭樂3箱

56214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6215 永和光復街愛心媽媽 肉粽60顆

56216 蕭雅云女士 台糖人蔘四物雞3盒.鮪魚片3箱

56217 彩雲仙居 粽子600顆

56218 張淑涵女士 麵條25斤

56219 詹國鑫先生 大豆沙拉油1桶.白米100斤.綠豆50斤

56220 台北天后宮 白米700斤

56221 大潤發碧潭店 粽子四神湯10組

56222 潘上榆女士 ACE餅乾1箱.蛋糕4盒

56223 陳娟娟.林威雄.黃致朔先生 白米30斤

56224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6225 林郁涵女士 粽子40顆

56226 黃秋芬女士 粽子20顆

56227 林傳宗先生 香蕉1箱餅乾1袋

56228 張楊孟玲.楊玉芬.楊延如 白米50斤

56229 黃詩雅女士 麵包1袋

56230 粗魯人蔬菜行 水果1批

56231 洪聖勳餅店 三明治144個

56232 楊淑芬女士 養樂多60瓶

56233 曾姸瑄女士 養樂多50瓶

56234 葉俊葳先生 養樂多50瓶

56235 周麗香女士 養樂多10瓶

56236 涂日紅女士 養樂多10瓶

56237 林金葉女士 養樂多10瓶

56238 陳美喬女士 養樂多20瓶

56239 王仁配 養樂多20瓶

56240 陳家漢先生 養樂多20瓶

56241 陳元盛先生 養樂多20瓶

56242 陳冠汝先生 養樂多20瓶

56243 林美滿女士 養樂多20瓶

56244 沈淑芬女士 養樂多20瓶

56245 李品蓁女士 養樂多20瓶

56246 劉澐諼女士 養樂多35瓶

56247 鄭詠珊女士 養樂多90瓶

56248 李安介先生 養樂多20瓶

56249 張家維先生 養樂多20瓶

56250 黃淑伶女士 養樂多20瓶

56251 曾惠萍女士 養樂多20瓶

56252 國良 養樂多20瓶

56253 石育慈.石博允先生 養樂多25瓶

56254 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180斤

56255 葉庠宏先生 止癢膏5罐

56256 六寶食品有限公司 冷凍蔬菜3箱

56257 新據點公司 衣服200件

56258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6259 許新君先生 白米40斤.清潔用品8箱.紙尿褲尿片15包

56260 徐月卿女士 白米100斤.蘋果24顆

56261 四星國際(股) 成人紙尿褲7箱

5626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蛋10斤

56263 斯文人蔬果行 水果2箱.餅乾.糖果.油各1箱

56264 鄭禮通.田色艷先生 西瓜3顆.哈密瓜11顆

56265 吳素合女士 白米100斤



56266 黃雲蘋女士 麥片1箱

5626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26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269 曾公子.黃裕盛.宋子絹
白米30斤.手套2盒.專用垃圾袋2包.成人紙

尿褲4箱

56270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6271 張宸瑋先生 白米40斤

56272 謝明哲先生5人 白米60斤

56273 財團法人台北世志玲姐姐慈善基金會 內衣.內褲72套

56274 蔡茂霖先生 白米100斤

56275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奶粉18罐

56276 陳玫吉女士 蔬果6箱

56277 柯佳禎女士 燕麥片3包

56278 周麗新先生 燕麥片4包

56279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6280 呂葉秀琴女士 白米30斤.油2罐

56281 許家芸女士 水餃300顆

56282 朱心慈女士 白米100斤腿肉25斤

56283 曾明宗先生 白米100斤.沙拉油1桶

56284 詹鎵禎女士 白米50斤

56285 蔣偉文先生 白米50斤

56286 房凱蒂.朱春美女士 白米100斤

56287 陳盈成先生 奶粉6瓶





紙尿褲5包.洗衣粉4包.衛生紙12串.牛奶5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