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7年7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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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88 呂慶和先生 白米50斤

56289 西昌街大眾廟 白米50斤.鹽5小包.糖2斤

56290 台北霞海城隍廟 白米200斤.供品13箱

56291 義芙糖有限公司 白米100斤

56292 陳儷方女士 白米50斤

56293 張育瑛女士 白米20斤

56294 陳文政先生 白米20斤

56295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6296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56297 黃信華先生等5人 專用垃圾袋1包

56298 王建興先生 白米24斤

56299 謝馨儀女士 白米6斤

56300 林賜賓.蔡麗寬先生 白米100斤

5630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302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6303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630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6305 洪美珠女士 白米100斤

56306 林先生 水果3盒

56307 蔡昌篤皮膚專科診所 艾瑪絲洗髮精80M24瓶

56308 陳玟吉先生 蔬果7箱

56309 李湘湘女士 白米30斤

56310 唐維鴻安生 白米50斤

56311 周楷文先生 白米50斤

56312 張淑涵女士 麵條25斤

56313 葉沛囷女士 白米100斤

56314 林傳宗先生 芒果1箱

56315 正德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白米100斤.地瓜麵條綠豆各1箱

56316 林家蔭先生 白米40斤

56317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6318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6319 張明芳女士吳博誠先生 白米12斤.沙拉油2公升2瓶

56320 陳娟娟.黃致碩.林威雄先生 白米30斤

56321 李秋佳女士 布偶日用品1袋

56322 吳秀卿女士 葡萄2箱

56323 周秋雲女士 養樂多200瓶

56324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6325 劉韋忻.呂垚宗先生 白米3斤.肉鬆1包.麵條7包.米粉1包.玉米罐2個.沙拉油1瓶

56326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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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27 吳奇聰.吳淡松.吳邱質 葡萄8箱

56328 宏立鼎有限公司 清潔劑.漂白水各1箱.掃具各3支

56329 一極伴 水餃1020個

56330 李木哖.劉建宏.劉人瑋 關廟麵1箱.綠豆.薏仁.二砂各5斤

56331 陳紹堂祖先北海福座 白米50斤

56332 北新莊觀光休閒寵物墓園 白米20斤.罐頭6個

56333 陳儷方女士 白米20斤

56334 泰國佛牌全體善心人士 飲料.餅乾.醬油.沙拉油等4箱

56335 廖嘉那女士 文具.髮夾各1袋

56336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6337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6338 呂豐 先生闔家 白米50斤

56339 艋舺行德宮 餅乾2袋

56340 葉仲興先生 白米40斤

56341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6342 永成利企業(股) 冰淇淋100個

56343 63屆復興高中314 保鮮膜3個.牙膏牙刷.殺蟲劑4組.蠟筆環保袋各1個.橡皮擦3包

56344 陳美甄女士 奶粉1罐

56345 趙元瑞先生 白米100斤

56346 徐爾優先生 白米100斤

56347 徐春鳳女士 白米100斤

56348 陳宏宇先生 白米100斤

56349 黃小姐 饅頭30顆

56350 蘇張阿雲女士 麵條24斤

5635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352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353 吳承洲先生 白米50斤

56354 陳天從先生 白米300斤

56355 鄭淑慧女士 奶酪.布丁144個

56356 橘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即期品)海苔435包

56357 中茂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30公斤

56358 張宸瑋先生 白米40斤

56359 陳玫吉先生 蔬果6箱

56360 一群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大薏仁6斤.綠豆10斤.糖5斤

56361 郭秋雄先生 養樂多260瓶

56362 明韋行銷有限公司 包子類10包

56363 四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成人紙尿褲7箱

56364 毅慶生技開發有限公司 實料拌麵200包

56365 徐先生 白米50斤.蛋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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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66 張建義先生 水果1箱

56367 王邦基先生 白米150斤

56368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150斤

56369 王偉臣先生 白米150斤

56370 鑫鼎城有限公司 包包.袋子.雨衣2箱

56371 天奕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兒童腳踏車2台

56372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6373 楊淑芬女士 養樂多60瓶

56374 葉俊葳先生 養樂多50瓶

56375 鄭詠珊女士 養樂多30瓶

56376 石育幸女士 養樂多20瓶

56377 阿K 養樂多20瓶

56378 陳美喬女士 養樂多20瓶

56379 王仁配女士 養樂多20瓶

56380 倪瑞彤女士 養樂多20瓶

56381 李曜宇先生 養樂多20瓶

56382 陳家漢先生 養樂多20瓶

56383 鄭陳美珠女士 養樂多20瓶

56384 石博允先生 養樂多80瓶

56385 廖蔡阿花女士 白米20斤

56386 廖妤溱女士 白米20斤

56387 廖宏瑞先生 白米20斤

56388 吳幸珠女士 白米50斤

56389 黃金果鮮果超市 芒果2箱

56390 黃紹虎先生 白米30斤

56391 陳玫吉先生 蔬果6箱

56392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6393 陳紹堂先生 白米20斤

56394 狗小乖 白米20斤

56395 張育瑛女士 白米20斤

56396 頻光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500斤

56397 中和聖恩 宮 水果.餅乾各5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