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7年10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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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36 泰山天招堂 麵條6箱

56737 義芙糖有限公司 月光白米54斤

56738 魏榕谷.陳宛均先生 鳳梨酥30盒

56739 張淑涵女士 生麵30斤

56740 蘇玉琪女士 水餃350顆

56741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56742 林賜賓.蔡麗寬先生 白米100斤

56743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白米50斤物資1批

56744 黃信華先生闔家 垃圾袋1包

56745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70公斤

5674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747 中華民國巫覡宗教正念推廣協會 白米600斤.米粉水果各5箱

56748 葉沛囷女士 白米100斤

56749 啟天宮 白米400斤食品物資12盒

56750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56751 廣聖宮 麵線壽桃各1箱

56752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6753 袁惠瑜女士 碗稞50碗

56754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6755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6756 陳玟吉先生
白米10斤.蔬菜類(地瓜.水果.地瓜.豆芽.玉米.小黃瓜.三角豆

腐.蔥等)

56757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6758 謝專趂先生 包子1箱

56759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6760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6761 潘竹政先生 香蕉1箱

56762 郭先生 白米100斤

56763 貝奇兒寵物 白米50斤

56764 潘蔡美麗.潘怡佳女士 白米40斤

56765 善心人士 白米20斤

56766 明興水果行 火龍果9箱

56767 陳娟娟.黃致碩.林威雄先生 白米30斤.生活用品1袋

56768 善心人士 白柚80斤

56769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30斤

56770 桂冠實業(股) 魚蛋1包.奶皇包.黑糖饅頭.小肉包各2包

56771 救世堂 白米500斤

56772 劉欣麟先生 二手衣.鉛筆1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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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73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6774 蔡茂霖先生 白米50斤

56775 李秀蓮女士 白米200斤

56776 陳玟吉先生 白米10斤.蔬果豆芽.海帶.豆干.介藍.蚵白.柳丁.木瓜.葡萄等

56777 黃秀麗女士 白米50斤

56778 唐翠芬.張珮蘭.葉寶蓮.蔣作員.大江 白米50斤

5677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78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6781 吳深淵先生 白米50斤

56782 吳素貞女士 白米50斤

56783 吳周阿寶女士 白米50斤

56784 吳景仁先生 白米50斤

56785 柯志平先生 紅豆丹麥吐司40條

56786 元灝國際有限公司 日用品2袋.拖把5支

56787 正安扣具(股) 米粉3袋

56788 謝英英女士 白米50斤

56789 黃郁雯女士 白米50斤

56790 興采實業(股)公司 黑米(小)32包.雞精1盒.蜂蜜2組.關廟麵2包

56791 唐維鴻先生 白米100斤

56792 朱建基先生 養樂多120瓶

56793 林子庭.林子涵.林君謙 養樂多130瓶

56794 黃鈺翔先生 養樂多120瓶

56795 蔡汶珊女士 養樂多40瓶

56796 李郡傑先生 養樂多40瓶

56797 英倫牙醫珍所 成人紙尿褲5包

56798 李木哖.劉建宏.劉人瑋先生 麵1箱.綠豆.二砂.麥片各5斤.玉米醬5罐

56799 李火成先生 水餃1000顆

56800 陳潔女士 水餃200顆

56801 林億誠先生 白米35斤

56802 熊爸早午餐 火腿蛋吐司10個.漢堡3個

56803 林家蔭先生 白米40斤

56804 麗宸國際有限公司 黑米1箱

56805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6806 陳儷方女士 飲料18瓶.餅乾3包.水果2袋.飯菜7個

56807 四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紙尿褲7箱

56808 蔡福興先生 白米100斤.麵12箱.魚罐頭2箱

56809 陳美枝女士 麵1箱.

56810 徐天健先生 泡麵48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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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11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

5681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6813 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200斤.供品32箱

56814 黃紹虎先生 白米30斤

56815 郭先生 白米50斤

56816 許瓊文女士 白米24斤.食品33包.牙膏33條

56817 徐先生 白米50斤.蛋1箱

56818 楨榕發興業(有) 白米180斤

56819 陸商電子(股) 白米70斤

56820 陳玟吉先生 白米15斤.蔬果7件

56821 黃金果超市 蔬菜4箱

56822 吳姍燁女士 白米100斤

56823 吳芷瑋女士 白米100斤

56824 菲利普 白米50斤

56825 吳杰翰先生 白米50斤

56826 吳建宇先生 白米50斤

56827 詹朝創先生 白米50斤

56828 詹翔宇先生 白米50斤

56829 高偉華先生 白米50斤

56830 吳幸珠女士 白米50斤

56831 吳岳軒先生 白米50斤

56832 陳盈宏先生 白米150斤

56833 丁家李莫府千歲 白米300斤

56834 善心人士 炸雞1袋

56835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火鍋料22盒

56836 李秀英福泰等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

56837 曹素英女士 白米25斤

56838 楊國碩.張嫚凌女士 白米50斤

56839 張英吾先生 白米20斤

56840 張宸瑋先生 白米20斤

56841 85度C文山興隆店 蛋糕13條

56842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6843 安麗希望工場慈善基金會 樸滿10個

56844 蔡孟儒.張凱強.陳炎隆先生 牛肉8盒+3包

56845 陳家蓉女士 白米50斤

56846 海舍空間 手工餅乾20小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