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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22 五裔有限公司 鳳梨酥64盒

57523 義芙糖有限公司 白米48斤

57524 張淑涵女士 麵條20斤

57525 黃家蔬果行 水果1箱

57526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7527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7528 王邦基先生 白米150斤

57529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150斤

57530 王偉臣先生 白米150斤

57531 吳廖六妹女士 白米35斤

57532 吳承晃先生 芭樂1箱

57533 蘇柏賢先生等5人 尿布1箱

57534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7535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7536 沈雅芳女士 白米50斤

57537 善心人士 生乳卷15條

57538 林泓邑先生 白米100斤

57539 黃秀惠女士 白米50斤.貢糖2包

57540 德州儀器工業(股)職工福委會 二手書櫃9組

57541 吳阿度先生 白米35斤

57542 漁匠甘霖 白米50斤

57543 全家板橋長民店 冷凍包子饅頭16包.衛生紙6串.白米12斤小鮮奶10瓶.

57544 全家板橋長壽店 關東煮1箱.拉麵10箱.蘆筍汁3箱

57545 張豈能先生 白米25斤

57546 彭炳乾先生 白米200斤

57547 黃信華先生闔家 專用垃圾袋1包

57548 台北市艋舺龍山寺 油160瓶

57549 范家豪先生 麥片12包

57550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7551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沙拉油2罐

57552 楊義峰.智文.昌盛.劉素忻 白米100斤

57553 張利先生 白米50斤

57554 李宗傑先生 白米100斤

57555 佑昇通訊行諸位大德 白米300斤

57556 劉李玉燕女士 白米100斤

57557 葉仲興先生 白米40斤

57558 林世昌.林治勝先生 白米100斤

57559 蘇伯倫先生 白米50斤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8年3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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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60 黃志瑋先生 白米50斤

57561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7562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7563 蔡秉哲先生 鮮奶5瓶

57564 張劍洪.李芊樺先生 白米200斤.電風扇1台

57565 林張清雲女士 白米100斤

57566 蕭啟明先生 白米100斤

57567 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200斤

57568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7569 陳威宇先生 水果1箱

57570 張凱程先生 白米20斤

57571 曹淑娟女士 白米50斤

57572 吳啟明先生 白米250斤.沙拉油1桶

57573 賴承宇先生 白米50斤

57574 宋宛龍.林聖閎.萬世雲先生 蚵30斤

57575 陳慶龍先生 牙刷200支

57576 陳志和先生 成人紙尿褲4包

57577 台灣斯巴克環保工程(股) 白米850斤

57578 呂垚宗.劉韋忻先生 麵條零食等1箱

57579 周賢綺女士 醫藥箱(含外用藥.生理食鹽水)1箱

57580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斤

57581 謝馨儀女士 白米6公斤

57582 天后宮 白米600斤

57583 陳玟吉先生 水果蔬菜5箱

57584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585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586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587 吳承洲先生 白米50斤

57588 宋宛龍.林聖閎.萬世雲先生 蚵30斤

57589 陳福瑞先生 白米40斤

57590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7591 善心人士 蛋1箱.白米50斤

57592 貝克宇先生 白米20斤

57593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7594 吳志明先生 奶粉.麥片各2罐.魚鬆1罐.魚肉8包.牛肉9包.電鍋2個.糖果1包

57595 陳莛翰先生 飲料18瓶奶粉2罐.麥片1罐.肉鬆5罐.魚肉19包.牛肉5包.電鍋2個.

57596 萊爾富國際(股) 巧克力牛奶糖31箱

57597 黃紹虎先生 白米50斤

57598 鄭芳柳女士 白米35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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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99 葉沛囷.趙睿寅先生 白米100斤

57600 周楷文先生 白米50斤

57601 吳晉逸先生 白米150斤

57602 林建住.吳鳳美先生 白米100斤

57603 吳宜珊女士 白米150斤

57604 李俊龍先生 白米100斤

57605 黑將軍 饅頭1箱

57606 林振昌先生 白米150斤

57607 吳岳軒先生 白米50斤

57608 吳小姐 白米50斤

57609 林昆樺先生 白米50斤

57610 許林郝.許弘炎先生 白米3公斤.麵條1包.飲料1箱

57611 許林郝.許弘炎先生 白米50斤

57612 簡玉凱.簡林好女士 白米50斤

57613 簡鴻儒.許晃瑜.簡文賢先生 白米50斤

57614 釋悟安師十方大德 白米25斤

57615 周玉霞女士 白米15斤

57616 李珮瑩女士 白米15斤

57617 羅桂蘭女士 白米25斤

57618 美蓉女士 白米25斤

57619 林豐榤先生 餅乾1包

57620 板橋觀音廟 白米200斤

57621 李雪月女士 白米50斤

57622 楊淑芬女士 養樂多60瓶

57623 石博允先生 養樂多60瓶

57624 石育慈女士 養樂多60瓶

57625 曾妍瑄女士 養樂多30瓶

57626 葉俊葳先生 養樂多30瓶

57627 石育幸女士 養樂多25瓶

57628 阿K 養樂多25瓶

57629 鍾坤泰先生 養樂多20瓶

57630 錦誠貿易 養樂多20瓶

57631 陳美喬女士 養樂多20瓶

57632 陳家漢先生 養樂多20瓶

57633 陳冠如先生 養樂多20瓶

57634 游子億先生 養樂多10瓶

57635 劉怡彣女士 優酪乳20瓶

57636 保麗來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白米120斤.油.米粉.麵.奶粉各1箱.鹽24斤.餅乾8包.糖2包.玉米脆片7盒

57637 謝民禬先生 白米25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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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38 潘先生 白米2斤.米粉.麵各1包

57639 御狐園 水果5箱

57640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7641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70公斤

57642 蘇怡嫻.蘇建榮.陳宜苹.蘇循宿.鄭凛儀 豆皮.米粉各5包.紅豆5斤.花生油2罐

57643 貝克宇.蔡秀剛.林衛.天賜先生 雞蛋1箱

57644 曾秋雯女士 麵包70份.飲料3箱.泡麵5箱.餅乾5包

57645 英倫牙醫診所 牛肉2袋魚肉2片.麥片2罐.專用垃圾袋1包

57646 廣聖宮 麵線2箱.壽桃1箱.水果1箱

57647 寶寶公益群 專用垃圾袋8包.麥片13罐麥食5包.飲料1罐

57648 全家板橋長民店 麵包200個.包子358個.白米20斤.衛生紙7串.果汁71瓶

57649 林家蔭先生 白米40斤

57650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起司海鮮飯2箱銀絲卷1箱

57651 黃暄羽女士 白米1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