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8年5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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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75 黃鈺翔先生 養樂多60瓶

57776 陳瀅如女士 太陽餅20盒

57777 陳玫吉先生 蔬果6箱

57778 萬家香早餐店 蛋3箱.肉鬆1袋

57779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7780 善心人士 蛋3箱

57781 張玉鳳女士 白米500斤

57782 蕭靜霞女士 白米30斤

57783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7784 曹淑娟女士 白米50斤

57785 林家蔭先生 白米40斤

57786 林泓邑先生 白米50斤

57787 黃純惠.林女士 白米50斤

57788 張芳霞女士 白米21斤.沐浴用品2瓶

57789 邱建豐先生 白米21斤.沐浴用品2瓶

57790 林美珠女士 白米50斤

57791 陳弘傑先生 穀物水果麥片6包

57792 王權先生 穀物水果麥片12包

57793 MAX 穀物水果麥片6包

57794 彭智一先生 穀物水果麥片6包

57795 張漢儒先生 穀物水果麥片6包

57796 STR 穀物水果麥片6包

57797 江文傑先生 穀物水果麥片6包

57798 林佳妤女士 白米100斤

57799 蕭啟明先生 白米100斤

57800 葉佰達先生 白米25斤

57801 作廢

57802 王麗燕女士 白米25斤

57803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7804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7805 彭光謚先生 電風扇20台.飲水機1台

57806 胡玉珍女士 杯水10盒.泡麵6箱

57807 周玉雲.朱家慧.朱柏翰 白米50斤

57808 張淑涵女士 生麵20斤

57809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7810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7811 無名氏 白米100斤

57812 陳玟吉先生 玉米.芒果火龍果共4箱



57813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57814 林賜賓.蔡麗寬先生 白米100斤

57815 忠味雞直播網.沈聖忠.霸氣姐等30人白米46斤.毛巾1袋.麵2箱.水果.洗髮精各1箱.海鮮熟食12袋

57816 蔡秋鈴女士 涼被40條

57817 蘇怡嫻.建榮陳宜華.鄭凜儀 紅豆5斤.豆皮2包.粉絲5包.麵條14包

57818 王建興先生 白米24斤

57819 謝馨儀女士 白米6斤

57820 曾秋雪女士 蛋糕2個

57821 全家板橋長壽店 蛋糕4個

57822 可起工作室 麵條2箱

57823 程淑美女士 青菜1箱垃圾袋3包

57824 楊善文先生 洗衣機1台.行動白板3個

57825 李林桃女士 白米50斤

57826 王偉臣先生 白米100斤

57827 王蔡龍玉女士 白米100斤

57828 王邦基先生 白米100斤

57829 林子敬先生 白米50斤

57830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

57831 史佩鑫女士 棉花棒10包

57832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7833 御狐園 西瓜.芒果等水果5箱

57834 作廢

57835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7836 廖秀月女士 白米50斤

57837 陳福瑞先生 白米40斤

57838 齊國清先生 冰淇淋劵60張

57839 陳威宇先生 香吉士1箱

57840 吳啟明先生 白米250斤.油1桶

57841 台北靈聖宮 餅乾6箱+9袋.麵3箱.油醬油各2箱.鹽糖肉鬆各1箱.果汁4箱

57842 陳麗如女士 泡芙50個

57843 湯淑鈺女士 蛋塔50個

57844 黃暄(糹羽)女士 白米20斤

57845 尚億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亞培愛美力涵纖6箱

57846 艋舺許家祖傳水餃 水餃100粒.楊桃汁3罐.滷味3袋

57847 周麗新女士 燕麥片24包

57848 李宗憲先生 燕麥片12包

57849 柯佳禎女士 燕麥片3包

57850 鄭湘頤.女士 燕麥片2包

57851 創曼有限公司林聖傑.雙園茶行林聖閎蚵30斤

57852 創曼有限公司林聖傑.雙園茶行林聖閎蚵30斤



57853 蕭正沛先生 手工水餃10盒.大燕麥片10罐.鳳梨罐30罐

57854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7855 廣春盛建設 餅乾1箱飲料2箱

57856 呂垚宗先生 餅乾4包.麵條2包.白米2斤.玉米罐12罐

57857 象神花坊 白米24斤

57858 義芙糖有限公司 白米54公斤

5785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86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86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786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7863 香港商思捷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成衣412件

57864 林文亮先生 T恤55件

57865 周玉雲.朱家慧.朱柏翰先生 白米50斤

57866 朱海平先生 白米25斤

57867 朱君宜.譚傅孝.張錦盛先生 洗衣乳2桶.牙膏牙刷組4組.殺蟲劑10罐

57868 梅含芳女士 西瓜8個

57869 馬雅雯女士 衣物1箱

57870 佑璽生命 鮭鱈魚9包.牛肉3包.麥片10包

57871 黃璽蓉女士全家 垃圾袋1包

57872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7873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7874 宋淑秋女士 麥片27罐.魚2箱.水果3箱.蛋1箱

57875 張芳彬先生 白米100斤

57876 林芸依女士 白米100斤

57877 林倖媮女士 白米100斤

57878 祝林先生 白米100斤

57879 徐月卿女士 白米100斤

57880 善心人士 水果3箱

57881 劉思貝女士 沙郎牛10包.魚40片.雞腿10包.牡蠣3包.豬肉14包

57882 蘇循宥先生闔家 雞蛋麵1箱.豆皮3斤.紅豆5斤.罐頭10罐

57883 全家板橋長民店 衛生紙4串.白米16斤.果汁36瓶蛋糕1盒.粽子3盒.包子300個

57884 北港媽祖信徒 白米100斤

57885 甜心甜果 白米20斤

57886 北港媽組信徒 蝦米.花生各10斤.香菇5斤

57887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70公斤

57888 善心人士 蔬菜1箱

57889 太一機車精品 竹筒肉粽3盒

57890 新承德食品 冰粽1盒

57891 比 大西瓜一個

57892 桂冠實業(股) 青醬蕃茄義大利麵2箱.奶油培根飯1箱



57893 清雲積善 肉粽100個

57894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7895 楊淑芬女士 養樂多60瓶

57896 陳美喬女士 養樂多20瓶

57897 吳孟穎先生闔家 成人紙尿褲1箱

57898 陳冠汝女士 養樂多20瓶

57899 錦誠貿易 養樂多20瓶

57900 劉怡彣女士 原味優酪乳20瓶

57901 林子庭.子涵.君謙先生 養樂多130瓶

57902 陳明照.陳翊鳳.周振國.許蘭先生 白米60斤

57903 陳玟吉先生 蔬菜2箱

57904 王慶霖先生 便當65個

57905 台灣消防同業愛心協會 肉粽.件達巧克力.可口可樂各65個

57906 周楷玟先生 白米50斤

57907 徐天健先生 餅乾36包.泡麵32包

57908 陳家蓉女士 白米50斤

57909 愛心媽媽 肉粽60顆

57910 承天禪寺 白米221斤食品9包.油3瓶.蜂蜜1瓶.抹布菜瓜布1袋

57911 羅國強先生 便當65個

57912 雷峰實業有限公司 牙刷5打

57913 無名氏 白米75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