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8年9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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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13 李堅勝先生 沐浴乳6瓶

58514 江定翔.宗翰.邱涓玲 白米100斤

58515 蕭圍文先生 白米100斤

58516 劉喜雀女士 白米50斤

58517 東鉅美食 白米50斤

58518 袋邑企業有限公司 白米260斤.麵11箱

58519 楊國碩.張嫚凌先生 白米50斤

58520 台北市南港區大豐福興宮 白米400斤.禮盒6盒

58521 黃武德先生闔家 專用垃圾袋1包

58522 烘麥餅乾 餅乾蛋糕7袋

5852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禮盒一盒

58524 葉伯達先生 白米25斤

58525 台北市艋舺三條路福德宮 中元普渡商品12大包

58526 李振昌先生 白米200斤麵２箱調味品10樣

58527 林和仁先生 白米50斤

5852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月餅１盒．文旦１箱

58529 天后宮衍慶殿 白米60斤.麵條12箱

58530 李玉璇女士 柚子20斤

58531 江子揚.鄭家榆女士 柚子40斤

58532 謝承佑先生 生麵20斤

58533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8534 羅中遙.羅凱玄先生 紙尿褲5箱.鱈魚5箱

58535 林君謙.林子涵.林子庭先生 養樂多130瓶

58536 黃鈺翔先生 養樂多60瓶

58537 許瓊月女士 養樂多10瓶

58538 655農創基地 柚子5箱

58539 行政院農委會防檢局 柚子2箱

58540 林清藝居士 白米144斤.柚子5箱.二手衣10袋

58541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8542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8543 黃子賢.黃孝宏先生 水果7箱

58544 林育霆先生 小月餅10個

58545 謝博鈞先生 小月餅30個

58546 蔡宛峯先生 小月餅10個

58547 可起工作室 澳洲麥片30包

58548 黃志瑋先生 白米50斤

58549 海口人實業 柚子8箱.烤肉組4箱

58550 鬍鬚張 肉鬆35包

58551 板橋慈祐宮 白米500斤



58552 靈德慈惠堂 白米400斤.

58553 北府城隍廟 白米400斤.物資8箱.

58554 妙池宮 白米300斤.供品1批

58555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8556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8557 黃子賢.黃孝宏先生 蔬果6箱

58558 劉復興先生 柚子1袋

58559 林子敬先生 白米50斤

58560 郭沁妹女士 白米9斤.青菜2袋.餅乾1袋

58561 周楷玟先生 白米100斤

58562 巨林國際 月餅2盒

58563 李鳳儀女士 月餅180個

58564 遠東水果行 香蕉2箱

58565 林家蔭先生 白米40斤

58566 雷武郎先生 清潔用品13瓶

58567 池安宮 白米100斤

58568 陳威宇先生 芒果1箱

58569 添崐實業 白米80斤

58570 黃懷萱女士 白米5斤

58571 李府 白米15斤飲料4箱餅乾3箱

58572 王俊二.蔡旻財先生 牛肉9盒.白米100斤

58573 易灃企業社 白米12盒.飲料3箱.衛生紙6串.月餅1盒

58574 瑪里士實業王增譽董事長 物資5袋

58575 王素如女士 物資5袋

58576 游寶蓮女士 物資5袋

58577 育富商店林文彬先生 物資5袋

58578 日日好事 物資5袋

58579 郭志明先生 物資5袋

58580 傅昌生醫.傅南匡董事長 物資5袋

58581 王一明先生.梅子 物資5袋

58582 彩雲仙居 物資10袋

58583 陳鵬智.周軒宇先生 白米20公斤

58584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8585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8586 農委會防檢局 柚子1箱

58587 呂豐隆.劉玉英.呂佾璋先生 白米50斤.臘肉2條

58588 王建興先生 白米20斤

58589 謝馨儀女士 白米4斤

58590 楊嘉玲.陳翠森女士 白米100斤

58591 台灣消防同業愛心協會 麥香雞.小月餅.巧克力可樂65份

58592 黃秋粉女士 柚子3箱.月餅2盒

58593 儀瑜企業社 雞湯.佛跳牆6袋



58594 曾榮華先生 白米50斤

58595 漁匠甘霖 白米50斤

58596 黃筱喬女士 白米4公斤.飲料2箱.漂白水1桶.衣服3件襪子4雙

58597 孔貴仙.王月華.侯念湘先生 白米9公斤.白醋蜂蜜餅乾油辣椒醬各1瓶

58598 謝冉女士 白米50斤

58599 善心人士 水果2箱

58600 玨姿女士 水果3箱

5860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身障者協會 月餅2箱

58602 迦豐實業(股) 洗衣乳.地板.浴廁清潔劑各5瓶

58603 財團法人台北市景福宮 白米570斤.供品44包.油46瓶

58604 桂冠實業(股) 起司球1包.肉包2包.海鮮飯1箱

58605 安置勤資公益信託社會福利基金會 白米60公斤

58606 蕭正沛先生 白米20斤.油12公升.玉米粒8組.罐頭24罐.餅乾5盒

58607 全家板橋店長民店 月餅2盒.柚子2箱

58608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庄仔福德宮 白米3000斤.禮盒30盒

58609 吉泰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月餅7盒

58610 沐享旅行社 成人紙尿褲.垃圾袋各2包

58611 劉宗維先生 柚子9箱.月餅3盒

58612 B 月餅1盒.文旦1箱

58613 蘇張阿雲女士等5人 麵條20公斤

58614 王水菊女士 白米100斤

58615 吳素合女士 禮盒1盒

58616 王明順先生 白米50斤.玉米罐10個

58617 蕭麗美女士 保久乳2箱

58618 劉或涵女士 保久乳1箱

58619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白米450斤

58620 福景宮 食品罐頭52盒

58621 南泉明法壇 白米120斤.普品9袋

58622 環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沐浴乳洗髮精共50瓶

58623 林孝文先生 白米30斤

58624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0斤

58625 劉宗鑫先生 白米3公斤.蛋30個.玉米濃湯2包.鹽紫菜粉個1包

58626 呂明德先生 白米100斤

58627 陳忠郎先生 白米200斤麵２箱調味品10樣

58628 陳玟吉先生 水果2箱.蔬菜1箱

58629 廣春成建設 白米3公斤泡麵2箱乾糧1袋

58630 台北靈聖宮 供品油.米粉罐頭餅乾飲料泡麵醬油鹽等83箱

58631 陳福瑞先生 白米34斤.專用垃圾袋5包

58632 李桂禎先生 白米1000斤

58633 陳家蓉女士 白米50斤

58634 素化成股份有限公司 燈泡100顆

58635 郭陳玉闩.郭毓樹.祉靈.鎧禎.香慧女士 文旦1箱



58636 郭陳玉闩.郭毓樹.祉靈.鎧禎.香慧女士 洗髮精3瓶.油2瓶.沐浴乳1瓶

58637 第一商業銀行 額溫槍4隻

58638 蘇建榮蘇怡嫻先生等5人 米粉10包.豆皮3斤.紅豆5斤

58639 直興製麵廠 水餃400顆

58640 ROST 水餃400顆

58641 陳潔女士 水餃200顆

58642 黃素琴女士 水餃200顆

58643 陽明大學余國賓 熟食1袋

58644 雷武郎先生 垃圾袋(33公升)5包.漂白水2瓶

58645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8646 源球素食 白米50斤

5864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64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649 陳玟吉先生 蔬菜類3箱

58650 義芙糖有限公司 白米108斤

58651 許維珊女士 成人紙尿褲10箱

58652 陸商電子(股) 白米70斤

58653 楊淑芬女士 養樂多60瓶

58654 錦誠貿易 養樂多60瓶

58655 陳美喬女士 養樂多20瓶

58656 游子億先生 養樂多10瓶

58657 游子靓女士 養樂多10瓶

58658 劉怡彣女士 優酪乳20瓶

58659 廣紘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草莓果醬10盒

58660 富福里開心農場 蔬菜3大包

58661 鉅鼎有限公司 玩具50件

58662 台北市中庄仔福德宮 供品30份

58663 陳忠郎先生 白米200斤

58664 台北市北安宮 白米50斤.供品25袋.

58665 魏嘉儀先生 地瓜100斤

58666 王姵涵女士 內褲4件

58667 張東耀先生 清潔液2瓶

58668 陳弘傑先生 麥片6包

58669 艾西禎先生 麥片2份

58670 范婷婷的狗寶貝 白米100斤

58671 劉慧敏.沈秉南.劉可嫻 衛生紙12袋.成人紙尿褲6袋.沐浴乳6罐

58672 陳錦芳先生 白米100斤.關廟麵2袋.肉鬆1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