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8年10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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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73 全家板橋正隆店 豆漿50瓶吐司49條

58674 徐淑靜女士 白米400斤

58675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8676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8677 有限責任友善環境農產運銷合作社 木鱉果飲料1箱

58678 陳志和先生 成人紙尿褲4包

58679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8680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8681 財團法人台灣省城隍廟 白米500斤

58682 陳宏隆先生 白米50斤

58683 吳森渙.陳敏志先生 白米100斤

58684 黃家吟女士 衛生紙5箱

58685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8686 林賜賓.蔡麗寬先生 白米100斤

58687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58688 陳福瑞先生 白米40斤

58689 劉韋圻女士 泡麵罐頭零食2袋

58690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58691 盧震瑋先生 維他命C7盒.垃圾袋1包

58692 謝專趂先生 包子60個

58693 林家蔭先生 白米40斤

58694 陳錦芳女士 蕃茄醬胡椒粉咖哩粉各2罐.沙茶醬1罐

58695 張霖銨.張喆愷先生 麥芽棒棒糖50個

58696 善心人士 蔬菜1箱

58697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8698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8699 英倫牙醫診所 香腸8盒.魚片5盒

58700 陳娟娟黃致碩林威雄先生 白米40斤

58701 謝承佑先生 麵條20斤

58702 釋悟安師十方大德齋主吉祥如意 白米25斤

58703 林嫦娥女士 白米25斤

58704 黃梓淼先生 白米50斤

58705 楊啟明先生 白米50斤

58706 謝英英.謝榮成先生 白米50斤

58707 蔡程富先生闔家 白米50斤

58708 黃國倫黃煥文黃啟育先生 白米50斤

58709 釋常力先生 白米50斤

58710 財團法人台北市覺修宮 白米12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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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11 林佳妤女士 白米100斤

58712 雷武郎先生 濕紙巾1大袋.拖把2隻

58713 謝明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8714 廖育萱.游婉琪女士 白米100斤.衛生紙1箱

58715 善心人士 衛生紙5串

58716 黃信華先生闔家 專用垃圾袋1包

58717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718 王若芸女士 白米3斤

58719 蔡福興先生 白米150斤.沙拉油5桶.麵3箱.罐頭24罐

58720 龍玉芳女士 白米50斤.沙茶醬2罐龍眼乾2盒.咖哩粉.胡椒粉各1和紅糖1袋

58721 黃治瑋先生 雞蛋3盒

58722 李王味女士 雞蛋3盒

58723 林君謙.子庭.子涵女士 養樂多130瓶

58724 天山行 養樂多130瓶

58725 許瓊月女士 養樂多10瓶

58726 林口南勢福德宮 白米600斤

58727 全家板橋長民店 白米21斤.包子92個.點心8個

58728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8729 陳威宇先生 蘋果1箱

58730 謝冉女士 白米50斤

58731 點線麵餐飲(股) 麵1箱

58732 張淑慧.張順評.張利德先生 白米40斤

58733 張美珍女士 白米18斤.水餃480粒

58734 林秀霞女士 衛生紙10包

58735 唐維鴻先生 白米50斤

58736 周佩珈女士 柳丁30斤

58737 宏星檳榔王炳坤先生 白米20斤.洗髮精1箱

58738 龍隆精密科技方振榮先生 白米20斤

58739 駱志揚先生 白米20斤

58740 駱呈穎先生 白米20斤

58741 鄒承佑先生 白米20斤

58742 符乙萍女士 白米20斤

58743 陳盈如女士 白米20斤

58744 余家菱女士 衣櫥4組

58745 林子敬先生 白米30斤

58746 張育儒先生 養樂多40瓶.優酪乳80瓶

58747 吳玉鳳女士 柳丁1箱(30斤)

58748 楊淑如.王冠傑女士 柳丁2箱(6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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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49 陳玟吉先生 蔬菜2箱白米50斤

58750 黃明裕先生 白米50斤

58751 陳清先生 白米500斤

58752 徐先生 白米50斤蛋1籃

58753 吳幸珠女士 白米50斤

58754 林振昌.陳陣.陳盈宏先生 白米150斤

58755 吳岳軒先生 白米50斤

58756 許淑芬女士 白米50斤

58757 王周禾先生 餅乾1袋

58758 陳太太 水果2箱

58759 廖毓嬌女士 白米50斤

58760 吳宛儒女士 白米50斤

58761 吳姍燁女士 白米50斤

58762 吳芷瑋先生 白米50斤

58763 菲利普 白米50斤

58764 詹朝創先生 白米50斤

58765 虫加蚋正興宮柒府千歲 麵線3箱

58766 廣春成建設 白米1.5斤.冬粉2小袋.麵條2包

58767 合康飲食店 甜品70杯

58768 BAY氣家族直播等 白米6.9斤.水果8箱.餅乾麵2箱.冷凍食品2盒

58769 簡素珠女士 水果1箱

58770 黃敬婷女士 餅乾1袋

58771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珍珠丸子3包.洋芋燒1包.餃類25盒

58772 周楷玟先生 白米100斤

58773 建安宮 白米600斤

58774 留彧涵女士 保久乳1箱

58775 蕭麗美女士 保久乳2箱

58776 洪少昌先生 保久乳2箱

58777 善心人士 襪子1大箱

58778 雷武郎先生 文具1袋.滴露5瓶.拖把替換頭3把

58779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780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781 劉建華先生 柚子20斤

58782 陳玉紋女士 柚子10斤

58783 高維醫療股份有限公司 會議桌1張

58784 楊國碩.張嫚凌女士 白米50斤

58785 陳玟吉先生 蔬菜水果各2箱

58786 黃志瑋先生 白米50斤

58787 彭姵翎女士 白米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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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88 廖秀月女士 雞蛋1藍

58789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70公斤

58790 王淑櫻女士 白米300斤

58791 吳孟穎先生等5人 漂白水4箱

58792 劉宗鑫先生 白米4斤.蛋2盒.洗衣粉1袋.調味品等16包(罐)

58793 吳啟明先生 蛋1箱.紅蘿蔔14.5斤.洋蔥30斤.馬鈴薯40斤

58794 陳美枝女士 麵條1箱

58795 范婷婷的愛犬 白米100斤

58796 洪文麗女士 omega-3.1瓶.棗精3盒.蔓越莓15盒.鞋1雙

58797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8798 陳燦堂先生 白米100斤

58799 行善人 水餃1000粒

58800 陳潔女士 水餃200粒

58801 吳嘉進先生 西點蛋糕16個

58802 廣春成建設 白米3公斤.麵1包

58803 台北天后宮 白米60斤

58804 詠意企業有限公司 果醬4罐

58805 楊淑芬女士 養樂多60瓶

58806 錦誠貿易 養樂多60瓶

58807 石育幸女士 養樂多50瓶

58808 陳美喬女士 養樂多20瓶

58809 游子億先生 養樂多10瓶

58810 游子靓女士 養樂多10瓶

58811 劉怡彣女士 優酪乳20瓶

58812 一滴滴 桂花烏梅汁80包

58813 張育儒先生 養樂多200瓶優酪乳40瓶

58814 陳玟吉先生 蔬菜3箱.水果1箱

58815 謝金青.陳建良.林家南先生 白米50台斤

58816 白沙屯拱天宮天上聖母 白米50斤

58817 基隆市快樂群社 白米150斤

58818 光世代科技有限公司 文具2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