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108年12月份接受捐物名冊
 編 號          捐    贈    者             捐          贈         者         樂    捐     物     品

58951 林家蔭先生 白米40斤

58952 寶貝早午餐 紅豆紫米湯三明治70份

58953 劉和棋先生 白米50斤

58954 蘇資展賴姿吟女士 衛生紙2箱

58955 全家南機場店 飯糰70個

58956 謝承佑先生 麵條20斤

58957 謝專趁先生 包子50個

58958 陳玟吉先生 蔬菜水果3箱

58959 王顏金媛女士 白米50斤

58960 林子敬先生 白米50斤

58961 蘇芷誼女士 白米50斤

58962 林治勝.林世昌先生 白米100斤

58963 李建良先生 雞蛋20斤

58964 林偉政.林周金葉先生 雞蛋20斤

58965 王母救世宮 白米400斤

58966 宋睿丞先生 牛腱肉3斤.蔬菜1袋.尿褲2袋.衣架20個

58967 陳翰先生 紙尿褲4袋.洗碗精2罐

58968 桂冠實業(股) 桂冠各式湯圓60盒

58969 陳弈儒先生 橘子柳丁1箱

58970 潘蔡美麗女士 白米20斤

58971 潘怡佳女士 白米20斤

58972 品茶咖啡棧 白米170斤.衛生紙2箱.文具保溫杯各30個.嬰兒紙尿褲6箱

58973 全家板橋民生店 肉包80個烏醋麵40包.小蛋糕10個

58974 曾明泉先生 白米100斤.油1桶

58975 朱心慈女士 白米100斤.赤肉25斤

58976 廖鎵禎先生 白米50斤

58977 蔣凱文先生 白米50斤

58978 蘇春美.房凱蒂女士 白米100斤

58979 電影團咖趣李育賢等15位 電影票50張

58980 習義鵬先生 白米10斤

58981 無限行善小團體 白米150斤成人紙尿褲2箱.活力B群7.5瓶

58982 萬商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白米150斤成人紙尿褲2箱.活力B群7.5瓶

58983 祐貞有限公司 白米150斤成人紙尿褲2箱.活力B群7.5瓶

58984 台北天后宮 白米1000斤

58985 承賢國際有限公司 白米150斤成人紙尿褲2箱.活力B群7.5瓶

58986 善心人士 白米200斤

58987 沈世芬女士 白米4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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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88 黃文顯.陳惠美.黃柏鈞.黃詩晴 白米200斤

58989 李木哖.劉建宏劉人瑋先生 米粉拉麵各1箱.豆皮5包

58990 台北市松山區農會 白米200斤.米粉40包.麵3包

58991 無限行善小團體 成人紙尿褲32包

58992 采園食材 豆干1小袋.芭樂柳橙番茄8個.小黃瓜4條

58993 張育彰先生 文具類1小箱

58994 李易棋先生 白米150斤.沙拉油6瓶.鹽1件.米粉20包

58995 蕭雅樺女士 紅豆麥片各5斤二砂綠豆各10斤玉米粒1箱肉醬罐頭麵筋各6瓶

58996 高偉華.謝明義先生 白米50斤

58997 廣州街尾蚵仔煎 白米100斤

58998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8999 全家便利商店貴陽店 飯糰50個

59000 劉韋圻先生 白米2公斤.麵條10包.乾糧1袋

59001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59002 陳宜華.鄭凜儀先生 米粉5包紅豆5斤麵條10包豆皮3斤

59003 吳先生 白米100斤

59004 吳柏翰先生 白米100斤

59005 班傑明.徐菀嬰先生 白米50斤

59006 周楷玟先生 白米100斤

59007 財團法人麥氏新東陽基金會 火雞2隻.烤餅.麵各5包.肉醬1箱.玉米棒8包.燕麥餅乾5包

59008 陳政鴻先生
鱈魚3隻鮭魚2隻.干貝5盒.蝦餅.白蝦.蝦卷.鯖魚各1箱.烏骨雞

湯.魚翅羹各12包.虱目肚5包.丸類.火鍋料.餃類11包

59009 林先生 白米72斤

59010 全家便利店康定店 飯糰70個

59011 林君謙.林子涵.林子庭 養樂多130瓶

59012 許瓊月女士 養樂多10瓶

59013 黃鈺翔先生 養樂多60瓶

59014 鄭佳明先生 養樂多40瓶

59015 祥順茶行 白米50斤

59016 一旨老祖財神廟 衛生紙8箱

59017 蕭師兄.心德學術工作室 綜合B群15罐紙尿褲64包.各類蔬菜10箱(

59018 楊國碩.張嫚凌女士 白米50斤

59019 溫國光先生 白米25斤

59020 蔡添妹女士 白米25斤

59021 林希愉先生 白米20斤

59022 林先生 白米50斤紅豆綠豆各6斤.鹽1大包

59023 池佩蓉.蔡崴丞先生 紙尿褲10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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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24 創意興業有限公司 牛腱36包.漂白水洗衣精1桶.芝麻糊16袋.鈣片20罐.鯛魚2包

59025 黃元興.江淑珍先生 毛巾60條.成人紙尿褲30包

59026 三味食堂  鮭魚片17斤

59027 台灣慈安善信協會
白米150斤.牛腱高麗菜胡蘿蔔洋蔥共5箱紙尿褲替換片衛生

紙共14箱麥片5盒.肉鬆25斤香菇絲5斤

59028 蕭秀珍女士 乾糧1箱飲料2箱

59029 周政諺先生 水餃20盒

59030 江宜祐.江侑岑先生 水餃20盒

59031 王冠智先生 水餃20盒

59032 張麗娟女士 水餃10盒

59033 廣春成建設 白米3.5斤.麵3袋.冬粉1袋

59034 廖廣翰先生 白米100斤

59035 徐宏銘先生 白米100斤.二手衣1箱

59036 呂宇家先生 罐頭類37罐

59037 作廢

59038 吳品萱女士 牛肉17斤

59039 估豐全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100斤

59040 毅成消防有限公司 白米100斤

59041 陸商電子(股) 白米70斤

59042 趙敏希.陳威安.謝佩君.姚欣利.王婷萱.陳文魁書包手錶各10個.除濕機1台

59043 一旨老祖財神廟 白米350斤

59044 彩虹城堡
黑白醋醬瓜麵筍茸肉鬆義大利麵雞塊糖發粿粉米果洋芋片

玉米粒醬食品等各23箱.

59045 吳昌賢先生 米漢堡15個.魚排135個

59046 一旨老祖財神廟 白板筆55支.修正帶120個.A4紙4箱

59047 全家便利店康定店 飯糰70個

59048 宏瑋雜糧行 白米60斤.豆皮4袋衛生紙10袋關廟麵2箱.壽麵20包

59049 王清廉先生 白米4斤.養樂多35瓶

59050 黃鈺婷女士 白米100斤

59051 簡進德.簡睿儀先生 聖誕禮物10份

59052 百康麗美(股)公司 維生素E煥膚皂50個

59053 林家蔭先生 番薯30斤

59054 林家蔭先生 番薯30斤

59055 王映雯女士 衛生紙2袋.廚房用品5箱.魚牛肉5份鈣片軟膏各2瓶

59056 羅姿琪.曾瑋庭女士 衛生紙14袋.濕紙巾20包

59057 孫琬淋女士 白米50斤

59058 徐智誠先生 魚4包.牛肉2包.牛奶2罐.鈣粉1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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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59 善心人士 衛生紙5串

59060 虹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掌上型遊戲機.羊毛氈組合各25個

59061 一群善心人士 白米250斤.黑紫米3斤.糖5斤

59062 陳志和先生 尿布4包

59063 財團法人曹仲植基金會 奶粉10箱

59064 台北貿易有限公司 香皂霜.魔術靈浴廁各2箱

59065 作廢

59066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膳食纖維配方6箱

59067 亞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鼠尾草子5箱

59068 永豐餘投資控股(股) 衛生紙3箱

59069 元佳宇有限公司 濕紙巾2箱

59070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肉鬆2箱

59071 信東生技(股) 高單位益善C100盒

59072 陸商電子(股) 白米18斤

59073 北祥股份有限公司 濕膚濕巾20包

59074 逢興生物科技(股) 益生菌果凍1箱

59075 樺霖有限公司 甜甜圈96個.聖誕禮物50個

59076 浚曜國際有限公司 餅乾120個

59077 許瑜芳女士 餅乾45份

59078 艋舺行德宮 餅乾2袋

59079 李思慧女士 白米40斤

59080 林佳妤女士 白米100斤

59081 源球素食餐 白米50斤

59082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59083 良準有限公司 甜甜圈12個

59084 謝麒仲先生闔家 白米100斤

59085 美濃屋貿易有限公司 白米100斤

59086 許明通先生 冬粉1箱.醬油2箱

59087 陳世通先生 餐點9份

59088 王蕙萍女士 聖誕禮物2份

59089 劉晉維先生 聖誕禮物2份

59090 莊鳳凰女士 聖誕禮物2份

59091 錦誠貿易 養樂多60瓶

59092 楊淑芬女士 養樂多60瓶

59093 石育幸女士 養樂多50瓶

59094 石博允先生 養樂多20瓶

59095 石育慈女士 養樂多20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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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96 陳家漢先生 養樂多20瓶

59097 游子靓先生 養樂多10瓶

59098 劉怡彣女士 原味優酪乳20瓶

59099 黃彥綸先生 鮮奶5瓶

59100 蘇富美女士 白米200斤

59101 張啟能先生 白米25斤

59102 全家便利商店 保久乳10箱.衛生紙2箱

59103 陳福瑞先生 白米34斤

59104 庫雷斯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果凍10盒.牙膏40條

59105 傳悅國際有限公司 護唇膏50個

59106 吳啟明先生 蛋.洋蔥各20斤馬鈴薯40斤

59107 御莓園企業有限公司 白櫻桃30斤

59108 曹萬榮先生 火雞大餐1套

59109 欣朋會計師 紙褲25箱

59110 善心人士 綜合蔬菜1箱

59111 紫皇天乙真慶宮 餅乾糖果10箱

59112 陳銘濤先生 白米10斤.日用品1箱

59113 邱蒲花女士 白米10斤.日用品1箱

59114 劉慶章先生 白米10斤.日用品1箱.沙拉油1瓶

59115 葉來春女士 白米10斤.日用品1箱.牙刷20支

59116 劉冠軍先生 白米20斤.日品洗衣精1罐

59117 劉佩玲女士 白米20斤.日品洗衣精1罐

59118 劉佩琪女士 白米20斤.日品洗衣精1罐

59119 黃阿彩女士 白米10斤

59120 張志誠先生 白米10斤.

59121 黃金靖先生 白米10斤.

59122 鄭煥治先生 白米10斤.

59123 郭家和先生 白米30斤.

59124 林月里女士 白米20斤.

59125 陳進益先生 白米20斤.

59126 香華女士 白米20斤.

59127 李連阿美女士 沙拉脫漂白水各1瓶.麵筋2打.麵3包

59128 王開友先生 紅豆湯68碗

59129 王芳紋女士 紅豆湯64碗

59130 廖德貴先生 白米500斤

59131 張美玉女士 白米5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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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32 善心人士
白米300斤.紙褲5箱.麥片餅乾30箱.可可粉3箱水果1箱.布偶文

具6箱

59133 許金蓮女士 柳丁2箱

59134 林美美女士 柳丁2箱

59135 全家便利店康定店 飯糰70個

59136 陳宏祥先生 白米50斤

59137 湯文傑先生 白米50斤

59138 黃信華.黃武德.黃秋月.黃璽蓉.林月花垃圾袋1袋

59139 張玉鈴女士 白米100斤.餅乾7袋.沙拉油1桶麵條5把

59140 茂倡企業社 白米210斤

59141 楊梅君女士 白米50斤

59142 應宇翔先生 白米50斤

59143 卓映工程企劃有限公司 白米50斤

59144 范婷婷的愛犬BABY 白米100斤

59145 石黃夕女士 白米100斤

59146 萬通創新公司 水果1包

59147 陳伯仁先生等8人
洗衣精6箱洗衣粉6箱洗衣機清潔劑6盒.魚類9盒牛肉3包.餅

乾1箱

59148 斯朵利國際有限公司 洗髮精18包

59149 高定輝先生 文具1袋

59150 蔡碧華女士 白米100斤

59151 永和愛心媽媽 柳丁1箱

59152 陳玟吉先生 蔬果5箱

59153 大理高中高月霞女士 筆記本10本

59154 大理高中國中部805班 全家禮物卡3張





紅豆麥片各5斤二砂綠豆各10斤玉米粒1箱肉醬罐頭麵筋各6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