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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2 105.1.8 善心人士 白米4公斤裝3包 供住民食用

000013 105.1.14 黃宗塏先生 雞蛋3包 供住民食用

000014 105.1.14 許怡雯小姐 雞蛋7包 供住民使用

000015 105.1.15 圓福寺 臘八粥2桶 供住民使用

000016 105.1.15 妙雲蘭若 甜臘八粥600盒 供住民食用

000017 105.1.19 黃羽蓓、楊秋枝 口罩9盒 護理組用

000018 105.1.21 嘉義市諸羅社會團體慈善協會
白米30公斤裝7包、陽春麵6箱、椪柑5箱、糖

菓1箱
供住民食用

000019 105.1.25 吳玉媚女士 地瓜1袋 供住民食用

000020 105.2.2 善心人士 白米3.4公斤裝3包 供住民食用

000021 105.2.17 黃玉未、呂燕雪、黃喬稜 白米4公斤裝7包 供住民食用

000022 105.2.24 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 白米2,000公斤 供住民食用

000023 105.2.25 凡事寧實業有限公司 禮劵3,000元 春節摸彩用

000024 105.2.25 展群福祉事業有限公司 禮劵10,000 春節摸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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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25 105.2.25 興農行 陳玉隨 棉被10件 春節摸彩用

000026 105.2.25 陽明醫院 禮品2件 春節摸彩用

000027 105.2.25 協二有限公司 禮品2件 春節摸彩用

000028 105.2.25 合泰醫療儀器公司 禮品2件 春節摸彩用

000029 105.2.25 嘉義市政府 禮品2件 春節摸彩用

000030 105.2.25 鴻源商行 禮品1件 春節摸彩用

000031 105.2.25 嘉金果菜供銷合作社 禮品1件 春節摸彩用

000032 105.2.25 嘉義市議會 禮品1件 春節摸彩用

000033 105.2.25 日安環衛科技有限公司 禮品1件 春節摸彩用

000034 105.2.25 元燦科技有限公司 禮品1件 春節摸彩用

000035 105.2.25 嘉義市惠區區公所 禮品1件 春節摸彩用

000036 105.2.25 上品水工社 禮品6件 春節摸彩用

000037 105.2.25 嘉義縣議會 禮品2件 春節摸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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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38 105.2.25 財團法人九華山地藏庵 禮品2件 春節摸彩用

000039 105.2.25 楊文俊里長 禮品2件 春節摸彩用

000040 105.2.25 嘉義市榮民服務處 禮品1件 春節摸彩用

000041 105.2.25 安乘電梯有限公司 禮品1件 春節摸彩用

000042 105.3.9 姚先生 早餐25份 供住民食用

000043 105.3.9 嘉義玉皇宮 白米30公斤裝12包 供住民使用

000044 105.3.22 善心人士 白米1公斤裝9包 供住民食用

000045 105.3.22 楊小慧、楊忠達 黃金薯6公斤裝1箱 供住民食用

000046 105.3.23 賴聖軒先生 白米6公斤裝2包 供住民食用

000047 105.3.24 立得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成人紙尿褲2包、紙尿片2包 供住民食用

000048 105.3.24 施欣妤小姐 白米30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000049 105.3.24 施盈均小姐 白米30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000050 105.3.25 貓尾包西點蛋糕坊 蛋糕5個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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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51 105.3.28 黃玉未、呂燕雪、黃喬稜 白米4公斤裝7包 供住民食用

000052 105.4.8 歐雪娥女士 白米30公斤裝17包 供住民食用

000053 105.4.8 善心人士 早餐25份 供住民食用

000054 105.4.18 葛季華小姐 白米5公斤裝6包、3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000055 105.4.25 貓尾包西點蛋糕坊 蛋糕7盒 供住民食用

000056 105.4.29 貓尾包西點蛋糕坊 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057 105.5.5 嘉義慈善佛院
素焿2大桶、炒麵2大桶、麵包200個、五

穀粉半斤裝60包
供住民食用

000058 105.5.5 貓尾包西點蛋糕坊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059 105.5.5 葛季華小姐 白米5公斤裝6包、地瓜2包 供住民食用

000060 105.5.14 新北市樹林區大都會排舞協會 餅乾3公斤裝2包 供住民食用

000061 105.5.19 善心人士 白米7公斤裝1包、12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000062 105.5.23 蘇怡如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063 105.5.27 蘇怡如小姐 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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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64 105.6.3 蘇怡如小姐 蛋糕10盒 供住民食用

000065 105.6.3 發一崇德慈善基金會 五穀粽200個、素粽200個 供住民食用

000066 105.6.6 蘇怡如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067 105.6.8 蘇怡如小姐 蛋糕11盒 供住民食用

000068 105.6.11 蘇怡如小姐 蛋糕8吋2個、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069 105.6.13 蘇怡如小姐 蛋糕8吋2個、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000070 105.6.13 圓福寺 白米30公斤裝3袋、粿1塊、壽麵15包 供住民食用

000071 105.6.13 善心人士 絲瓜香菇麵線30盒 供住民食用

000072 105.6.15 蘇怡如小姐 蛋糕8吋4盒、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073 105.6.15 葛季華小姐 南瓜3袋 供住民食用

000074 105.6.19 蘇怡如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8盒 供住民食用

000075 105.6.23 蘇怡如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076 105.6.27 蘇怡如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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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77 105.6.27 新莊民防第二中隊光華分隊 鳳梨酥20盒 供住民食用

000078 105.6.28 善心人士 白米5公斤裝3包 供住民食用

000079 105.6.28 蘇怡如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080 105.6.28 樂艾滋麵包坊 麵包4袋 供住民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