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編號  年 月 日 捐物芳名〈或團體 〉 物    品    數     量  備     註

000189 106.1.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1盒 供住民食用

000190 106.1.4 圓福寺 臘八粥120盒 供住民食用

000191 106.1.5 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 白米1500公斤 供住民食用

000192 106.1.5 妙雲蘭若 甜臘八粥100盒 供住民食用

000193 106.1.5 樂艾滋餅舖 麵包6包 供住民食用

000194 106.1.5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195 106.1.11 郭惠玲 小姐 白米、粽子等一批 供住民食用

000196 106.1.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高麗菜9箱 供住民食用

000197 106.1.12 嘉義慈善佛院 白米30公斤裝3袋 供住民食用

000198 106.1.16 嘉義市諸羅社會團體慈善協會 白米10包、水果9箱、糖果、餅乾等一批 供住民食用

000199 106.1.16 香光寺 白蘿蔔8袋 供住民食用

000200 106.1.1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201 106.1.25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3盒、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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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02 106.1.25 樂艾滋餅舖 麵包5袋 供住民食用

000203 106.1.26 協二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204 106.1.26 展群福祉事業有限公司 禮品2份 春節摸彩用

000205 106.1.26 嘉南儀器有限公司 禮品3份 春節摸彩用

000206 106.1.26 陽明醫院 禮品2份 春節摸彩用

000207 106.1.26 興農行 陳玉隨 禮品4份 春節摸彩用

000208 106.1.26 和興五金行 禮品6份 春節摸彩用

000209 106.1.26 新裕興商號 禮品12份 春節摸彩用

000210 106.1.26 嘉義市政府 禮品2份 春節摸彩用

000211 106.1.26 嘉義榮民服務處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212 106.1.26 上品水工社 禮品3份 春節摸彩用

000213 106.1.26 日安環衛科技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214 106.1.26 永大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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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15 106.1.26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216 106.1.26 凡事寧實業有限公司 禮券3張 春節摸彩用

000217 106.1.26 嘉全果菜供銷合作社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218 106.1.26 鴻源商行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219 106.1.26 祐安企業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220 106.1.26 好幫手用品社 除油劑5桶 供廚房使用

000221 106.2.6 樂艾滋餅舖 麵包2袋 供住民食用

000222 106.2.6 歐雪娥 女士 白米30公斤裝17包 供住民食用

000223 106.2.8 善心人士 麵線10包 供住民食用

000224 106.2.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7盒 供住民食用

000225 106.2.14 樂艾滋餅舖 麵包4袋 供住民食用

000226 106.2.15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1盒 供住民食用

000227 106.2.21 善心人士 地瓜1袋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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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28 106.2.22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229 106.2.24 樂艾滋餅舖 麵包5袋 供住民食用

000230 106.2.2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3盒、蛋糕1盒 供住民食用

000231 106.2.24 善心人士 暖暖包50包 供住民使用

000232 106.3.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3盒 供住民食用

000233 106.3.7 嘉義慈善佛院 白米30公斤裝2包 供住民食用

000234 106.3.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1盒 供住民食用

000235 106.3.15 吳玉媚 女士 地瓜1袋 供住民食用

000236 106.3.15 樂艾滋餅舖 麵包3袋 供住民食用

000237 106.3.15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000238 106.3.21 金義傑 先生 白米30公斤裝3包 供住民食用

000239 106.3.22 蘇怡如 小姐 蛋糕7盒 供住民食用

000240 106.3.29 樂艾滋餅舖 麵包3袋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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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41 106.3.29 蘇怡如 小姐 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242 106.4.5 蘇怡如 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243 106.4.12 財團法人錦繡文教基金會 芭樂40斤 供住民食用

000244 106.4.12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1盒 供住民食用

000245 106.4.17 嘉義慈善佛院 蕃茄1箱 供住民食用

000246 106.4.19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247 106.4.24 嘉義慈善佛院 素焿1桶、高麗菜2箱 供住民食用

000248 106.4.25 財團法人錦繡文教基金會 芭樂2箱、絲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249 106.4.26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250 106.4.30 黃瑞芬 小姐 涼麵150盒 供住民食用

000251 106.5.2 善心人士 除油劑4箱 供廚房使用

000252 106.5.2 善心人士 除油劑5箱 供廚房使用

000253 106.5.2 善心人士 除油劑5箱 供廚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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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54 106.5.2 善心人士 除油劑10箱 供廚房使用

000255 106.5.2 善心人士 除油劑6箱 供廚房使用

000256 106.5.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257 106.5.4 林志忠 先生 普渡食品5袋 供住民食用

000258 106.5.8 嘉義慈善佛院 素羹1大桶、炒麵1大桶 供住民食用

000259 106.5.10 蘇怡如 小姐 蛋糕7盒 供住民食用

000260 106.5.10 樂艾滋餅舖 麵包2袋 供住民食用

000261 106.5.11 寶林禪寺 水果1箱、蔬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262 106.5.12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 供住民食用

000263 106.5.19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264 106.5.23 上河國際有限公司 太陽眼鏡1箱 供住民使用

000265 106.5.24 嘉義慈善佛院 五穀粽200個、素粽200個 供住民食用

000266 106.5.2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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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7 106.5.29 陳泳誠 先生 白米30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000268 106.5.29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269 106.6.3 善心人士 早餐80份 供住民食用

000270 106.6.5 福源肉粽 肉粽10箱 供住民食用

000271 106.6.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7盒 供住民食用

000272 106.6.13 林賴彩霞 女士 茄子1箱 供住民食用

000273 106.6.1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000274 106.6.20 吳瑞麟 先生 油頭雞蛋糕200份 供住民食用

000275 106.6.20 樂艾滋餅舖 麵包3袋 供住民食用

000276 106.6.2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277 106.6.22 寶林禪寺 蔬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278 106.6.27 善心人士 白米2斗 供住民食用

000279 106.6.2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香蕉3箱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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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80 106.6.2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281 106.6.2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香蕉3箱 供住民食用

000282 106.6.29 吳瑞麟 先生 油頭雞蛋糕200份 供住民食用

主任: 總務組長:                    會計: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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