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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83 106.7.5 樂艾滋餅舖 麵包1袋 供住民食用

000284 106.7.5 也巽美髮 白米30公斤裝2包 供住民食用

000285 106.7.5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286 106.7.6 寶林禪寺 蔬菜5袋 供住民食用

000287 106.7.14 善心人士 白米2斗 供住民食用

000288 106.7.1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 供住民食用

000289 106.7.17 何木生 先生 火龍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290 106.7.18 魏艷 小姐 造型饅頭 1箱 供住民食用

000291 106.7.19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292 106.7.21 樂艾滋餅舖 麵包4袋 供住民食用

000293 106.7.26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294 106.8.1 嘉義慈善佛院 香蕉2箱 供住民食用

000295 106.8.2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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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96 106.8.3 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 白米2000公斤 供住民食用

000297 106.8.3 善心人士 白米2斗 供住民食用

000298 106.8.7 金義傑 先生 白米30公斤裝3袋 供住民食用

000299 106.8.9 嘉義市更馨生命關懷協會 白米100斤 供住民食用

000300 106.8.16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000301 106.8.22 寶林禪寺 蔬菜6袋、壽麵9包、水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302 106.8.2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303 106.9.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1盒 供住民食用

000304 106.9.4 善心人士 白米30公斤裝10包 供住民食用

000305 106.9.5 蘇怡如 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306 106.9.5 嘉義慈善佛院 白米2公斤裝60包 供住民食用

000307 106.9.6 陳烔慧 先生 衣服1包 供住民使用

000308 106.9.6 鶴記本源股份有限公司 白米6000公斤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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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09 106.9.11 中華民國視障善心協會 酸痛貼布100包 供住民使用

000310 106.9.11 樂艾滋餅舖 麵包3大袋 供住民食用

000311 106.9.1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312 106.9.20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313 106.9.2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314 106.9.27 總統府 月餅禮盒47盒 供住民食用

000315 106.10.1 嘉義慈善佛院 粽子220個 供住民食用

000316 106.10.3 寶林禪寺 蔬菜1批 供住民食用

000317 106.10.4 蘇怡如 小姐 月餅大2盒、月餅小2盒 供住民食用

000318 106.10.1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319 106.10.17 財團法人台灣省嘉義市城隍廟
白米30公斤袋2包、綠豆1袋、餅乾1

批、油2箱、泡麵2箱
供住民食用

000320 106.10.18 郭章燦 先生 白米30公斤袋5包 供住民食用

000321 106.10.20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3盒、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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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22 106.10.23 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 白米2000公斤、乾貨1批 供住民食用

000323 106.10.23 嘉義慈善佛院 壽桃100個 供住民食用

000324 106.10.24 蔡承勳 先生 養生豆奶25箱 供住民食用

000325 106.10.24 蔡承翰 先生 養生豆奶25箱 供住民食用

000326 106.10.2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327 106.10.30 金育炫 先生 白米30公斤裝3包 供住民食用

000328 106.10.31 寶林禪寺 火龍果1包 供住民食用

000329 106.11.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330 106.11.8 樂艾滋餅舖 麵包2大袋 供住民食用

000331 106.11.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1盒 供住民食用

000332 106.11.11 新北市新莊區關懷地方協會
衛生紙3箱、洗髮精2箱、沐浴乳2箱、浴廁清潔劑

5箱、漂白水5箱 供住民使用

000333 106.11.15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1盒 供住民食用

000334 106.11.15 惠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奶粉900g裝3罐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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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35 106.11.16 嘉義慈善佛院 柚子200個 供住民食用

000336 106.11.17 嘉義慈善佛院 炒麵1大桶、素焿1大桶 供住民食用

000337 106.11.21 王鈺雯 小姐 壽司15盒、三角飯糰20個 供住民食用

000338 106.11.2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4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339 106.11.27 嘉義慈善佛院 饅頭200個 供住民食用

000340 106.11.30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341 106.12.5 陳宥妤、陳俊任 長壽麵10包 供住民食用

000342 106.12.5 嘉義縣政府 台灣鯛魚6箱 供住民食用

000343 106.12.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344 106.12.12 善心人士 蔬菜2袋 供住民食用

000345 106.12.1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 供住民食用

000346 106.12.20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3盒 供住民食用

000347 106.12.2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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