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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48 107.1.2 寶林禪寺 蔬菜6袋、水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349 107.1.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350 107.1.10 也巽美髮院 白米30公斤裝3袋 供住民食用

000351 107.1.11 嘉義慈善佛院 白米5斗裝2袋 供住民食用

000352 107.1.1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353 107.1.1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3盒、蛋糕1盒 供住民食用

000355 107.1.19 惠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奶粉44g裝200包 供住民食用

000356 107.1.24 善心人士 暖暖包40包 供住民使用

000357 107.1.2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358 107.1.25 妙雲蘭若 臘八粥100盒 供住民食用

000359 107.1.3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360 107.2.5 金義傑 先生 白米30公斤裝3包 供住民食用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嘉義濟美仁愛之家107年1-6月接受各界捐物報告表      

000354 107.1.18 寶林禪寺
山東白菜1箱、高麗菜1箱、

芹菜1包、水果1箱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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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61 107.2.5 賴聖軒 先生 白米2斗 供住民食用

000362 107.2.5 蘇銘清 先生 白米30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000363 107.2.5 寶林禪寺 蔬菜3箱、水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364 107.2.5 樂艾滋餅舖 麵包2大袋 供住民食用

000365 107.2.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366 107.2.8 豐原哨海隊天上聖母會 白米3公斤裝24包 供住民食用

000367 107.2.8 元燦科技有限公司 禮券 春節摸彩用

000369 107.2.1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370 107.2.21 寶林禪寺 水果3箱 供住民食用

000371 107.2.22 嘉義慈善佛院 蔬菜2箱、便當42個、豆包1桶 供住民使用

000372 107.2.2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供住民食用及

使用
000368 107.2.8 嘉義市諸羅社會團體慈善協會

白米30公斤裝12包、陽春麵9

箱、糖果、水果10箱、油、醬

油6箱、洗衣精2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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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73 107.2.23 展群福祉事業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374 107.2.23 協二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375 107.2.23 盧亞人醫院 禮品2份 春節摸彩用

000376 107.2.23 嘉義市議會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377 107.2.23 嘉義市東區區公所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378 107.2.23 智邦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379 107.2.23 慶昇醫院 禮品1份、禮券1張 春節摸彩用

000380 107.2.23 群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381 107.2.23 興農行 陳玉隨 棉被10件 春節摸彩用

000382 107.2.23 嘉南儀器行 禮品4份 春節摸彩用

000383 107.2.23 夆岱企業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384 107.2.23 凡事寧實業有限公司 禮券3張 春節摸彩用

000385 107.2.23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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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86 107.2.23 張秀華 議員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387 107.2.23 鴻源商行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388 107.2.23 楊文俊 里長 禮券2張 春節摸彩用

000389 107.2.23 陽明醫院 禮品2份 春節摸彩用

000390 107.2.23 嘉全果菜供銷合作社 禮品2份 春節摸彩用

000391 107.2.23 王進吉 先生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392 107.2.23 好幫手用品社 除油劑5桶 供廚房使用

000394 107.3.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395 107.3.5 惠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奶粉44g裝50包 供住民使用

000396 107.3.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397 107.3.8 吳玉媚 小姐 地瓜1袋 供住民食用

000393 107.2.26 寶林禪寺
白米3公斤裝12包、關廟麵1

箱、罐頭、糖果1箱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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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98 107.3.12 社團法人新北市視障善心協會 酸痛貼布90包、藥膏50條 供住民使用

000399 107.3.1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1盒 供住民食用

000400 107.3.2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401 107.3.27 東延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穀粉300公克裝85包 供住民食用

000402 107.3.2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5盒、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403 107.4.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404 107.4.1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1盒 供住民食用

000405 107.4.11 寶林禪寺 水果1批 供住民食用

000406 107.4.12 陳明焙 先生 長壽麵300公克裝10包 供住民食用

000407 107.4.12 王安琪 小姐 長壽麵300公克裝10包 供住民食用

000408 107.4.16 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 白米1610公斤 供住民食用

000409 107.4.1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000410 107.4.25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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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12 107.4.27 新港奉天宮 蛋1箱、鳳梨酥1箱、保健食品2箱 供住民食用

000413 107.5.1 聶唯芳 女士 白米30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000414 107.5.1 游俊偉 先生 白米30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000415 107.5.1 郭顯榮 先生 白米30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000416 107.5.1 凌霄殿 宮主 白米30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000417 107.5.2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1盒 供住民食用

000419 107.5.10 陳宥婷、陳俊任 長壽麵300公斤裝10包 供住民食用

000420 107.5.1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421 107.5.1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000422 107.5.2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423 107.5.30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供住民食用

000418 107.5.10 六腳鄉長青會
小西點1箱、鳳梨酥1箱、梅子

糖2包、沙琪瑪2袋
供住民食用

000411 107.4.27 寶林禪寺
白米3公斤裝7包、香蕉1箱、

乾貨2包、水果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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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24 107.6.3 新北市金山區五南社區發展協會 蔴粩11包 供住民食用

000425 107.6.4 王安琪 小姐 長壽麵300公克裝10包 供住民食用

000426 107.6.6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000427 107.6.6 賴聖軒 先生 白米2斗 供住民食用

000428 107.6.6 郭良吉 先生 黃金風鈴木2棵 美化環境用

000429 107.6.9 中華民國兒童及老人照顧協會 粽子140個、鳳梨2箱 供住民食用

000430 107.6.13 嘉義慈善佛院 素粽200個 供住民食用

000431 107.6.1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432 107.6.15 嘉義市私立貝萊登幼兒園 餅乾10盒、荔枝2箱 供住民食用

000433 107.6.18 蕭淑麗、陳建言、蔡隆基 香蕉6箱 供住民食用

000434 107.6.20 蘇怡如 小姐 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435 107.6.2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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