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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36 107.7.5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437 107.7.9 賴聖軒 先生 白米2斗 供住民食用

000438 107.7.1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000439 107.7.19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3盒 供住民食用

000440 107.7.20 陳明焙 先生 長壽麵300公克裝10包 供住民食用

000441 107.7.20 嘉義慈善佛院 炒麵1桶、素焿1桶 供住民食用

000443 107.7.3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000444 107.8.10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000445 107.8.10 陳宥妤、陳俊任 長壽麵300公克裝8包 供住民食用

000446 107.8.1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447 107.8.28 陳明焙、王安琪 長壽麵300公克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448 107.8.28 陳宥妤、陳俊任 長壽麵300公克裝12包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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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42 107.7.25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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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49 107.8.29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450 107.9.4 寶圓寺 貢品1批 供住民食用

000451 107.9.5
衛生福利部南區

兒童之家

冬粉10包、白米2220公斤、關廟麵

8箱、關廟麵17包、葵花油27罐
供住民食用

000452 107.9.5
衛生福利部南區

兒童之家

沙拉油66罐、醬油63罐、塩64包、

糖60包、味精60包
供住民食用

000453 107.9.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454 107.9.10 寶林禪寺 水果2箱、白米1.5kg裝1包 供住民食用

000455 107.9.12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 供住民食用

000457 107.9.2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000458 107.9.25 陳明焙 先生 雞蛋15盒 供住民食用

000459 107.9.25 發一崇德慈善基金會 柚子300斤 供住民食用

000460 107.9.25 嘉義慈善佛院 月餅200個 供住民食用

000456 107.9.21 總統府 月餅禮盒50盒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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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61 107.9.2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462 107.10.1 賴瑞萍 小姐 柚子5袋 供住民食用

000463 107.10.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464 107.10.4 也巽美髮 白米90公斤 供住民食用

000465 107.10.1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1盒 供住民食用

000466 107.10.17 王安琪 小姐 長壽麵300公克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467 107.10.1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468 107.10.26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469 107.11.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470 107.11.2 賴聖軒 先生 白米4公斤裝2包 供住民食用

000471 107.11.2 發一崇德慈善基金會 月餅140個 供住民食用

000472 107.11.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473 107.11.8 陳明焙、王安琪 長壽麵300公克裝12包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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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74 107.11.13 嘉義慈善佛院 柔濕巾80張入11包 供住民使用

000475 107.11.1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476 107.11.19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477 107.11.2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高麗菜9箱 供住民食用

000478 107.11.22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479 107.11.2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480 107.12.6 陳詠升、王䕒萱、陳宥鈞 高麗菜3箱 供住民食用

000481 107.12.6 善心人士 高麗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482 107.12.6 鄧天宇 高麗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483 107.12.7 李憶珊 高麗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484 107.12.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485 107.12.10 陳宥妤、陳俊任 長壽麵300公克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486 107.12.12 唐文鴻 先生 高麗菜1箱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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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87 107.12.12 邱家德、善心人士 高麗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488 107.12.12 吳富美 小姐 高麗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489 107.12.13 惠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舒體康含纖900公克裝12罐 供住民食用

000490 107.12.13 善心人士 高麗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491 107.12.1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2盒、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492 107.12.20 善心人士 柳丁1箱 供住民食用

000493 107.12.20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494 107.12.26 寶圓寺 米、油、醬油1批、米粉1箱 供住民食用

000495 107.12.2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主任: 總務組長:                    會計: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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