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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5 110.1.7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66 110.1.11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67 110.1.16 善心人士 衛生褲100件 供住民使用

000268 110.1.21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69 110.1.22 王仲瑜先生 白米30公斤裝3包 供住民食用

000270 110.1.22 陳玲巧小姐 白米30公斤裝10包 供住民食用

000271 110.1.22 廣源食品廠 食品1批 供住民食用

000272 110.1.22 新碩企業社 白米30公斤裝8包 供住民食用

000273 110.1.22 閎莉建設有限公司 白米30公斤裝8包 供住民食用

000274 110.1.28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75 110.2.4 葛季華小姐 白米3公斤裝20包、麵條2斤裝10包、油380cc裝18罐、薑3包、襪子160雙 供住民食用及使用

000276 110.2.5 陽明醫院 電子鍋1台、微波爐1台 廚房用

000277 110.2.22 嘉義市東區精忠社區發展協會 高麗菜60個 供住民食用

000278 110.2.22 葛季華小姐 洋蔥1袋、薑1袋、地瓜2包、意麵4箱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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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79 110.2.25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80 110.3.3 胡梅君小姐 蛋10包 供住民食用

000281 110.3.4 陳明焙、王安琪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282 110.3.4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83 110.3.8 嘉義市東區精忠社區發展協會 杏鮑菇20包 供住民食用

000284 110.3.12 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 白米1700公斤、麵條193包、雞絲麵50包、沙拉油105瓶 供住民食用

000285 110.3.12 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 沙拉油2桶、醬油8瓶、素蠔油6瓶、魚罐頭98罐 供住民食用

000286 110.3.12 邱美妙小姐 白米30公斤裝3包 供住民食用

000287 110.3.12 蘇怡如小姐 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000288 110.3.12 陳宥妤、陳俊任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289 110.3.12 嘉義慈善佛院 筍絲2包、米果1批 供住民食用

000290 110.3.13 寶林禪寺 木瓜1箱、水果3包 供住民食用

000291 110.3.18 蘇怡如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292 110.3.30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93 110.4.15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94 110.4.20 嘉義慈善佛院 白米30公斤裝2包、五穀粉550公克裝20包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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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95 110.4.26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96 110.4.26 黃俊文先生 饅頭35個 供住民食用

000297 110.4.26 陳惠敏小姐 饅頭35個 供住民食用

000298 110.4.26 阿根廷牛排館 饅頭70個 供住民食用

000299 110.5.3 蘇怡如小姐 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000300 110.5.12 陳宥妤、陳俊任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301 110.5.12 嘉義慈善佛院 素粽200個、五穀粽200個 供住民食用

000302 110.5.13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303 110.5.24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304 110.6.2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305 110.6.9 善心人士 餅乾10箱 供住民食用

000306 110.6.11 蘇怡如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307 110.6.13 翔定欣業有限公司 香腸10斤 供住民食用

000308 110.6.14 永和市場麻吉肉粽 肉粽70粒 供住民使用

000309 110.6.24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310 110.6.24 善心人士 餅乾11箱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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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11 110.6.30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主任:     總務組長:                        會計:                     製表:


	Shee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