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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7 王緯紘先生 白米5公斤 供住民食用

102.1.16 王緯紘先生 白米5公斤 供住民食用

102.1.18 圓福寺 臘八粥256盒 供住民食用

102.1.28 王緯紘先生 白米5公斤 供住民食用

102.1.28 妙雲蘭若 臘八粥200盒 供住民食用

102.1.28 林大川先生 蘿蔔糕3塊 供住民食用

102.1.28 李英哲先生 糖菓2箱 供住民食用

102.2.18 王緯紘先生 白米5公斤 供住民食用

102.2.18 祐安企業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嘉義市東區公所區長:柳明宏先生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新裕興商號 禮品5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協二有限公司主任:葉嘉明先生 禮品2份 春節摸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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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18 陽明醫院院長:謝景祥先生 禮品2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夆岱企業有限公司經理:黃居福先生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嬌聯企業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永大機電工業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凡事寧實業有限公司 禮劵2張 春節摸彩用

102.2.18 上品水工社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嘉義縣議會議長:金政達先生、

副議長:張明達先生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盒子科技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中國國民黨嘉義市委員會:蔡明顯先生 禮品2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九華山地藏庵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黃修翊里長 禮品4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徐文志先生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安乘電梯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皇冠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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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18 將太企業社 禮品5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博愛仁愛之家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嘉義市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禮盒1份 春節摸彩用

102.2.18 發一崇德嘉義慈善堂 花生10包、玉穀粉25包 供住民食用

102.2.20 香光寺 薑1袋、焿3桶、青菜2盤 供住民食用

102.2.21 林文彬先生 青椒2袋 供住民食用

102.3.4 萬語珊女士 棗子1箱、薑2包 供住民食用

102.3.4 行政院農業委員 茄子8箱 供住民食用

102.3.4 王緯紘先生 白米5公斤 供住民食用

102.3.12 歐雪娥女士 白米5公斤裝60包 供住民食用

102.3.15 洪鈺婷、洪翎宣、洪嘉成、洪茂財、洪凱智 白米4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102.3.15 洪永文、洪永祥、洪永吉、洪東鉛、洪蔡肯 白米4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102.3.15 周培明先生 白米4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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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15 陳幼芳女士 白米4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102.3.15 張瀞文女士 白米4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102.3.15 謝金歲先生 白米4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102.3.15 陳秀玉女士 白米4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102.3.15 楊惠潔女士 白米4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102.3.20 聖馬爾定醫院 蛋糕15條 供住民食用

102.3.20 王緯紘先生 白米5公斤 供住民食用

102.3.20 善心人士 餅乾12包 供住民食用

102.3.2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高麗菜8箱 供住民食用

102.3.29 九華山地藏庵 20公升裝3桶 供住民食用

102.4.1 王緯紘先生 白米5公斤 供住民食用

102.4.15 王緯紘先生 白米5公斤 供住民食用

102.4.15 發一崇德嘉義慈善堂 素焿1桶、炒麵2桶、素菜1桶、炸地瓜1桶 供住民食用

102.4.22 盧敏修、吳玉媚 地瓜1袋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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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24 經濟部能源局 LED燈泡24個 供住民使用

102.4.29 王緯紘先生 白米5公斤 供住民食用

102.5.13 王緯紘先生 白米5公斤 供住民食用

102.5.20 江聰龍先生 白米7公斤裝5包 供住民食用

102.5.20 嬌聯企業有限公司 滲尿墊少量2箱、中量1箱、多量1箱 供住民使用

102.5.27 王緯紘先生 白米5公斤 供住民食用

102.5.27 善心人士 口罩2箱 供住民使用

102.6.10 王緯紘先生 白米5公斤 供住民食用

102.6.10 圓福寺 玉荷包10箱 供住民食用

102.6.13 善心人士 粽子60個、水果1包 供住民食用

102.6.13 香光寺 香蕉2箱 供住民食用

102.6.14 吳玉媚女士 地瓜1袋 供住民食用

102.6.24 王緯紘先生 白米5公斤 供住民食用

102.6.27 妙雲蘭若 壽桃1批、地瓜葉1批、鳳梨1袋 供住民食用

 主任：                 總務組長：                 會計：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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