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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103.1.2 財團法人嘉義市私立修緣育幼院 牛奶、洗髮精、沐浴乳、牙膏1批 住民食用及使用

360 103.1.7 圓福寺 臘八粥230盒 住民食用
361 103.1.15 李英哲 先生 糖菓1箱、牙刷61支、湯匙43支 住民食用及使用

362 103.1.16 發一崇德嘉義慈善堂 蛋糕160塊 住民食用
363 103.1.21 曾淑玲 小姐 輪椅1台、助行器1台 長照住民使用
364 103.1.22 嘉義市諸羅社會團體慈善協會 白米30公斤裝5包洗衣精3箱 住民食用及使用

365 103.2.6 香光寺 泡菜、竹筍、油麵、青菜1批 住民食用
366 103.2.10 羅瑞生 先生 禮品1份 春節摸彩用
367 103.2.10 將太清潔公司 禮品5份 春節摸彩用
368 103.2.10 安乘電梯有限公司 禮品1份 春節摸彩用
369 103.2.10 中國國民黨嘉義市委員會 蔡明顯 禮品2份 春節摸彩用
370 103.2.10 永大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禮品1份 春節摸彩用
371 103.2.10 元燦科技有限公司 禮品1份 春節摸彩用
372 103.2.10 九華山地藏庵 禮品1份 春節摸彩用
373 103.2.10 嘉義市議會 禮品2份 春節摸彩用
374 103.2.10 合泰醫療儀器 禮品1份 春節摸彩用
375 103.2.10 上品水工社 禮品1份 春節摸彩用
376 103.2.10 勇方有限公司 禮品1份 春節摸彩用
377 103.2.10 黃修翊 里長 禮品6份 春節摸彩用
378 103.2.10 莅特康有限公司 禮券2張 春節摸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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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 103.2.10 展群福祉事業有限公司 禮品6份 春節摸彩用
380 103.2.10 皇冠人力有限公司 禮品1份 春節摸彩用
381 103.2.10 嘉義市魚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禮品1份 春節摸彩用
382 103.2.10 嘉義市東區區公所 柳明宏 區長 禮品1份 春節摸彩用
383 103.2.10 陽明醫院 謝景祥 院長 禮品2份 春節摸彩用
384 103.2.10 嬌聯股份有限公司 陳妍妃 課長 禮品1份 春節摸彩用
385 103.2.10 夆岱企業有限公司 黃瑞祥 經理 禮品1份 春節摸彩用
386 103.2.10 嘉南儀器有限公司 禮品3份 春節摸彩用
387 103.2.10 協二有限公司 禮品1份 春節摸彩用
388 103.2.10 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禮品1份 春節摸彩用
389 103.2.10 嘉義市政府 市長 黃敏惠 禮品2份 春節摸彩用
390 103.2.10 嘉義縣議會議長:余政達、副議長:張明達 禮品1份 春節摸彩用
391 103.2.27 發一崇德嘉義慈善堂 蛋糕4盤 住民食用
392 103.2.27 歐雪娥 小姐 白米5公斤裝120包 住民食用
393 103.3.10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視障愛心協會 貼布1批 住民使用
394 103.3.13 九山地藏庵 沙拉油20公斤裝3桶 住民食用
395 103.3.25 林文彬 先生 南瓜1袋 住民食用
396 103.3.25 慕尼黑巧克力工坊 巧克力禮盒12盒 住民食用
397 作廢 姓名寫錯
398 作廢 姓名寫錯
399 103.3.25 一品香商行 白米5公斤裝96包 住民食用
400 103.4.9 林文彬 先生 南瓜1袋 住民食用
401 103.4.25 九華山地藏庵 沙拉油20公斤裝3桶 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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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103.4.25 盧林筍 女士 香腸25斤 住民食用
403 103.4.28 發一崇德嘉義慈善堂 泡菜10罐、蔬菜1箱、碗粿80盒 住民食用
404 103.4.28 嘉義聖馬爾定醫院 護理助理人員 泡菜10罐、青菜25把 住民食用
405 103.5.2 慈善佛院 徐添需 先生 香蕉2簍 住民食用
406 103.5.2 慈善佛院 吳美華 女士 碗粿80盒 住民食用
407 103.5.5 慈善佛院 炒麵2桶、素焿1桶 住民食用
408 103.5.5 吳耀煌 先生 製氧機1台 長照住民使用
409 103.5.14 歐雪娥 小姐 白米30公斤裝34包 住民食用
410 103.5.15 香光寺 地瓜葉3袋 住民食用
411 103.5.15 施欣妤 施盈均 白米30公斤裝2包 住民食用
412 103.5.26 嘉義慈善佛院 素粽400個香包240個 住民食用及使用

413 103.6.1 嘉義市道光慈善會 粽子170個 住民食用
414 103.6.4 歐雪娥 女士 白米30公裝17包 住民食用
415 103.6.6 林賴彩霞 女士 白米30公斤裝1包 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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