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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96 108.1.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497 108.1.4 陳淑靜 女士 奶粉2罐、濕紙巾4包、尿布2袋 供住民食用及使用

000498 108.1.4 竑昶環衛科技 陳信嘉 白米30公斤裝2包 供住民食用

000499 108.1.10 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 白米1500公斤 供住民食用

000500 108.1.10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001 108.1.18 驊韜工程實業有限公司 西螺米30公斤裝10袋 供住民食用

000002 108.1.18 芳汎企業有限公司 食品1批 供住民食用

000003 108.1.18 亮諭工程有限公司 賴勇志 油品1批 供住民食用

000004 108.1.18 閎莉建設有限公司 白米30公斤裝5袋 供住民食用

000005 108.1.1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白米30公斤裝15包 尿布7箱 衛生紙7箱

濕紙巾10箱 口罩1箱 手套1箱

000007 108.1.21 議長 莊豐安 白米30公斤裝5袋 供住民食用

000008 108.1.21 議長 莊豐安 白米30公斤裝5袋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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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6 108.1.21 世濟有限公司 供住民食用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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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9 108.1.21 議長 莊豐安 油品1批 供住民食用

000010 108.1.21 許孟玉 白米30公斤裝2袋 供住民食用

白米30公斤裝20袋 陽春麵8箱 

麵線1箱 米粉2箱

000012 108.1.22 嘉義市諸羅社會團體慈善協會 油4箱 鹽1袋 醬油4箱 糖果餅乾4箱 供住民食用

000013 108.1.22 嘉義市諸羅社會團體慈善協會 菜脯2箱 金瓜1箱 水果6箱 供住民食用

000014 108.1.22 嘉義市諸羅社會團體慈善協會 衛生紙2箱 洗衣精5箱 藥膏5盒 供住民使用

000015 108.1.2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 供住民食用

000016 108.2.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017 108.2.1 王安琪 小姐 長壽麵300公克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018 108.2.12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019 108.2.12 陽明醫院 禮品2份 春節摸彩用

000020 108.2.12 台灣愛生雅股份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021 108.2.12 夆岱企業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011 108.1.22 嘉義市諸羅社會團體慈善協會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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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22 108.2.12 嘉全果菜供銷合作社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023 108.2.12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024 108.2.12 嘉義市政府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025 108.2.12 群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026 108.2.12 仁愛救護車企業有限公司 禮品2份 春節摸彩用

000027 108.2.12 盧亞人醫院 禮盒3份 春節摸彩用

000028 108.2.12 凡事寧實業有限公司 禮券2張 春節摸彩用

000029 108.2.12 協二有限公司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030 108.2.12 陳玉隨 女士 毛毯10件 春節摸彩用

000031 108.2.12 嘉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禮券2張 春節摸彩用

000032 108.2.12 豐益印刷 禮品2份 春節摸彩用

000033 108.2.12 鄉禾商行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000034 108.2.12 王進吉 先生 禮品1份 春節摸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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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35 108.2.12 嘉南儀器有限公司 禮品2份 春節摸彩用

000036 108.2.12 元燦科技有限公司 禮券3張 春節摸彩用

000037 108.2.12 嘉義榮民服務處 禮品3份 春節摸彩用

000038 108.2.12 慶昇醫院 禮券1張 春節摸彩用

000039 108.2.19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040 108.2.26 善心人士 高麗菜3箱、花椰菜3箱 供住民食用

000041 108.2.26 賴美辰 高麗菜2箱、花椰菜2箱 供住民食用

000042 108.2.26 林芯羽 高麗菜1箱、花椰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043 108.2.26 顏崇育 先生 高麗菜1箱、花椰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044 108.2.26 兆揚工程有限公司 許振昌、許兆揚 高麗菜1箱、花椰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045 108.2.26 胡嘉祥、許雅茹、胡品蓉 高麗菜1箱、花椰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046 108.2.26 弘騰機械工程 高麗菜1箱、花椰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047 108.2.26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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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48 108.3.4 王俊傑 先生 高麗菜10箱 供住民食用

000049 108.3.4 善心人士 高麗菜3箱 供住民食用

000050 108.3.4 郭家融、郭畇秀 高麗菜2箱 供住民食用

000051 108.3.4 王俊傑 先生 花椰菜4箱 供住民食用

000052 108.3.6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053 108.3.1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054 108.3.2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055 108.3.2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000056 108.3.28 陳宥妤、陳俊任 長壽麵300公克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057 108.4.2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吋1盒、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058 108.4.8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障愛心協會 酸痛貼布100包、藥膏50罐 供住民使用

000059 108.4.1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060 108.4.1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7盒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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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61 108.4.2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062 108.5.1 嘉義縣六腳鄉長青會 餅乾6箱 供住民食用

000063 108.5.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064 108.5.8 善心人士 白米5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000065 108.5.9 蘇怡如 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066 108.5.1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2盒 供住民食用

000067 108.5.2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068 108.5.27 王安琪、陳明焙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069 108.5.2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070 108.6.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071 108.6.5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072 108.6.1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073 108.6.13 發一崇德慈善基金會 素粽200個、五穀粽200個 供住民食用

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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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4 108.6.20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075 108.6.2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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