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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6 108.7.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077 108.7.9 蘇怡如 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078 108.7.12 蘇怡如 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079 108.7.15 邱建豐 先生 沐浴露3罐、洗髮乳1罐 供住民使用

000080 108.7.19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081 108.7.22 衛生福利部南區兒童之家 白米1500公斤 供住民食用

000082 108.7.23 王安琪、陳明焙 麵條300公克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083 108.7.2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084 108.7.3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085 108.7.31 王安琪、陳明焙 麵條300公克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086 108.8.6 蘇怡如 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087 108.8.15 善心人士 水果一包 供住民食用

000088 108.8.15 陳宥妤、陳俊任 麵條300公克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089 108.8.15 蘇怡如 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090 108.8.22 蘇怡如 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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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91 108.8.22 無極瑤池慈母宮 粿10塊包子1包 供住民食用

000093 108.8.2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094 108.9.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095 108.9.6 總統府 月餅禮盒48盒 供住民食用

000096 108.9.11 嘉義慈善佛院 柚子100個 月餅100個 供住民食用

000097 108.9.11 蘇怡如 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098 108.9.16 衛生福利部南區兒童之家 白米2000公斤、雜貨1批 供住民食用

000099 108.9.20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100 108.9.26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101 108.10.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102 作   廢 捐助人誤繕

000103 108.10.4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市城隍廟 白米30公斤裝10包 供住民食用

000104 108.10.8 莊添順、周育生 壽桃、壽麵1對 水果2籃 供住民食用

素香鬆300公克裝10包 白米600

公克裝10包 花生酥餅13罐
供住民食用000092 108.8.27 慈善佛院 興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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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5 108.10.14 嘉義慈善佛院 白米1石 供住民食用

000106 108.10.1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107 108.10.17 香光寺 麵線4包 供住民食用

000108 108.10.18 圓福寺 慰問品60份 供住民食用及使用

000111 108.10.23 蘇怡如 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112 108.10.28 蘇怡如 小姐 蛋糕8盒 供住民食用

000113 108.11.1 王安琪、陳明焙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114 108.11.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115 108.11.14 蘇怡如 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116 108.11.15 陳宥妤、陳俊任 麵條300公克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110 108.10.20

愛之味罐頭（菜心、蔭瓜、玉荀）5

箱、 新竹炊粉、麵條3箱、維力炸醬桶

麵35箱、 泰山八寶粥5箱、可樂果、孔

雀餅乾1批

供住民食用

無極天旨如意堂

無極天旨如意堂

供住民食用
三好米、台粳米3箱、 台糖沙拉油5箱

香菇素蠔油2箱 、舒跑15箱

波蜜果菜汁15箱、鹽35包、米酒35瓶
108.10.200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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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17 108.11.15 施欣妤 小姐 白米30公斤裝3包 供住民食用

000118 108.11.15 施盈均 小姐 白米30公斤裝3包 供住民食用

000119 108.11.22 蘇怡如 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120 108.11.29 張家瑋 先生 白米30公斤裝6包 供住民食用

000121 108.12.2 張高銓 先生 白米30公斤裝8包 供住民食用

000122 108.12.2 林宗輝 先生 白米30公斤裝2包 供住民食用

000123 108.12.2 蘇怡如 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124 108.12.4 張高銓 先生 白米30公斤裝6包 供住民食用

000125 108.12.4 也巽造型派 白米30公斤裝3包 供住民食用

000126 108.12.5 蘇怡如 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127 108.12.5 嘉義慈善佛院 素焿2桶 炒麵2桶 五穀粉30包 供住民食用

000128 108.12.11 嘉義慈善佛院 白米10斗 供住民食用

000129 108.12.12 蘇怡如 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000130 108.12.13 亡者:葛子臣 先生 健體素3箱 百仕可175罐 雞蛋10包 供住民食用

000131 108.12.20 蘇怡如 小姐 蛋糕3盒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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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32 108.12.26 林添登 先生、太太 木瓜2箱 供住民食用

000133 108.12.27 王安琪、陳明焙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134 108.12.27 蘇怡如 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主任: 總務組長:                    會計: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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