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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09 109.7.1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10 109.7.10 蘇怡如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211 109.7.10 王安琪、陳明焙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212 109.7.16 蘇怡如小姐 蛋糕6盒 供住民食用

000213 109.7.23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14 109.7.31 蘇怡如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215 109.8.5 六腳鄉長青會 餅乾3大袋、水果2箱 供住民食用

000216 109.8.5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17 109.8.7 林冠賢先生 蛋糕1批 供住民食用

000218 109.8.7 林盈利先生 蛋糕1批 供住民食用

000219 109.8.7 王盈順先生 蛋糕1批 供住民食用

000220 109.8.19 洪子棋先生 白米30公斤裝3包 供住民食用

000221 109.8.19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22 109.8.19 陳宥妤、陳俊任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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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23 109.8.28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24 109.8.28 嘉義慈善佛院 地瓜一箱、白米30公斤裝1包 供住民食用

000225 109.9.2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26 109.9.3 葛季華小姐 白米7公斤裝15包、雞絲麵3箱 供住民食用

000227 109.9.14 嘉義慈善佛院 文旦200個、胡瓜2箱 供住民食用

000228 109.9.17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29 109.9.17 王安琪、陳明焙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230 109.9.21 總統府 禮盒49盒 供住民食用

000231 109.9.24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32 109.9.25 葛季華小姐 白米5公斤裝2包、米粉60包 供住民食用

000233 109.9.2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及老人照

護協會
禮盒8盒 供住民食用

000234 109.10.6 永旭帝君行善團 白米30公斤裝3包 供住民食用

000235 109.10.14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36 109.10.14 曾于芳小姐 饅頭35顆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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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37 109.10.14 劉庭瑞先生 饅頭35顆 供住民食用

000238 109.10.14 黃俊文先生 饅頭35顆 供住民食用

000239 109.10.14 陳惠敏小姐 饅頭35顆 供住民食用

000240 109.10.14 阿根廷牛排館 饅頭70顆 供住民食用

000241 109.10.19 朝天府 白米1公斤裝8包 供住民食用

000242 109.10.22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43 109.10.23 陳宥妤、陳俊任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244 109.10.23 嘉義慈善佛院 炒麵1大桶、素焿1大桶 供住民食用

000245 109.10.27
彰化商業銀行董事長：凌忠嫄、

總經理：黃瑞沐
香蕉3箱 供住民食用

000246 109.10.31 寶林禪寺 素餅1盒、水果1箱 供住民食用

000247 109.11.5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48 109.11.7 葛季華小姐 洗衣粉1包、油3公升裝3罐、米1.8公斤裝12包、麵條5箱 供住民食用

000249 109.11.10 王安琪、陳明焙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250 109.11.12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51 109.11.14 寶林禪寺 麵9包、水果3包 供住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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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52 109.11.18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53 109.11.23 嘉義慈善佛院 五穀粉7包、柳丁1箱、魯菜1桶 供住民使用

000254 109.11.26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55 109.12.1 寶林禪寺 水果2包 供住民食用

000256 109.12.3 蘇怡如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257 109.12.9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58 109.12.10 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
白米1400公斤、米粉8包、冬粉19包、麵條6箱+45包、沙拉油48罐、

醬油34罐
供住民食用

000259 109.12.10 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 醋1罐、素蠔油2罐、糖9包、鹽8包、味精5包 供住民食用

000260 109.12.16 葛季華小姐 雞絲麵2箱、雞蛋10包 供住民食用

000261 109.12.17 蘇怡如小姐 蛋糕5盒 供住民食用

000262 109.12.17 陳宥妤、陳俊任 麵條12包 供住民食用

000263 109.12.24 蘇怡如小姐 蛋糕4盒 供住民食用

000264 109.12.28 嘉義慈善佛院 蕭長河先生 白米五斗 供住民食用

主任:     總務組長:                    會計:            會計：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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