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勸募專案(衛部救字第1101361988號)

捐款清冊-11006

 

捐款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06/28 基I210600038 勸募捐款  $            200 林

110/06/28 基I210600037 勸募捐款  $          3,000 李弦燁

110/06/29 基I210600048 勸募捐款  $            500 廖靜敏

110/06/29 基I210600047 勸募捐款  $            200 源

110/06/29 基I210600046 勸募捐款  $             100 簡震謙

110/06/29 基I210600045 勸募捐款  $             100 蔡欣穎

110/06/29 基I210600044 勸募捐款  $          1,000 黃國勝

110/06/29 基I210600043 勸募捐款  $          1,000 李靜儀

110/06/29 基I210600042 勸募捐款  $          1,000 楊惠琴

110/06/29 基I210600041 勸募捐款  $            500 劉家維

110/06/30 基0210600276 勸募捐款  $          2,000 李怡濃

110/06/30 基0210600275 勸募捐款  $          1,000 廖小姐

110/06/30 基0210600274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姐

110/06/30 基0210600273 勸募捐款  $            500 蘇先生

110/06/30 基0210600272 勸募捐款  $             100 吳小姐

110/06/30 基0210600271 勸募捐款  $          1,000 馬錦香

110/06/30 基0210600270 勸募捐款  $            500 魏均霖

110/06/30 基0210600269 勸募捐款  $          1,000 鄧先生

110/06/30 基0210600268 勸募捐款  $            500 洪崇志

110/06/30 基0210600267 勸募捐款  $            500 徐國偉

110/06/30 基0210600266 勸募捐款  $          1,000 張美雪

110/06/30 基0210600265 勸募捐款  $             100 張咸琳

110/06/30 基0210600264 勸募捐款  $          2,000 由美企業有限公司

110/06/30 基0210600263 勸募捐款  $             100 羅凱駿

110/06/30 基0210600262 勸募捐款  $          1,500 黃雯瑛

110/06/30 基0210600261 勸募捐款  $            200 黃芷誼

110/06/30 基0210600260 勸募捐款  $             100 賴乾拯

110/06/30 基0210600259 勸募捐款  $            200

110/06/30 基0210600258 勸募捐款  $            500 陳勁華

110/06/30 基0210600257 勸募捐款  $             100 顏小姐

110/06/30 基0210600256 勸募捐款  $            500 魏均霖

110/06/30 A1100185 勸募捐款  $            500 彭文蓉

110/06/30 A1100184 勸募捐款  $            220 林慶旺

110/06/30 A1100183 勸募捐款  $             100 哇寶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6/30 A1100182 勸募捐款  $             100 哇寶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6/30 A1100181 勸募捐款  $             100 哇寶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6/30 A1100180 勸募捐款  $          1,000 蘇?葝y

110/06/30 A1100179 勸募捐款  $          2,000 顏劭淵

110/06/30 A1100178 勸募捐款  $            600 康雅筑

110/06/30 A1100177 勸募捐款  $             100 李桂香

110/06/30 A1100176 勸募捐款  $        10,000 宋文豪

110/06/30 A1100175 勸募捐款  $          5,000 陳春蘭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2/7 製表：Ivy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勸募專案(衛部救字第1101361988號)

捐款清冊-11006

 

捐款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06/30 A1100174 勸募捐款  $          1,000 江金樹

110/06/30 A1100173 勸募捐款  $          1,000 楊孟芳

110/06/30 A1100172 勸募捐款  $            200 黃聖雄

110/06/30 A1100171 勸募捐款  $            300 廖

110/06/30 A1100170 勸募捐款  $            500 嚴凱龍

110/06/30 A1100169 勸募捐款  $            500 黃于珊

110/06/30 A1100168 勸募捐款  $            200 李佳蓉

110/06/30 A1100167 勸募捐款  $          5,000 歐學林

110/06/30 A1100166 勸募捐款  $            300 李宗恩

110/06/30 A1100165 勸募捐款  $            220 林慶旺

110/06/30 A1100164 勸募捐款  $            220 林慶旺

110/06/30 A1100163 勸募捐款  $            200 林建邑

110/06/30 A1100162 勸募捐款  $          5,000 劉光弘

110/06/30 A1100161 勸募捐款  $          1,000 許益瑞

110/06/30 A1100160 勸募捐款  $             100 yen

110/06/30 A1100159 勸募捐款  $             100 yen

110/06/30 A1100158 勸募捐款  $             100 陳盟宗

110/06/30 A1100157 勸募捐款  $             100 陳盟宗

110/06/30 A1100156 勸募捐款  $            700 黃俊達

110/06/30 A1100155 勸募捐款  $             100 許可琪

110/06/30 A1100154 勸募捐款  $            400 高田、陳立生

110/06/30 A1100153 勸募捐款  $            300 許詠涵

110/06/30 A1100152 勸募捐款  $          1,000 劉佳諭

110/06/30 A1100151 勸募捐款  $             100 陳盟宗

110/06/30 基I210600064 勸募捐款  $             100 許麗雲

110/06/30 基I210600063 勸募捐款  $          2,000 丁語婕

110/06/30 基I210600062 勸募捐款  $          2,000 李宜芬

110/06/30 基I210600061 勸募捐款  $          1,000 水婆說有賺錢要回饋社會

110/06/30 基I210600060 勸募捐款  $            200 張淞柏

110/06/30 基I210600059 勸募捐款  $          4,000 陳寶鴻

110/06/30 基I210600058 勸募捐款  $          1,000 趙偉成

110/06/30 基I210600057 勸募捐款  $            500 江曜宇

110/06/30 基I210600056 勸募捐款  $             100 簡震謙

110/06/30 基I210600055 勸募捐款  $             100 蔡欣穎

110/06/30 基I210600054 勸募捐款  $             100 賴偉源

110/06/30 基I210600053 勸募捐款  $            300 無名氏-Ibon

110/06/30 基I210600052 勸募捐款  $             100 吳秉橙

110/06/30 基I210600051 勸募捐款  $            200 黃暐哲

110/06/30 基I210600050 勸募捐款  $             100 黃柏棋

110/06/30 基I210600049 勸募捐款  $          1,000 伊藤健太郎

110/06/30 基0210600255 勸募捐款  $          3,599 顏百駿

110/06/30 基0210600254 勸募捐款  $          3,089 侯閔郎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3/7 製表：Ivy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勸募專案(衛部救字第1101361988號)

捐款清冊-11006

 

捐款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06/30 基0210600253 勸募捐款  $          3,585 趙勝宏

110/06/30 基0210600252 勸募捐款  $          1,099 鐘佩文

110/06/30 基0210600251 勸募捐款  $          1,085
無名氏(110/6/30銀行匯款

#2970)
110/06/30 基0210600250 勸募捐款  $          3,089 陳永豐

110/06/30 基0210600249 勸募捐款  $          2,089 馮采華

110/06/30 基0210600248 勸募捐款  $          3,089 林鴻鳴

110/06/30 基0210600247 勸募捐款  $          1,000 林俊宏

110/06/30 基0210600246 勸募捐款  $        10,000 林淑華

110/06/30 基0210600245 勸募捐款  $          2,000 曾淑英

110/06/30 基0210600244 勸募捐款  $          5,086 周鈺益

110/06/30 基0210600243 勸募捐款  $          3,203 謝佳松

110/06/30 基0210600242 勸募捐款  $          2,099
無名氏(110/6/25銀行匯款

#0780)
110/06/30 基0210600241 勸募捐款  $            500 中南商行

110/06/30 基0210600240 勸募捐款  $          2,085 莊美慧

110/06/30 基0210600239 勸募捐款  $          5,000 蕭欣芳

110/06/30 基0210600238 勸募捐款  $          2,000
無名氏(110/6/18銀行匯款

#8292)

110/06/30 基0210600237 勸募捐款  $          1,585
無名氏(110/6/18銀行匯款

#0447)

110/06/30 基0210600236 勸募捐款  $        12,085
無名氏(110/6/16銀行匯款

#4784)
110/06/30 基0210600235 勸募捐款  $        10,000 楊麗惠

110/06/30 基0210600234 勸募捐款  $          1,069
無名氏(110/6/11銀行匯款

#1237)

110/06/30 基0210600233 勸募捐款  $          2,000
無名氏(110/6/9銀行匯款

#3285)

110/06/30 基0210600232 勸募捐款  $          1,000
無名氏(110/6/9銀行匯款

#1922)
110/06/30 基0210600231 勸募捐款  $          3,089 郭清祥

110/06/30 基0210600230 勸募捐款  $          3,089 廖淑津

110/06/30 基0210600229 勸募捐款  $        10,000 蔡秀玉

110/06/30 基0210600228 勸募捐款  $          1,096 蔣慰慈

110/06/30 基0210600227 勸募捐款  $        10,000 李進賢

110/06/30 基0210600226 勸募捐款  $          3,089 張寶文

110/06/30 基0210600225 勸募捐款  $          2,069 曾怡寧

110/06/30 基0210600224 勸募捐款  $          1,000 徐竹

110/06/30 基0210600223 勸募捐款  $          3,596 林淑卿

110/06/30 基0210600222 勸募捐款  $          3,069 雷珍珠

110/06/30 基0210600221 勸募捐款  $            385 許哲豪

110/06/30 基0210600220 勸募捐款  $          3,099 李先生

110/06/30 基0210600219 勸募捐款  $          1,000 陳先生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4/7 製表：Ivy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勸募專案(衛部救字第1101361988號)

捐款清冊-11006

 

捐款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06/30 基0210600218 勸募捐款  $          3,069 吳世奇

110/06/30 基0210600217 勸募捐款  $          1,000 陳俊臣

110/06/30 基0210600216 勸募捐款  $            500 李淑美

110/06/30 基0210600215 勸募捐款  $        10,096 梁啟興

110/06/30 基0210600214 勸募捐款  $          3,069 黃筱嵐

110/06/30 基0210600213 勸募捐款  $          3,096 劉冠村

110/06/30 基0210600212 勸募捐款  $          2,000 林裕嘉

110/06/30 基0210600211 勸募捐款  $          1,009 陳秋燕

110/06/30 基0210600210 勸募捐款  $          3,100 善心人士

110/06/30 基0210600209 勸募捐款  $          1,000 陳小姐

110/06/30 基0210600208 勸募捐款  $          1,000 王國雄

110/06/30 基0210600207 勸募捐款  $          5,069 何玉琳

110/06/30 基0210600206 勸募捐款  $             169 吳宛鑫

110/06/30 基0210600205 勸募捐款  $          1,669 蘇玉珊

110/06/30 基0210600204 勸募捐款  $          1,069 善心人士

110/06/30 基0210600203 勸募捐款  $          4,000 張員郎

110/06/30 基0210600202 勸募捐款  $          1,999 張茂立

110/06/30 基0210600018 勸募捐款  $          2,000 黎明娟

110/06/30 基C210630108 勸募捐款  $             100 蘇瑋琳

110/06/30 基C210630107 勸募捐款  $            300 黃信道

110/06/30 基C210630106 勸募捐款  $          1,000 陳俊宏

110/06/30 基C210630105 勸募捐款  $             100 張子祥

110/06/30 基C210630104 勸募捐款  $             100 張子祥

110/06/30 基C210630103 勸募捐款  $             100 周芸如

110/06/30 基C210630102 勸募捐款  $             100 吳詩璇

110/06/30 基C210630101 勸募捐款  $            666 黃文燕

110/06/30 基C210630100 勸募捐款  $            300 林岑縈

110/06/30 基C210630099 勸募捐款  $            200 蔡沛芩

110/06/30 基C210630098 勸募捐款  $            500 張瑞倫

110/06/30 基Y210003462 勸募捐款  $             100 黃惠卿

110/06/30 基Y210003300 勸募捐款  $             100 蘇秋芬

110/06/30 基Y210003159 勸募捐款  $            600 王琬宜

110/06/30 基Y210000095 勸募捐款  $          1,500 明積電機技師事務所

110/06/30 基Y210002151 勸募捐款  $            600 黃炳泉

110/06/30 基Y210001952 勸募捐款  $             121 陳靜怡

110/06/30 基Y210001725 勸募捐款  $             100 張雅芬

110/06/30 基C210630097 勸募捐款  $             100 蘇瑋琳

110/06/30 基C210630096 勸募捐款  $            500 蘇源智

110/06/30 基C210630095 勸募捐款  $             100 謝子玄

110/06/30 基C210630094 勸募捐款  $            200 戴圳信

110/06/30 基C210630093 勸募捐款  $             100 戴圳信

110/06/30 基C210630092 勸募捐款  $          5,000 盧惠珍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5/7 製表：Ivy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勸募專案(衛部救字第1101361988號)

捐款清冊-11006

 

捐款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06/30 基C210630091 勸募捐款  $             100 鄭景文

110/06/30 基C210630090 勸募捐款  $             130 蔡莉壎

110/06/30 基C210630089 勸募捐款  $             150 蔡昀圻

110/06/30 基C210630088 勸募捐款  $             100 蔡孟穎

110/06/30 基C210630087 勸募捐款  $            500 劉嘉琪

110/06/30 基C210630086 勸募捐款  $             100 劉千瑜

110/06/30 基C210630085 勸募捐款  $            300 蒲秋華

110/06/30 基C210630084 勸募捐款  $            200 廖佳慧

110/06/30 基C210630083 勸募捐款  $             100 詹愉婕

110/06/30 基C210630082 勸募捐款  $            300 葉衣騰

110/06/30 基C210630081 勸募捐款  $            200 楊婷婷

110/06/30 基C210630080 勸募捐款  $            500 楊育彰

110/06/30 基C210630079 勸募捐款  $          1,000 黃雅文

110/06/30 基C210630078 勸募捐款  $             100 黃惠如

110/06/30 基C210630077 勸募捐款  $          1,000 黃致遠

110/06/30 基C210630076 勸募捐款  $             100 黃昱銘

110/06/30 基C210630075 勸募捐款  $            300 黃信道

110/06/30 基C210630074 勸募捐款  $          1,000 黃松娥

110/06/30 基C210630073 勸募捐款  $          3,000 黃秀蘭

110/06/30 基C210630072 勸募捐款  $            200 黃小芳

110/06/30 基C210630071 勸募捐款  $            500 彭在堃

110/06/30 基C210630070 勸募捐款  $          1,000 陳俊宏

110/06/30 基C210630069 勸募捐款  $             100 陳采玲

110/06/30 基C210630068 勸募捐款  $            500 陳宗民

110/06/30 基C210630067 勸募捐款  $            256 陳依君

110/06/30 基C210630066 勸募捐款  $            300 陳佩玉

110/06/30 基C210630065 勸募捐款  $            200 郭法廣

110/06/30 基C210630064 勸募捐款  $            500 許金玉

110/06/30 基C210630063 勸募捐款  $            300 許志賓

110/06/30 基C210630062 勸募捐款  $             100 莊嘉珣

110/06/30 基C210630061 勸募捐款  $          1,000 莊雅如

110/06/30 基C210630060 勸募捐款  $          2,000 梁景興

110/06/30 基C210630059 勸募捐款  $             100 張順

110/06/30 基C210630058 勸募捐款  $            600 張貴彥

110/06/30 基C210630057 勸募捐款  $             100 張智翔

110/06/30 基C210630056 勸募捐款  $            300 張晉愷

110/06/30 基C210630055 勸募捐款  $          1,000 張宜茹

110/06/30 基C210630054 勸募捐款  $            500 張利安

110/06/30 基C210630053 勸募捐款  $          1,000 張玉儒

110/06/30 基C210630052 勸募捐款  $             100 張子祥

110/06/30 基C210630051 勸募捐款  $            300 康智瑋

110/06/30 基C210630050 勸募捐款  $             100 涂雅雯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6/7 製表：I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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