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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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

 

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07/06 基I210700050 勸募捐款  $            600 羅進洪
110/07/06 基I210700049 勸募捐款  $          2,000 angela
110/07/06 基I210700048 勸募捐款  $          1,000 莊智涵
110/07/06 基I210700047 勸募捐款  $            200 陳映伊
110/07/06 基I210700046 勸募捐款  $          1,000 陳韋辰
110/07/06 基I210700045 勸募捐款  $             100 尤翔霖
110/07/06 基I210700044 勸募捐款  $          1,000 林思瀚
110/07/06 基I210700043 勸募捐款  $            200 蔡晴惠
110/07/06 基I210700042 勸募捐款  $             100 陳欣汝
110/07/07 基I210700061 勸募捐款  $            200 蔡侑霖
110/07/07 基I210700060 勸募捐款  $          2,000 陳韋誠
110/07/07 基I210700059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07/07 基I210700058 勸募捐款  $            500 無名氏-Ibon
110/07/07 基I210700057 勸募捐款  $            500 呂建和
110/07/07 基I210700056 勸募捐款  $            300 lu
110/07/07 基I210700055 勸募捐款  $            600 曾若雯
110/07/07 基I210700054 勸募捐款  $            500 劉家維
110/07/08 基I210700069 勸募捐款  $            500 孫有成
110/07/08 基I210700068 勸募捐款  $            300 廖仁德
110/07/08 基I210700067 勸募捐款  $            600 林蔚馨
110/07/08 基I210700066 勸募捐款  $            300 廖婉竹
110/07/08 基I210700065 勸募捐款  $            200 廖志偉

110/07/08 基I210700064 勸募捐款  $          5,000
文昌廟、關聖帝君、文

昌帝君
110/07/08 基I210700063 勸募捐款  $            500 林紫筠
110/07/08 基I210700062 勸募捐款  $             100 林宸頡
110/07/09 基I210700079 勸募捐款  $            300 徐民聰
110/07/09 基I210700078 勸募捐款  $            500 無名氏-Ibon
110/07/09 基I210700077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
110/07/09 基I210700076 勸募捐款  $          1,000 陳欣妤
110/07/09 基I210700075 勸募捐款  $             100 洪裕展
110/07/09 基I210700074 勸募捐款  $             100 蔡欣穎
110/07/09 基I210700073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07/09 基I210700072 勸募捐款  $          1,000 許順發
110/07/09 基I210700071 勸募捐款  $            300 無名氏-Ibon
110/07/09 基I210700070 勸募捐款  $            500 勁泰瘋
110/07/10 基I210700088 勸募捐款  $            200 陳慶瑋
110/07/10 基I210700087 勸募捐款  $             100 陳志強
110/07/10 基I210700086 勸募捐款  $             100 賴偉源
110/07/10 基I210700085 勸募捐款  $          1,000 沈仁鋒
110/07/10 基I210700084 勸募捐款  $            200 王宥穎
110/07/10 基I210700083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07/10 基I210700082 勸募捐款  $            500 李蕙佳
110/07/10 基I210700081 勸募捐款  $             100 洪儀庭、楊峻文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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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

 

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07/10 基I210700080 勸募捐款  $            600 李安晟
110/07/11 基I210700099 勸募捐款  $            500 林侑駿
110/07/11 基I210700098 勸募捐款  $            300 林沛亭
110/07/11 基I210700097 勸募捐款  $            300 莊貴英
110/07/11 基I210700096 勸募捐款  $            500 劉家維
110/07/11 基I210700095 勸募捐款  $          3,000 林明星
110/07/11 基I210700094 勸募捐款  $          1,000 林慧如
110/07/11 基I210700093 勸募捐款  $          1,000 吳秋月
110/07/11 基I210700092 勸募捐款  $            500 郭俊億
110/07/11 基I210700091 勸募捐款  $            200 胡
110/07/11 基I210700090 勸募捐款  $            500 李美仁
110/07/11 基I210700089 勸募捐款  $            500 王
110/07/12 基I210700105 勸募捐款  $             100 柯文魁
110/07/12 基I210700104 勸募捐款  $             100 蔡欣穎
110/07/12 基I210700103 勸募捐款  $             100 簡震謙
110/07/12 基I210700102 勸募捐款  $             100 陳琦文
110/07/12 基I210700101 勸募捐款  $            700 吳建昌
110/07/12 基I210700100 勸募捐款  $            200 黎峻驛
110/07/13 基I210700113 勸募捐款  $             100 廖廷維
110/07/13 基I210700112 勸募捐款  $            500 kevin
110/07/13 基I210700111 勸募捐款  $            300 林哲宇
110/07/13 基I210700110 勸募捐款  $          2,000 周鑫佑
110/07/13 基I210700109 勸募捐款  $          2,000 張嘉盈
110/07/13 基I210700108 勸募捐款  $          1,000 謝滄恩
110/07/13 基I210700107 勸募捐款  $          1,000 無名氏-Ibon
110/07/13 基I210700106 勸募捐款  $            800 周育綾
110/07/14 基I210700119 勸募捐款  $            200 余欣憲
110/07/14 基I210700118 勸募捐款  $            300 吳睿軒
110/07/14 基I210700117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
110/07/14 基I210700116 勸募捐款  $             148 尤建順
110/07/14 基I210700115 勸募捐款  $            300 林芷蓁
110/07/14 基I210700114 勸募捐款  $            300 陳文峰
110/07/15 基I210700123 勸募捐款  $            200 林子安
110/07/15 基I210700122 勸募捐款  $            200 陳映伊
110/07/15 基I210700121 勸募捐款  $            200 余欣憲
110/07/15 基I210700120 勸募捐款  $          1,000 林芳如

110/07/16 基C210716002 勸募捐款  $        35,548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7/16 基I210700127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07/16 基I210700126 勸募捐款  $          1,000 賴麗英
110/07/16 基I210700125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07/16 基I210700124 勸募捐款  $             100 張惠娟
110/07/17 基I210700134 勸募捐款  $            500 劉哲瑋
110/07/17 基I210700133 勸募捐款  $            500 吳文貴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3/10 製表：I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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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07/17 基I210700132 勸募捐款  $            500 吳平順
110/07/17 基I210700131 勸募捐款  $          3,000 林永祥
110/07/17 基I210700130 勸募捐款  $            500 徐博甫
110/07/17 基I210700129 勸募捐款  $          2,000 蕭貴鴻
110/07/17 基I210700128 勸募捐款  $             100 顏家天上聖母
110/07/18 基I210700138 勸募捐款  $            300 李佳樺
110/07/18 基I210700137 勸募捐款  $            200 卓獻民
110/07/18 基I210700136 勸募捐款  $             150 莊亭妤
110/07/18 基I210700135 勸募捐款  $          2,500 andy
110/07/19 基I210700150 勸募捐款  $            200 何美月
110/07/19 基I210700149 勸募捐款  $            200 高致豪
110/07/19 基I210700148 勸募捐款  $            500 阿弟食業
110/07/19 基I210700147 勸募捐款  $            200 梁凱惠
110/07/19 基I210700146 勸募捐款  $          1,000 張家銓
110/07/19 基I210700145 勸募捐款  $          1,000 張惠婷
110/07/19 基I210700144 勸募捐款  $          1,000 張家銘
110/07/19 基I210700143 勸募捐款  $          1,000 鄭雅芬
110/07/19 基I210700142 勸募捐款  $          1,000 張清華
110/07/19 基I210700141 勸募捐款  $            500 連若君
110/07/19 基I210700140 勸募捐款  $            500 好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110/07/19 基I210700139 勸募捐款  $             100 簡駿宏

110/07/20 基C210720004 勸募捐款  $        39,544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7/20 基C210720003 勸募捐款  $            200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7/20 基C210720002 勸募捐款  $        13,984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7/20 基I210700155 勸募捐款  $             100 willy
110/07/20 基I210700154 勸募捐款  $            200 陳思妤
110/07/20 基I210700153 勸募捐款  $             100 陳
110/07/20 基I210700152 勸募捐款  $            500 許瑋峻
110/07/20 基I210700151 勸募捐款  $          1,000 洪達鴻
110/07/21 基I210700159 勸募捐款  $            400 P Barber
110/07/21 基I210700158 勸募捐款  $            300 李依玲
110/07/21 基I210700157 勸募捐款  $            200 中壢慈惠四面佛
110/07/21 基I210700156 勸募捐款  $            500 葉蕙瑜
110/07/22 基I210700162 勸募捐款  $             100 陳泳輝
110/07/22 基I210700161 勸募捐款  $            500 廖珮君
110/07/22 基I210700160 勸募捐款  $             100 陳欣汝
110/07/23 基I210700166 勸募捐款  $             100 滿志隆
110/07/23 基I210700165 勸募捐款  $          1,000 吳顧運
110/07/23 基I210700164 勸募捐款  $            200 鄭煒瀚
110/07/23 基I210700163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07/24 基I210700169 勸募捐款  $             100 dada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4/10 製表：I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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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07/24 基I210700168 勸募捐款  $            500 蕭維宏
110/07/24 基I210700167 勸募捐款  $            200 高致豪
110/07/25 基I210700173 勸募捐款  $            200 卓獻民
110/07/25 基I210700172 勸募捐款  $            600 無名氏-Ibon
110/07/25 基I210700171 勸募捐款  $            500 鄭培倫
110/07/25 基I210700170 勸募捐款  $            500 楊敬翊

110/07/26 基C210726001 勸募捐款  $          6,992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7/26 基I210700183 勸募捐款  $            500 劉丹
110/07/26 基I210700182 勸募捐款  $            500 魯斌
110/07/26 基I210700181 勸募捐款  $            388 蔡宜珊
110/07/26 基I210700180 勸募捐款  $             100 吳玉汾
110/07/26 基I210700179 勸募捐款  $          1,000 林芳如
110/07/26 基I210700178 勸募捐款  $            200 羅宏加
110/07/26 基I210700177 勸募捐款  $          5,188 卓岳不動產有限公司
110/07/26 基I210700176 勸募捐款  $          1,000 王春梅
110/07/26 基I210700175 勸募捐款  $          1,000 謝亦婷
110/07/26 基I210700174 勸募捐款  $             100 林寬盛
110/07/27 基I210700186 勸募捐款  $            600 蔡孟珊
110/07/27 基I210700185 勸募捐款  $          1,000 mark
110/07/27 基I210700184 勸募捐款  $            200 呂東晏
110/07/28 基I210700190 勸募捐款  $          1,000 江美珍
110/07/28 基I210700189 勸募捐款  $          2,000 康健鍾
110/07/28 基I210700188 勸募捐款  $          1,000 陳泓瑋
110/07/28 基I210700187 勸募捐款  $        10,000 吳炳達

110/07/29 基C210729002 勸募捐款  $        20,000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7/29 基C210729001 勸募捐款  $         71,712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7/29 基I210700196 勸募捐款  $          1,700 王承翰
110/07/29 基I210700195 勸募捐款  $          1,000 鄭雅芬
110/07/29 基I210700194 勸募捐款  $            500 林書安
110/07/29 基I210700193 勸募捐款  $            250 方正茂
110/07/29 基I210700192 勸募捐款  $        20,000 鄭啟勲
110/07/29 基I210700191 勸募捐款  $          1,000 吳育樟
110/07/29 基0210700025 勸募捐款  $          8,000 吳岳燦
110/07/30 基I210700202 勸募捐款  $            500 藝森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110/07/30 基I210700201 勸募捐款  $            200 廖炳超
110/07/30 基I210700200 勸募捐款  $            500 林延修
110/07/30 基I210700199 勸募捐款  $            500 無名氏
110/07/30 基I210700198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07/30 基I210700197 勸募捐款  $             100 高致豪
110/07/30 基0210700029 勸募捐款  $          1,569 梁妤嫻
110/07/30 基0210700027 勸募捐款  $          3,099 廖健隆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5/10 製表：I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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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07/31 基0210700228 勸募捐款  $             100 黃小姐
110/07/31 A1100201 勸募捐款  $          1,000 黃
110/07/31 A1100200 勸募捐款  $            600 劉庭秀
110/07/31 A1100199 勸募捐款  $          1,000 楊錦雲
110/07/31 A1100198 勸募捐款  $          1,000 李聰
110/07/31 A1100197 勸募捐款  $          6,600 宋文豪
110/07/31 A1100196 勸募捐款  $          3,000 廖今華
110/07/31 A1100195 勸募捐款  $            200 蔡奇霖
110/07/31 A1100194 勸募捐款  $            500 陳佑霖
110/07/31 A1100193 勸募捐款  $          1,000 林岳宏
110/07/31 A1100192 勸募捐款  $          3,000 李博文
110/07/31 A1100191 勸募捐款  $          1,000 張文泰
110/07/31 A1100190 勸募捐款  $          1,000 黃亮綜
110/07/31 A1100189 勸募捐款  $          1,000 林元瑞
110/07/31 A1100188 勸募捐款  $             100 姚霈欣
110/07/31 A1100187 勸募捐款  $          3,000 吳若薰
110/07/31 A1100186 勸募捐款  $            200 許詠涵
110/07/31 基I210700205 勸募捐款  $          1,000 黃彥彰
110/07/31 基I210700204 勸募捐款  $            200 朱宥澂
110/07/31 基I210700203 勸募捐款  $            300 張鳳嬌
110/07/31 基0210700120 勸募捐款  $          3,599 林宜森
110/07/31 基0210700119 勸募捐款  $          2,000 沈玫君
110/07/31 基0210700118 勸募捐款  $          2,000 無名氏(銀行匯款#2186)

110/07/31 基0210700117 勸募捐款  $          3,600
無名氏(110/7/29銀行匯

款#9884)

110/07/31 基0210700116 勸募捐款  $          3,596
無名氏(110/7/29銀行匯

款#6692)
110/07/31 基0210700115 勸募捐款  $          3,599 朱政世
110/07/31 基0210700114 勸募捐款  $          1,000 曾明興
110/07/31 基0210700113 勸募捐款  $            600 張先生

110/07/31 基0210700112 勸募捐款  $            300
無名氏(110/7/21銀行匯款

#7178)
110/07/31 基0210700111 勸募捐款  $          2,089 王譽璇

110/07/31 基0210700110 勸募捐款  $            669
無名氏(110/7/20銀行匯

款#0646)

110/07/31 基0210700109 勸募捐款  $          2,000
無名氏(110/7/19銀行匯款

#0881)

110/07/31 基0210700108 勸募捐款  $          2,000
無名氏(110/7/19銀行匯款

#5046)
110/07/31 基0210700107 勸募捐款  $          1,000 邱羽甄

110/07/31 基0210700106 勸募捐款  $          2,069
無名氏(110/7/19銀行匯款

#2966)
110/07/31 基0210700105 勸募捐款  $          4,000 施秀幸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6/10 製表：I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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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07/31 基0210700104 勸募捐款  $            500
無名氏(110/7/16銀行匯款

#1013)

110/07/31 基0210700103 勸募捐款  $          3,596
無名氏(110/7/15銀行匯款

#1941)

110/07/31 基0210700102 勸募捐款  $        10,069
無名氏(110/7/15銀行匯款

#1129)

110/07/31 基0210700101 勸募捐款  $          2,099
無名氏(110/7/13銀行匯款

#4783)

110/07/31 基0210700100 勸募捐款  $          1,085
無名氏(110/7/6銀行匯款

#4345)

110/07/31 基0210700099 勸募捐款  $          1,085
無名氏(110/7/6銀行匯款

#3004)
110/07/31 基0210700098 勸募捐款  $          1,000 賴素芬
110/07/31 基0210700097 勸募捐款  $          1,000 鄭億萍
110/07/31 基0210700096 勸募捐款  $        20,000 鄭本源
110/07/31 基0210700095 勸募捐款  $            600 黃雪花
110/07/31 基0210700094 勸募捐款  $        10,000 陳秉欣
110/07/31 基0210700093 勸募捐款  $          3,089 吳尚榮
110/07/31 基0210700092 勸募捐款  $          1,000 張家銘
110/07/31 基0210700091 勸募捐款  $            500 董永明
110/07/31 基0210700090 勸募捐款  $          1,000 李佳恩
110/07/31 基0210700089 勸募捐款  $            596 陳彤窨
110/07/31 基0210700088 勸募捐款  $          3,600 禾僑建設有限公司
110/07/31 基0210700087 勸募捐款  $          1,599 葉士瑋
110/07/31 基0210700086 勸募捐款  $          2,000 何孟珍
110/07/31 基0210700085 勸募捐款  $          3,600 林岳君
110/07/31 基0210700084 勸募捐款  $            699 陳湘琳
110/07/31 基0210700083 勸募捐款  $            969 陳規梅
110/07/31 基0210700082 勸募捐款  $          3,569 純淨殺菌除蟲有限公司
110/07/31 基0210700081 勸募捐款  $          1,996 李宜達
110/07/31 基0210700080 勸募捐款  $          3,596 楊先生
110/07/31 基0210700079 勸募捐款  $            200 顏小姐
110/07/31 基0210700078 勸募捐款  $          4,000 彩芳行
110/07/31 基0210700077 勸募捐款  $          3,585 黃忠誠、黃白麗珠
110/07/31 基0210700076 勸募捐款  $          1,069 詹維琪
110/07/31 基0210700075 勸募捐款  $          3,569 翁再里
110/07/31 基0210700074 勸募捐款  $          3,569 楊銘欽
110/07/31 基0210700073 勸募捐款  $            500 楊哲宇
110/07/31 基0210700072 勸募捐款  $          1,000 速春玲
110/07/31 基0210700071 勸募捐款  $          2,000 阮金印
110/07/31 基0210700070 勸募捐款  $            499 陳先生
110/07/31 基0210700069 勸募捐款  $          1,099 陳加衡
110/07/31 基0210700068 勸募捐款  $          6,000 睿欣國際有限公司
110/07/31 基0210700067 勸募捐款  $          1,600 廖品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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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07/31 基0210700066 勸募捐款  $          1,089 詹凱評
110/07/31 基0210700065 勸募捐款  $          1,000 李怡蒼
110/07/31 基0210700064 勸募捐款  $          3,089 袁之信
110/07/31 基0210700063 勸募捐款  $          2,000 張家昌
110/07/31 基0210700062 勸募捐款  $          3,599 薛乾昌
110/07/31 基0210700061 勸募捐款  $          1,000 施文彬
110/07/31 基0210700060 勸募捐款  $          2,000 善心人士
110/07/31 基0210700059 勸募捐款  $          3,599 許先生
110/07/31 基0210700058 勸募捐款  $          1,000 許柏賢
110/07/31 基0210700057 勸募捐款  $          1,500 陳群英
110/07/31 基0210700056 勸募捐款  $          4,000 王正妃
110/07/31 基0210700055 勸募捐款  $          1,600 何宗順
110/07/31 基0210700054 勸募捐款  $          3,089 林嘉訓
110/07/31 基0210700053 勸募捐款  $          3,089 劉英香
110/07/31 基0210700052 勸募捐款  $             199 江柏震
110/07/31 基0210700051 勸募捐款  $            569 游宗穎
110/07/31 基0210700050 勸募捐款  $          3,569 林俊輝
110/07/31 基0210700049 勸募捐款  $          1,000 王淑芳
110/07/31 基0210700048 勸募捐款  $          6,000 張淑純
110/07/31 基Y210003523 勸募捐款  $            200 陳重光
110/07/31 基C210731371 勸募捐款  $            300 陳建州
110/07/31 基C210731370 勸募捐款  $             100 黃雅雯
110/07/31 基C210731369 勸募捐款  $          3,000 陳榮彬
110/07/31 基C210731368 勸募捐款  $          1,000 周亮宇
110/07/31 基Y210003630 勸募捐款  $            300 許素卿
110/07/31 基Y210001222 勸募捐款  $          1,000 陳鳳珠
110/07/31 基Y210000770 勸募捐款  $          2,220 王美娸
110/07/31 基Y210003552 勸募捐款  $            500 楊靜宜
110/07/31 基Y210003159 勸募捐款  $            600 王琬宜
110/07/31 基Y210001284 勸募捐款  $          1,000 陳麗芳
110/07/31 基C210731367 勸募捐款  $             100 蘇瑋琳
110/07/31 基C210731366 勸募捐款  $          1,000 蘇清貴
110/07/31 基C210731365 勸募捐款  $          1,000 嚴紹華
110/07/31 基C210731364 勸募捐款  $            600 闕永翰
110/07/31 基C210731363 勸募捐款  $             100 謝鳳婷
110/07/31 基C210731362 勸募捐款  $          1,000 謝伊婷
110/07/31 基C210731361 勸募捐款  $          1,000 賴明章
110/07/31 基C210731360 勸募捐款  $             100 蕭啟章
110/07/31 基C210731359 勸募捐款  $          5,000 盧惠珍
110/07/31 基C210731358 勸募捐款  $            200 盧柊龍
110/07/31 基C210731357 勸募捐款  $          5,000 盧之琪
110/07/31 基C210731356 勸募捐款  $             100 鄭景文
110/07/31 基C210731355 勸募捐款  $            200 鄧秋君
110/07/31 基C210731354 勸募捐款  $            300 蔡碧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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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31 基C210731353 勸募捐款  $          1,000 蔡欣容
110/07/31 基C210731352 勸募捐款  $            200 蔡昌倚
110/07/31 基C210731351 勸募捐款  $            200 蔡佳諭
110/07/31 基C210731350 勸募捐款  $             100 蔡佳峰
110/07/31 基C210731349 勸募捐款  $          1,000 潘力新
110/07/31 基C210731348 勸募捐款  $            200 劉秉叡
110/07/31 基C210731347 勸募捐款  $             100 劉秉叡
110/07/31 基C210731346 勸募捐款  $             100 劉千瑜
110/07/31 基C210731345 勸募捐款  $             100 劉千瑜
110/07/31 基C210731344 勸募捐款  $            500 廖美佩
110/07/31 基C210731343 勸募捐款  $          1,000 廖俊豪
110/07/31 基C210731342 勸募捐款  $             100 詹閔翔
110/07/31 基C210731341 勸募捐款  $             100 詹立暐
110/07/31 基C210731340 勸募捐款  $          1,500 楊儀萍
110/07/31 基C210731339 勸募捐款  $            200 楊勝宏
110/07/31 基C210731338 勸募捐款  $            500 楊宜斌
110/07/31 基C210731337 勸募捐款  $            200 楊尹瑄
110/07/31 基C210731336 勸募捐款  $             100 黃毅豪
110/07/31 基C210731335 勸募捐款  $            200 黃雅玲
110/07/31 基C210731334 勸募捐款  $             100 黃偉國
110/07/31 基C210731333 勸募捐款  $            200 黃美惠
110/07/31 基C210731332 勸募捐款  $             100 黃映瑄
110/07/31 基C210731331 勸募捐款  $          1,000 黃松娥
110/07/31 基C210731330 勸募捐款  $          1,000 黃呈黟
110/07/31 基C210731329 勸募捐款  $             100 黃名克
110/07/31 基C210731328 勸募捐款  $            200 黃小芳
110/07/31 基C210731327 勸募捐款  $            500 曾淑媛
110/07/31 基C210731326 勸募捐款  $            500 曾淑媛
110/07/31 基C210731325 勸募捐款  $          1,000 曾盈馨
110/07/31 基C210731324 勸募捐款  $             100 曾以昀
110/07/31 基C210731323 勸募捐款  $            300 彭雅萱
110/07/31 基C210731322 勸募捐款  $            300 陳維純
110/07/31 基C210731321 勸募捐款  $          1,000 陳晏如
110/07/31 基C210731320 勸募捐款  $            800 陳堉方
110/07/31 基C210731318 勸募捐款  $          1,000 陳美樺
110/07/31 基C210731317 勸募捐款  $            300 陳采玲
110/07/31 基C210731316 勸募捐款  $            300 陳昕妤
110/07/31 基C210731315 勸募捐款  $            200 陳秀玲
110/07/31 基C210731314 勸募捐款  $            300 陳秀玲
110/07/31 基C210731313 勸募捐款  $             100 陳民裕
110/07/31 基C210731312 勸募捐款  $             100 許信隆
110/07/31 基C210731311 勸募捐款  $            500 許金玉
110/07/31 基C210731310 勸募捐款  $             100 莊嘉珣
110/07/31 基C210731309 勸募捐款  $             100 莊嘉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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