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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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

 

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08/05 基I210800038 勸募捐款  $             500 王志楷

110/08/05 基I210800037 勸募捐款  $             750 楊月季

110/08/05 基I210800036 勸募捐款  $             400 無名氏-Ibon

110/08/05 基I210800035 勸募捐款  $             600 陳其森

110/08/05 基I210800034 勸募捐款  $             200 蔡晴惠

110/08/06 基I210800049 勸募捐款  $             500 王仲輝

110/08/06 基I210800048 勸募捐款  $          1,000 無名氏-Ibon

110/08/06 基I210800047 勸募捐款  $             300 無名氏

110/08/06 基I210800046 勸募捐款  $          2,000 湯先生

110/08/06 基I210800045 勸募捐款  $          1,000 曾鈞浩

110/08/06 基I210800044 勸募捐款  $             500 蕭柏郁

110/08/06 基I210800043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08/07 基I210800051 勸募捐款  $             100 童婉禛

110/08/07 基I210800050 勸募捐款  $             500 林聖棋、林陳月英

110/08/08 基I210800058 勸募捐款  $             500 戴琬蓉

110/08/08 基I210800057 勸募捐款  $             100 黃柏翔

110/08/08 基I210800056 勸募捐款  $          1,000 吳佳玲

110/08/08 基I210800055 勸募捐款  $             300 朱柏臻

110/08/08 基I210800054 勸募捐款  $          1,000 李文有

110/08/08 基I210800053 勸募捐款  $             200 mori

110/08/08 基I210800052 勸募捐款  $          1,000 黃義方

110/08/09 基I210800060 勸募捐款  $             188 蔡宜珊

110/08/09 基I210800059 勸募捐款  $             100 陳儒俊

110/08/10 基I210800068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08/10 基I210800067 勸募捐款  $             200 高致豪

110/08/10 基I210800066 勸募捐款  $          1,000 永晟有限公司

110/08/10 基I210800065 勸募捐款  $             200 童婉禛

110/08/10 基I210800064 勸募捐款  $             150 林惠雯

110/08/10 基I210800063 勸募捐款  $             100 賴偉源

110/08/10 基I210800062 勸募捐款  $          3,000 梁耀仁

110/08/10 基I210800061 勸募捐款  $          1,000 mike

110/08/11 基C210811003 勸募捐款  $        10,996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8/11 基C210811002 勸募捐款  $        10,796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8/11 基I210800081 勸募捐款  $             500 徐祥霖

110/08/11 基I210800080 勸募捐款  $             200 鍾睿霖

110/08/11 基I210800079 勸募捐款  $             500 孫佳筠

110/08/11 基I210800078 勸募捐款  $             300 張愷玲

110/08/11 基I210800077 勸募捐款  $             200 陳映伊

110/08/11 基I210800076 勸募捐款  $             100 賴偉源

110/08/11 基I210800075 勸募捐款  $             200 余美芳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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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

 

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08/11 基I210800074 勸募捐款  $          3,500
文昌廟、關聖帝君、文昌

帝君
110/08/11 基I210800073 勸募捐款  $          1,000 許順發

110/08/11 基I210800072 勸募捐款  $             300 邱信超

110/08/11 基I210800071 勸募捐款  $             100 呂偉宏

110/08/11 基I210800070 勸募捐款  $             500 郭俊億

110/08/11 基I210800069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08/12 基C210812004 勸募捐款  $        10,796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8/12 基C210812003 勸募捐款  $        10,000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8/12 基C210812002 勸募捐款  $        10,000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8/12 基I210800089 勸募捐款  $             500 蕭琹方

110/08/12 基I210800088 勸募捐款  $             500 賴漢霖

110/08/12 基I210800087 勸募捐款  $             500 金晏琳

110/08/12 基I210800086 勸募捐款  $          2,000 周宜慧

110/08/12 基I210800085 勸募捐款  $             150 邱翌庭

110/08/12 基I210800084 勸募捐款  $             500 林儀昌

110/08/12 基I210800083 勸募捐款  $             300 無名氏-Ibon

110/08/12 基I210800082 勸募捐款  $             600 徐銘佑

110/08/13 基I210800095 勸募捐款  $             250 高致

110/08/13 基I210800094 勸募捐款  $             250 戴鳳蓮

110/08/13 基I210800093 勸募捐款  $             200 tseng

110/08/13 基I210800092 勸募捐款  $             200 陳奕璋地政士

110/08/13 基I210800091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08/13 基I210800090 勸募捐款  $          1,000 夏素蘭

110/08/14 基I210800107 勸募捐款  $             400 蔡英傑

110/08/14 基I210800106 勸募捐款  $             200 卓其賢

110/08/14 基I210800105 勸募捐款  $          1,000 許旭醇

110/08/14 基I210800104 勸募捐款  $          1,000 黃見德

110/08/14 基I210800103 勸募捐款  $             100 李佳純

110/08/14 基I210800102 勸募捐款  $             100 盧寬

110/08/14 基I210800101 勸募捐款  $             100 李進萬

110/08/14 基I210800100 勸募捐款  $          1,655 江羿萱

110/08/14 基I210800099 勸募捐款  $             100 黃怡瑄

110/08/14 基I210800098 勸募捐款  $             314 蕭嘉樂

110/08/14 基I210800097 勸募捐款  $             200 黃炳章

110/08/14 基I210800096 勸募捐款  $             100 謝佑芳

110/08/15 基I210800111 勸募捐款  $             450 朱明達

110/08/15 基I210800110 勸募捐款  $          1,000 陳人虢

110/08/15 基I210800109 勸募捐款  $          1,000 李文有

110/08/15 基I210800108 勸募捐款  $             100 chris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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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

 

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08/16 基I210800116 勸募捐款  $             200 鍾秉晃、謝辰宜

110/08/16 基I210800115 勸募捐款  $          1,000 李嘉峰

110/08/16 基I210800114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

110/08/16 基I210800113 勸募捐款  $             500 林蕙芸

110/08/16 基I210800112 勸募捐款  $             300 無名氏-Ibon

110/08/17 基C210817003 勸募捐款  $        10,796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8/17 基C210817002 勸募捐款  $        10,796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8/17 基C210817001 勸募捐款  $        10,000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8/17 基I210800125 勸募捐款  $             500 王震昌

110/08/17 基I210800124 勸募捐款  $             100 陳福壽

110/08/17 基I210800123 勸募捐款  $          1,000 李宜倫

110/08/17 基I210800122 勸募捐款  $             100 賴偉源

110/08/17 基I210800121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08/17 基I210800120 勸募捐款  $             100 王柔琇

110/08/17 基I210800119 勸募捐款  $             100 江重志

110/08/17 基I210800118 勸募捐款  $             600 林政緯

110/08/17 基I210800117 勸募捐款  $          1,000 邱晊享

110/08/18 基I210800133 勸募捐款  $          1,000 郭曉真

110/08/18 基I210800132 勸募捐款  $             500 李建府

110/08/18 基I210800131 勸募捐款  $             200 蔡侑霖

110/08/18 基I210800130 勸募捐款  $             100 孫芸英

110/08/18 基I210800129 勸募捐款  $             600 高致

110/08/18 基I210800128 勸募捐款  $             100 林萬興

110/08/18 基I210800127 勸募捐款  $             100 李堂瑋

110/08/18 基I210800126 勸募捐款  $          1,000 陳昱豪

110/08/19 基C210819003 勸募捐款  $        11,196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8/19 基C210819002 勸募捐款  $        10,000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8/19 基C210819001 勸募捐款  $        62,740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8/19 基I210800137 勸募捐款  $             600 李安晟

110/08/19 基I210800136 勸募捐款  $          2,000 陳惠華

110/08/19 基I210800135 勸募捐款  $          1,500 尤雅慧

110/08/19 基I210800134 勸募捐款  $          1,000 李金土

110/08/20 基I210800143 勸募捐款  $             500 劉丹

110/08/20 基I210800142 勸募捐款  $             100 梁碧霞

110/08/20 基I210800141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08/20 基I210800140 勸募捐款  $             100 黃柏清

110/08/20 基I210800139 勸募捐款  $             500 許黃欣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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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

 

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08/20 基I210800138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08/21 基I210800148 勸募捐款  $             500 梁友蓉

110/08/21 基I210800147 勸募捐款  $             300 張鳳嬌

110/08/21 基I210800146 勸募捐款  $             200 梁凱惠

110/08/21 基I210800145 勸募捐款  $             100 顏郭珠蓮

110/08/21 基I210800144 勸募捐款  $          4,500 陳璿文

110/08/22 基I210800153 勸募捐款  $             300 黃瀞萱

110/08/22 基I210800152 勸募捐款  $          1,000 張道森

110/08/22 基I210800151 勸募捐款  $             500 涂禮涵

110/08/22 基I210800150 勸募捐款  $          1,000 黃柏潣

110/08/22 基I210800149 勸募捐款  $             100 陳欣汝

110/08/23 基I210800160 勸募捐款  $             100 高致

110/08/23 基I210800159 勸募捐款  $          2,000 簡子偉

110/08/23 基I210800158 勸募捐款  $             500 陳欣妤

110/08/23 基I210800157 勸募捐款  $             200 棋

110/08/23 基I210800156 勸募捐款  $          1,000 陳昱豪

110/08/23 基I210800155 勸募捐款  $          5,900 鄭名傑

110/08/23 基I210800154 勸募捐款  $             500 mark

110/08/24 基I210800165 勸募捐款  $             500 紀亞琤

110/08/24 基I210800164 勸募捐款  $             200 陳承佑

110/08/24 基I210800163 勸募捐款  $             150 林惠雯

110/08/24 基I210800162 勸募捐款  $          2,000 李弦燁

110/08/24 基I210800161 勸募捐款  $             316 蕭嘉樂

110/08/25 基I210800167 勸募捐款  $             200 陳映伊

110/08/25 基I210800166 勸募捐款  $             100 洪湘洺

110/08/25 基0210800020 勸募捐款  $          5,099 蕭鼎霖

110/08/26 基C210826003 勸募捐款  $        10,000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8/26 基C210826002 勸募捐款  $             200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8/26 基C210826001 勸募捐款  $        10,000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08/26 基I210800171 勸募捐款  $             300 佳音

110/08/26 基I210800170 勸募捐款  $             100 曾國智

110/08/26 基I210800169 勸募捐款  $          1,000 陳人虢

110/08/26 基I210800168 勸募捐款  $             300 高致

110/08/27 基I210800174 勸募捐款  $             200 童婉禛

110/08/27 基I210800173 勸募捐款  $          1,000 周玉珍

110/08/27 基I210800172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08/28 基I210800182 勸募捐款  $             100 陳泳輝

110/08/28 基I210800181 勸募捐款  $             200 賴偉源

110/08/28 基I210800180 勸募捐款  $             500 蕭維宏

110/08/28 基I210800179 勸募捐款  $          1,099 陳鈺鵬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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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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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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28 基I210800178 勸募捐款  $          1,000 劉欣宜

110/08/28 基I210800177 勸募捐款  $          1,000 烏龜超人

110/08/28 基I210800176 勸募捐款  $          1,000 許千純

110/08/28 基I210800175 勸募捐款  $             600 徐立芹

110/08/29 基I210800191 勸募捐款  $             200 卓玉仁

110/08/29 基I210800190 勸募捐款  $             200 卓獻民

110/08/29 基I210800189 勸募捐款  $             200 王明群

110/08/29 基I210800188 勸募捐款  $             200 王顗帆

110/08/29 基I210800187 勸募捐款  $          1,000 江美珍

110/08/29 基I210800186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

110/08/29 基I210800185 勸募捐款  $             300 賴文玄

110/08/29 基I210800184 勸募捐款  $             500 張嘉玲

110/08/29 基I210800183 勸募捐款  $             300 陳文峰

110/08/30 基I210800195 勸募捐款  $        10,000 賴愛華

110/08/30 基I210800194 勸募捐款  $             500 陳泓瑋

110/08/30 基I210800193 勸募捐款  $             300 謝福龍

110/08/30 基I210800192 勸募捐款  $             200 陳欣汝

110/08/30 基0210800021 勸募捐款  $          1,599 丁美婷

110/08/31 基0210800358 勸募捐款  $          1,000 郭淑敏

110/08/31 A1100212 勸募捐款  $             300 黃琦淑

110/08/31 A1100211 勸募捐款  $             100 楊智傑

110/08/31 A1100210 勸募捐款  $          1,000 陳心卉

110/08/31 A1100209 勸募捐款  $          4,000 顏千智

110/08/31 A1100208 勸募捐款  $          1,000 許益瑞

110/08/31 A1100207 勸募捐款  $             600 林理揚

110/08/31 A1100206 勸募捐款  $          2,000 洪芸惠

110/08/31 A1100205 勸募捐款  $             500 許志鈞

110/08/31 A1100204 勸募捐款  $          1,000 張瑞君

110/08/31 A1100203 勸募捐款  $          1,000 洪若善

110/08/31 A1100202 勸募捐款  $             200 許詠涵

110/08/31 基I210800199 勸募捐款  $             200 吳小尼

110/08/31 基I210800198 勸募捐款  $          1,500 陳寶鴻

110/08/31 基I210800197 勸募捐款  $             400 高致

110/08/31 基I210800196 勸募捐款  $             200 卓其賢

110/08/31 基0210800198 勸募捐款  $          3,000
無名氏(110/8/31銀行匯款

#1980)
110/08/31 基0210800197 勸募捐款  $             499 蔡玉珠

110/08/31 基0210800196 勸募捐款  $          1,000 臧永澤

110/08/31 基0210800195 勸募捐款  $          3,999
無名氏(110/8/31銀行匯款

#1190)

110/08/31 基0210800194 勸募捐款  $          2,075
無名氏(110/8/30銀行匯款

#0188)
110/08/31 基0210800193 勸募捐款  $        10,000 陳峰毅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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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31 基0210800192 勸募捐款  $          1,599 蔡先生

110/08/31 基0210800191 勸募捐款  $          6,099 陳嘉伶

110/08/31 基0210800190 勸募捐款  $          5,000 馬希睿

110/08/31 基0210800189 勸募捐款  $          3,089 謝文香

110/08/31 基0210800188 勸募捐款  $          2,075
無名氏(110/8/25銀行匯款

#6589)
110/08/31 基0210800187 勸募捐款  $          5,000 廖肇達

110/08/31 基0210800186 勸募捐款  $          3,500 徐玉峰

110/08/31 基0210800185 勸募捐款  $             999
無名氏(110/8/20銀行匯款

#5382)
110/08/31 基0210800184 勸募捐款  $          2,099 張育豐

110/08/31 基0210800183 勸募捐款  $          3,556
無名氏(110/8/19銀行匯款

#5775)

110/08/31 基0210800182 勸募捐款  $          3,556
無名氏(110/8/19銀行匯款

#0665)

110/08/31 基0210800181 勸募捐款  $             556
無名氏(110/8/18銀行匯款

#7899)
110/08/31 基0210800180 勸募捐款  $          3,569 李清松

110/08/31 基0210800179 勸募捐款  $          1,056
無名氏(110/8/12銀行匯款

#8588)

110/08/31 基0210800178 勸募捐款  $          3,569
無名氏(110/8/11銀行匯款

#1917)

110/08/31 基0210800177 勸募捐款  $          3,556
無名氏(110/8/9銀行匯款

#8614)
110/08/31 基0210800176 勸募捐款  $          1,500 陳愛月

110/08/31 基0210800175 勸募捐款  $          2,000
無名氏(110/8/9銀行匯款

#7528)

110/08/31 基0210800174 勸募捐款  $          1,000
無名氏(110/8/9銀行匯款

#8746)

110/08/31 基0210800173 勸募捐款  $          1,056
無名氏(110/8/6銀行匯款

#6453)

110/08/31 基0210800172 勸募捐款  $             875
無名氏(110/8/6銀行匯款

#3335)

110/08/31 基0210800171 勸募捐款  $          2,056
無名氏(110/8/6銀行匯款

#3224)
110/08/31 基0210800170 勸募捐款  $          3,556 蔡瑞美

110/08/31 基0210800169 勸募捐款  $          1,500
無名氏(110/8/3銀行匯款

#4160)

110/08/31 基0210800168 勸募捐款  $          1,087
無名氏(110/8/3銀行匯款

#9008)

110/08/31 基0210800167 勸募捐款  $          1,075
無名氏(110/8/2銀行匯款

#4297)

110/08/31 基0210800166 勸募捐款  $          2,000
無名氏(110/8/2銀行匯款

#3652)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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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31 基0210800165 勸募捐款  $          3,569
無名氏(110/8/2銀行匯款

#2398)

110/08/31 基0210800164 勸募捐款  $          3,599
無名氏(110/8/2銀行匯款

#2545)

110/08/31 基0210800163 勸募捐款  $          2,000
無名氏(110/8/2銀行匯款

#6506)
110/08/31 基0210800162 勸募捐款  $          1,575 善心人士

110/08/31 基0210800161 勸募捐款  $          3,089 龐家元

110/08/31 基0210800160 勸募捐款  $             999 林先生

110/08/31 基0210800159 勸募捐款  $          6,089 張鄭惠蘭

110/08/31 基0210800158 勸募捐款  $        20,000 張雲洋

110/08/31 基0210800157 勸募捐款  $          1,075 善心人士

110/08/31 基0210800156 勸募捐款  $          2,000 張嫚

110/08/31 基0210800155 勸募捐款  $          1,000 高銓璨

110/08/31 基0210800154 勸募捐款  $          1,000 陳先生

110/08/31 基0210800153 勸募捐款  $          3,089 王子豪

110/08/31 基0210800152 勸募捐款  $          2,588 黃先生

110/08/31 基0210800151 勸募捐款  $             588 黃健翔

110/08/31 基0210800150 勸募捐款  $          1,075 林怡君

110/08/31 基0210800149 勸募捐款  $          3,575 胡鈞堡

110/08/31 基0210800148 勸募捐款  $          4,000 許國峰

110/08/31 基0210800147 勸募捐款  $          2,099 洪小姐

110/08/31 基0210800146 勸募捐款  $          1,999 潘先生

110/08/31 基0210800145 勸募捐款  $        10,000 吳賢璋

110/08/31 基0210800144 勸募捐款  $          1,000 善心人士

110/08/31 基0210800143 勸募捐款  $             500 陳先生

110/08/31 基0210800142 勸募捐款  $          3,000 葉莉珍

110/08/31 基0210800141 勸募捐款  $          3,600 楊佳鳳

110/08/31 基0210800140 勸募捐款  $          2,099 季曉萍

110/08/31 基0210800139 勸募捐款  $          3,689 郭鈺斌

110/08/31 基0210800138 勸募捐款  $          3,575 善心人士

110/08/31 基0210800137 勸募捐款  $          3,000 李太壟

110/08/31 基0210800136 勸募捐款  $          3,000 鄭琳慧

110/08/31 基0210800135 勸募捐款  $          2,000 劉建聰

110/08/31 基0210800134 勸募捐款  $          5,075 善心人士

110/08/31 基0210800133 勸募捐款  $          5,000 善心人士

110/08/31 基0210800132 勸募捐款  $          1,099 黃楓琁

110/08/31 基0210800131 勸募捐款  $          5,000 陳惠芳

110/08/31 基0210800130 勸募捐款  $          1,199 謝小姐

110/08/31 基0210800129 勸募捐款  $          4,000 鐘安勝

110/08/31 基C210831249 勸募捐款  $             300 陳怡伃

110/08/31 基C210831248 勸募捐款  $             500 林俊魁

110/08/31 基C210831247 勸募捐款  $             100 杜灌芸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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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31 基Y210001691 勸募捐款  $          1,000 簡國斌

110/08/31 基Y210003505 勸募捐款  $          1,000 梅慧敏

110/08/31 基Y210002056 勸募捐款  $          1,000 范秀苗

110/08/31 基Y210003631 勸募捐款  $             300 王中衛

110/08/31 基C210831246 勸募捐款  $             100 蘇瑋琳

110/08/31 基C210831245 勸募捐款  $             100 蘇欣妮

110/08/31 基C210831244 勸募捐款  $             600 蕭伊雯

110/08/31 基C210831243 勸募捐款  $          1,000 盧焯楹

110/08/31 基C210831242 勸募捐款  $             100 鄭景文

110/08/31 基C210831241 勸募捐款  $             500 鄧淯宸

110/08/31 基C210831240 勸募捐款  $             520 蔡勳忠

110/08/31 基C210831239 勸募捐款  $             200 劉富成

110/08/31 基C210831238 勸募捐款  $             200 劉少傑

110/08/31 基C210831237 勸募捐款  $             100 劉千瑜

110/08/31 基C210831236 勸募捐款  $          2,000 廖清偉

110/08/31 基C210831235 勸募捐款  $             250 黃毓羣

110/08/31 基C210831234 勸募捐款  $             200 黃雅玲

110/08/31 基C210831233 勸募捐款  $          1,000 黃雅文

110/08/31 基C210831232 勸募捐款  $             200 黃湘婷

110/08/31 基C210831231 勸募捐款  $             100 黃惠如

110/08/31 基C210831230 勸募捐款  $             100 黃惠如

110/08/31 基C210831229 勸募捐款  $             100 黃崇時

110/08/31 基C210831228 勸募捐款  $             200 黃真珍

110/08/31 基C210831227 勸募捐款  $             500 黃致遠

110/08/31 基C210831226 勸募捐款  $             500 黃思強

110/08/31 基C210831225 勸募捐款  $          1,000 黃松娥

110/08/31 基C210831224 勸募捐款  $          1,000 黃呈黟

110/08/31 基C210831223 勸募捐款  $          1,000 黃君萍

110/08/31 基C210831222 勸募捐款  $             100 詠薇

110/08/31 基C210831221 勸募捐款  $             100 曾裕峰

110/08/31 基C210831220 勸募捐款  $             200 曾雄敏

110/08/31 基C210831219 勸募捐款  $             300 曾淑媛

110/08/31 基C210831218 勸募捐款  $             300 彭雅萱

110/08/31 基C210831217 勸募捐款  $             180 陳鑑文

110/08/31 基C210831216 勸募捐款  $             150 陳柏錞

110/08/31 基C210831215 勸募捐款  $             100 陳彥任

110/08/31 基C210831214 勸募捐款  $             500 陳建甫

110/08/31 基C210831213 勸募捐款  $             100 陳冠凱

110/08/31 基C210831212 勸募捐款  $             500 陳文彬

110/08/31 基C210831211 勸募捐款  $             100 陳卜菁

110/08/31 基C210831210 勸募捐款  $             100 許連益

110/08/31 基C210831209 勸募捐款  $             100 許信隆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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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31 基C210831208 勸募捐款  $             600 許永暉

110/08/31 基C210831207 勸募捐款  $             100 莊嘉珣

110/08/31 基C210831206 勸募捐款  $             200 梁育誠

110/08/31 基C210831205 勸募捐款  $             500 張蓓如

110/08/31 基C210831204 勸募捐款  $             300 張維雯

110/08/31 基C210831203 勸募捐款  $             600 張筱莉

110/08/31 基C210831202 勸募捐款  $             100 張智翔

110/08/31 基C210831201 勸募捐款  $             100 張祥宇

110/08/31 基C210831200 勸募捐款  $             100 張晨軒

110/08/31 基C210831199 勸募捐款  $             100 張延瑞

110/08/31 基C210831198 勸募捐款  $             300 張依樺

110/08/31 基C210831197 勸募捐款  $          1,000 張玉儒

110/08/31 基C210831196 勸募捐款  $             100 張子彥

110/08/31 基C210831195 勸募捐款  $             200 高淑芳

110/08/31 基C210831194 勸募捐款  $             100 翁莉真

110/08/31 基C210831193 勸募捐款  $             100 翁莉真

110/08/31 基C210831192 勸募捐款  $             500 徐揚甯

110/08/31 基C210831191 勸募捐款  $          1,000 柯俊宏

110/08/31 基C210831190 勸募捐款  $             200 邱俊傑

110/08/31 基C210831189 勸募捐款  $             300 林錫明

110/08/31 基C210831188 勸募捐款  $             300 林貴萍

110/08/31 基C210831187 勸募捐款  $             500 林紹愉

110/08/31 基C210831186 勸募捐款  $          2,000 林軒羽

110/08/31 基C210831185 勸募捐款  $             200 林怡伶

110/08/31 基C210831184 勸募捐款  $             500 林式新

110/08/31 基C210831183 勸募捐款  $          1,000 周宜靜

110/08/31 基C210831182 勸募捐款  $             100 卓妤恩

110/08/31 基C210831181 勸募捐款  $             100 秀英劉

110/08/31 基C210831180 勸募捐款  $             500 杜采娟

110/08/31 基C210831179 勸募捐款  $          1,000 李雪昭

110/08/31 基C210831178 勸募捐款  $             100 李枳萲

110/08/31 基C210831177 勸募捐款  $             200 吳惠如

110/08/31 基C210831176 勸募捐款  $             200 吳惠如

110/08/31 基C210831175 勸募捐款  $             300 何書維

110/08/31 基C210831174 勸募捐款  $             350 朱志祥

110/08/31 基C210831173 勸募捐款  $             200 石宜婷

110/08/31 基C210831172 勸募捐款  $             900 王琬宜

110/08/31 基C210831171 勸募捐款  $             100 王珮琪

110/08/31 基C210831170 勸募捐款  $          1,500 王芷葳

110/08/31 基W210800129 勸募捐款  $          3,600 王盈盈

110/08/31 基W210800128 勸募捐款  $             300 陳政夫

110/08/31 基W210800127 勸募捐款  $             300 陳淳玟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10/11 製表：I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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